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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几百个 MSN 问关于股票的事，完全把
我吓坏，我马上找我老爸，爸爸说，金钱数字从
来都是烟云，我们不了解股票炒卖，也不会炒
卖。爸爸上市只是为了筹集资金把地盘工作做得

好，因为是地盘养大了几个女儿。
所以关于股票，爸爸没有兴趣，女儿也没有

兴趣。爸爸继续努力建路，女儿继续努力做戏，
妈妈继续努力找平菜买，我们仍然维持我们快乐

平实的家庭生活就好了。
假如你问我这个疯狂炒卖，我有没

有一毫子进账，我答，一毫子也没有。
但要请食饭，还是可以的。

这是近日一段网络留言，人气直追
“小船体”，因为“小船翻了”是集体创
作，而这段留言的作者是香港正当年的
女星加富二代“百亿千金”黄翠如。

80后的黄翠如是主播、模特儿、演
员，外形当然美，但她也是香港浸会大
学的毕业生，智商不输人。本月，她父
亲的公司上市，市值超过百亿，她一夜
戴上“百亿千金”的桂冠，网络留言表
白心情，朴素真诚，不炫富、不矫情、
不取宠，又有幽默加持，令人对她的智
商、情商双点赞。

颜值、财富可贵，但也会成为人生
的负数，更会成为烟云。我们在现实中
看到太多追逐颜值、财富而迷失痛苦的
人生，也看到太多恃颜值而骄、仗财富
而狂的轻浮之辈，这些都成为社会的负
能量，结局不仅是自己“眼见他楼塌
了”，还污染了社会的“三观”，鼓动了
拜金、奢侈、不劳而获的恶习。公众人
物的言行偏差更会带来坏的示范效应。
因此，黄翠如面对财富给出的淡定态度
和“继续努力找平菜买”的规划，更加
可贵。

黄翠如留言中所称的“地盘工作”
指建筑业，建筑业在香港不富不贵，不

少在工地工作的人一身汗水污渍在地铁和公车上
招致白眼。因为建筑业辛苦、危险且算不上“白
领”，是香港最缺工的行业。有人分析香港高铁
通车一再延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工地人手不
足。香港年轻一代生活在父母辛苦积累的好环境
之中，连吃饭都要有空调，何况在露天工地工
作？虽然香港的建筑业学徒课程学费全免，还有
补贴，但仍然招生不满，就算学完了，也有人并
不从事这行。现在香港建筑业人员老化，平均年
龄超过40岁。未来几年香港要解决住房问题，基
础建设将进入高峰期，建筑业后继乏人的困境将
更加凸显。

此时，作为靓丽明星，黄翠如自豪于自己是
“靠地盘养大的”，并且宣布不炒卖股票，“把地
盘工作做得好”、“继续努力建路”，无异于给建
筑业代言，充满了对辛苦劳动的尊重和不忘根本
的厚道，与其时尚的外形相比更显精神的质量。
近日，在美国篮球明星科比的告别赛开场前，主
持人渲染的不是科比的成绩和球技，而是“他从
来没有欺骗过观众”，这一句话点燃了球场对科
比的欢呼，也令科比泪下。在重视外表的眼球经
济环境里，灵魂已经回归，人们更珍惜高智商、
高情操言行。

翻看黄翠如的网络留言，体现的一贯是朴
素、平实的风格，没有时装、豪宅、朋友、家人
的各种“晒”，相反的是接地气的关注与回忆。
比如她谈到“老爸由卖鱼小贩做到地盘工人，由
手被冰坏到脚板被地盘钉刺穿，苦了很多年……
我们为您骄傲”，字里行间都是普通人家的辛劳
与温暖，但比那些洋洋得意的“二代”更显自信
与自强。

她是明星，她是真正的“千金”，但她不是流行
的明星、千金款，正因如此，才显其高智商！

港“百亿千金”高智商
本报记者 陈晓星

金钱数字从来都是烟云

黄翠如

明明是鱼的外表，却拥有如滑翔翼般的胸鳍，
依靠尾部的迅速摆动，可以蹦出海面、展“翅”滑
行……飞鱼与兰屿以及岛上的少数民族达悟人，有
着一年一度的约定——飞鱼季。资料显示，兰屿的
飞鱼鱼汛一般在阳历2月至6月间。按照达悟人传
统，捕鱼工作由男性完成。在飞鱼季前期，同一
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会组成捕鱼团队，齐心协力捕
捉飞鱼。而在飞鱼季到来前，鱼团成员要集中居
住。兰屿飞鱼文化馆馆长、达悟人玛拉欧斯
（汉文名钟启福） 说，此时是禁欲期，以保证捕
鱼者体力充沛。

兰屿位于台东东南的太平洋海域中，面积
约 45 平方公里，犹如遗世独立的秘境。冬去
春来，万物复苏，从南向北的洋流将大批飞
鱼带至兰屿附近，预示着飞鱼捕捞季的到来。

“按照传统，飞鱼季是兰屿生产粮食的
高峰期，是达悟人获取蛋白质的重要时节，
因此也是一年中最神圣而禁忌最多的时
候。”玛拉欧斯介绍，飞鱼季已有上千年的
历史传承，是达悟人最重要的渔猎活动。

随后，达悟人将根据阴历及月相，迎
来一年飞鱼季中最重要的时刻——“招
鱼祭”。当天，捕鱼者将佩戴传统饰品，
盛装聚集在自己所属的渔船边，由船长
杀鸡献祭，捕鱼者以食指蘸鸡血触碰海
边礁石，呼唤飞鱼来到渔场，祈求今年
获得丰收。

兰屿上的达悟人分为六个部落，
其中的“红头”部落被认为是飞鱼文
化的发源地，因此招鱼祭也从“红

头”部落开始，依次
进行，标志飞鱼季正
式拉开大幕。

飞 鱼 季 前 期 ， 捕
鱼团队乘坐大型的十人船出海，捕捉
到的鱼由各家平分，大船成为维系家族关系、保持
社会稳定的基础；到飞鱼季后期，各家各户可乘坐
小型的四人船、二人船乃至单人船捕鱼。而在飞鱼
季中期，当地女性要制作芋头糕，并在上面铺满蟹
肉和腊肉，以此慰劳辛勤捕鱼的男性。

达悟人乘坐的传统渔船，正是兰屿岛上特有的
拼板船。这种渔船并非原木挖空而成的独木舟，而
是以兰屿岛上的番龙眼等坚硬木材一片一片组合而
成。拼板船外型独特，两端高高翘起，主要由红白
黑三色组成，使用天然颜料涂绘；船身还有波浪
纹、人形纹及太阳纹等图案，其中位于两端的同心
圆太阳纹被称为“船之眼”，具有驱邪祈福之意，是
兰屿岛的图腾。

直到6月底左右，飞鱼季渐入尾声，此时达悟人
也将迎来“终止祭”。当天，渔民将捕获的大鱼尾巴
穿串挂在海边，表示飞鱼季已经结束，从此不再捕
捉飞鱼，改抓其他食用鱼。“飞鱼季期间，达悟人只
能捕捉飞鱼等洄游性鱼类，禁止捕捉底栖性鱼类，
让这些鱼类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体现了永续发展
的理念。”玛拉欧斯说。据他介绍，飞鱼季是贯穿达
悟人生活的重要时序，因此十分强调人的约束。在
飞鱼季期间，当地人不能朝大海扔石头，因为有

“驱赶飞鱼”之意，是对鱼的不尊重；不能做罪恶的
事情，不能跟人争吵、打斗、骂脏话。与此同时，
拼板船是达悟人的“圣物”，因此他们也不希望游客

随意触碰，甚至进入其中拍照。
此外，对于飞鱼的食用也有很多讲究。玛拉欧

斯说，在飞鱼季的头三个月，可以对飞鱼采用煮或
蒸的烹饪方式，但不能烧烤，盛装飞鱼需使用专门
器具，不能混用。

兰屿当地渔民夏门·呢时格时 （汉文名颜进溢）
说，飞鱼季第一个月捕捉的飞鱼必须当时吃完，不
能用来制作鱼干；之后的可以制作鱼干，但必须在
当年 11月的“终食祭”前吃完，不能留到隔年，以
此迎接下一个飞鱼季。

兰屿虽然被大海隔绝，但不能隔断人类社会的
发展，海浪和轮船将现代化的冲击一波波送来，飞
鱼季的传统也在悄然改变：油漆代替了天然颜料，
烧柴油的现代船代替了纯人力的拼板船；冰箱的出
现让飞鱼的保存更加容易，也让“隔年”的界限开
始模糊；随着老一代的逝去，飞鱼季本身的流程也
有变化……

说起这些，夏门·呢时格时有些感伤，担心达悟人
独特的文化正在流失。而玛拉欧斯也表示，随着兰屿
观光业的不断开发，他很担心飞鱼季会变得过度商业
化，甚至沦为游客猎奇的景观，不再是达悟人生生不
息的生命驱动，“要让文化精髓、而不是商业利益成为
生态游的主导者，这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据新华社台东兰屿电）

台湾捷运 （地铁） 禁止饮食已经众所周
知，且严格执行多年，别说吃东西，喝口水
都引人侧目，如果被举报，还得乖乖交罚
款。不过，近日有人对此较了真，投书台北
捷运公司意见箱，询问如果幼儿在捷运上有
饮食需要能否满足。台北捷运答复：根据大
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9款规定，于捷运禁
食区内违规饮食者，处新台币 1500元至 7500
元罚款。惟考虑到婴幼儿饮食为其生理需
求，故婴幼儿的饮食行为则不受此限。答复
还详细说明，引用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

“故本公司对婴幼儿 （5 岁以下之人） 于乘车
过程中，若有饮食需求 （含哺乳或喂食副食
品） 之情形，均不会禁止。”

消息传出，不少市民表示“我真的不知
道耶”，有人说曾专程下车找哺乳室给孩子喂
奶，还有人告诉孩子：“你吃东西我会被罚
钱”，有人表示这个规定很人性化，幼儿有的
时候在坐车时真需要喝水吃东西。也有人怀
疑这个少人知道的规定能否执行：“上次我儿
子 （4岁） 在捷运上吃点心被制止了。”“我问
过捷运员工孩子能否吃点东西，他们说自己
也不清楚，但最好不要吃。”

但有更多市民网络留言，忧心此例一
开，捷运车厢的卫生难保，“捷运局是考虑到
5岁以下幼儿有哺乳或吃副食品的需要，所以
通融，不禁止。但这绝对不是说5岁以下幼儿
就可以在捷运上尽情享用糖果、饼干、饮料
等零食。”有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大家
的公德心实在令人担忧啊！不罚款，后果就
严重了。”

香港的年轻人近来给外界暴力不理性的印象，香港中文大学3月份在
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和岭
南大学7所学校发放问卷，调查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和对抗争手段的认同。
调查数据显示，近 70%受访的大学生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
争手段，有 85%的人认为所谓“武力抗争”应有底线。在回答愿意为抗
争付出什么代价的问题时，80%表示可以付出时间及牺牲学业，90%表示
不愿意为此留案底或入狱。

调查显示“和理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仍是香港年轻人的主流
价值。

但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某些极端政党正升级抗争手段，甚至提出
“武装起义”，并称要组织青年学生成为主力，将在校园举办论坛、讲
座、读书会，播放宣传片和发传单，宣扬“港独”主张。对此，有政界
人士批评，这样的言行已经超越“言论自由”的范围，有人只想以出位
言论吸引传媒报道，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但却把香港推向危险的境地，
事到如今，特区政府不能再姑息。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港独”分子组党已构成实质行动，触犯《刑事
罪行条例》，条例中有涉及煽动、颠覆等罪行，但香港特区政府从未引
用，香港律政司需要详细研究，考虑是否采取法律行动。

探寻兰屿飞鱼季探寻兰屿飞鱼季
王昀加 王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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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至8月18日，“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停靠安徽阜阳市，将
免费为1500位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王 彪摄

4月19日至8月18日，“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停靠安徽阜阳市，将
免费为1500位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王 彪摄

香港“光明号”

热词解析热词解析 和 理 非

好 话 产 出 正 能 量
朴 子

“好话当钱使”这句俗语并非只是
世故之言，台湾董氏基金会近日举办了
一次“青少年鼓励语词与情绪关系调
查”，调查对象为 2000 多位小学三年级
到初中学生。数据显示，77%的孩子听
到好话会觉得开心，但却有 35.1%的孩
子超过一周以上没有听到好话。因经常
听到好话感到快乐的占 89.8%，听到好
话也快乐不起来的仅占7.3%。孩子喜欢
的好话类型前三名为赞美的、鼓励的、

会让感觉好起来的，比如你做得很棒、
加油喔。

调查显示，来自父母亲的好话较
少，好话来自妈妈的占 24.8%，来自爸
爸的占 8.9%，来自同学、朋友的最多。
基金会表示，好话会产生正能量，让孩
子感到自信，建议家长、老师多采用正
向鼓励教育方式，老师也要提醒学生多
对同学说好话，多问“你今天说好话了
吗”，让孩子学习看到别人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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