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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已 3年，傅
及光仍每天“流浪”于台湾 4所不同的大
学兼职教课，拿着每节 700多元新台币的
时薪，还要面临寒暑假没有收入，很多福
利没办法保障等问题。

像傅及光这样的“流浪博士”已成为
当前台湾岛内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他们
拥有高学历，却奔波于岛内各所大学，以
兼职代课的方式赚取微薄收入。傅及光
说：“我兼职的学校算比较少，身边很多
朋友都兼着六七所学校的课。”

台湾“少子化”现象让不少高校的师
资趋于饱和，甚至面临“关门”压力，而
博士生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每年毕业的
博士生，能进到校园工作的仅占1/7不到。

“读完博士，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
能有稳定的研究环境，找到一份在高校专
职任教的工作。”已年近40岁的傅及光开始
把目光投向大陆高校。近日他专门从台湾
赶来上海，参加 4 月 20 日举办的第二届台
湾优秀博士（生）与上海高校交流会。

该场交流会有 18 所沪上知名高校加
入，共收到简历 350余份，最终挑选出两
岸知名大学及海外一流大学毕业的70名台
籍优秀博士 （生） 参会。该交流会发起
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
授陈宏信介绍说：“与去年相比，今年收
到的简历多了近一倍。”

如果放弃教职工作，进入企业，台湾
“流浪博士”是不是就可以不再“流浪”？
台湾交通大学的博士曾振瑞在台湾已有17
年工作经验，他说：“就我所在的半导体
领域而言，台湾发展差不多已经停滞，每
年公司招的博士少之又少，理工科尚且如
此，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博士处境更艰

难。”曾振瑞希望通过该交流会在大陆寻
求新的发展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
31条措施”） 被全文刊印在交流会宣传册
的附录中。陈宏信坦言，台湾很多年轻人
并不了解惠台31条措施的具体内容，全文
刊印是想让台籍博士更直观地了解其内
容，告诉他们这里是公平的，让他们安心
留在大陆发展。

“惠台 31条措施对台湾博士越来越有
吸引力了。”来自台湾大学的博士张立本
表示，他一拿到宣传册，便开始仔细研究
里面的惠台 31条措施，“刚刚听了几个大
陆高校的宣讲，感觉措施有被真正落实。”

实际上，台湾博士共有 3类，即台籍
海归博士、台籍大陆毕业博士和台籍本土
博士。当前已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
事务学院任教的台籍本土博士黄宗昊表
示：“就台湾博士这个群体而言，台籍本
土博士实际上是惠台31条措施的最大受益
者。”

黄宗昊认为，台籍海归博士和台籍大
陆博士的选择余地比较多，而台籍本土博
士在台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惠台31条措
施实际上给他们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也
解决了台湾岛内的一大社会问题。

陈宏信同时提醒台籍博士，来大陆就
业也意味着竞争更激烈，所以要练就一身
硬本事，有竞争才能有进步。

台湾 《中国时报》 日前发表评
论文章指出，民进党执政以来，各
界一再呼吁以拼经济为第一要务，
台“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之初也
宣示要以解决企业界的“五缺”为
首务，但拼经济只是嘴上喊爽，企
业界盼了半天，盼来的是大陆“惠
台 31 条措施”以及民进党无尽的

“转型正义”打压，最近的“卡管”
更是卡到自己，歹戏拖棚，难以为
继。文章摘编如下：

高雄一家知名餐厅业者3月底不
堪亏损歇业，痛批蔡当局只会拼政
治，不会拼经济，气得在门口悬挂

“民进党不倒，经济不会好”的广告
牌。业者痛陈高雄市已从台湾第二
大城沦为老三，城市整体消费力下
滑，也留不住年轻人和高端企业。

其实这种现象又何只高雄一个
城市，全台面临的问题都一样，现
在高端企业和年轻人都排队等着出
走。今年大学学测成绩公布以后，
大陆的大学放宽对台生招生门槛，
许多学生都纷纷打听如何进入大陆
读大学；大学教师也在“惠台 31
条”的磁吸效应下，准备到大陆教
学。用脚投票已经形成下一波人才
出走的风潮。

而走不了的民间小商家，有的
半门虚掩等着客人上门，有的望着
窗外哀声叹气，无可奈何之下，有
些商家在店门口贴出对联，表达心
声。台北市就有一家书店门口贴出
对联，上联是：“英明有亏，叹民主
沦落，罄竹难书言难尽”，下联是：

“文治无能，哀进步停滞，‘满朝’
空谈政空转”，横批是：“清名易得
为政难，若不恤民即无德”，把对蔡
当局的怨气都吐在对联上。

民进党过去靠一句响亮的口号
赢得选举：“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
好”，现在被民众改成“民进党不
倒，经济不会好”，民进党如何挽回
经济颓势，已经成为今年“选战”
成败的关键。

台湾“流浪博士”沪上觅就业
“惠台31条”让“登陆”更安心

缪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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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璐

▼

第
二
届
﹃
英
才
汇
聚
、沪
上
逐
梦
﹄
台
湾
优
秀
博
士
（
生
）
与
上

海
高
校
交
流
会
上
，台
湾
博
士
在
踊
跃
咨
询
。

（
资
料
图
片
）

台湾小商家心声：

民进党不倒

经济不会好

香港上了年纪的人，有种不服老的心
理，不喜欢被称“老”，因此社会普遍称他
们为“长者”或“银发一族”。除了这两个
称谓，香港社会还爱用“智龄”“乐龄”“活
龄”等指代老年，“智龄”大意是智慧地老
去，聪明地适应年龄增长而非一味抵抗；

“乐龄”大意是快乐舒心的年龄，因为已卸
去大部分家庭负担；“活龄”大意指积极
地、活跃地老去，即仍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这些称谓，恰好构成了香港老人“积极颐
年”的全景画面。

老壮有所为

香港人口老化的程度，在亚洲仅次于日
本。按照香港民间智库——团结香港基金的
推算，到 2064 年，香港人口的年龄中位数
将达到 51 岁，超过 1/3 人口是 65 岁以上长
者。到 2064 年，香港劳动参与率将由 2014
年的59.3%降至48.6%，每千名劳动适龄人口
需要赡养 567名长者，这对香港的经济及社
会发展将构成重大挑战。怎么办？香港耆康
老人福利会主席麦建华表示，这种情况下，
长者重投职场有助于填补劳动力缺口，无论
是会计、主题公园亲善大使、交通统计员，
都是长者可以胜任的工作，可以继续为社会
做贡献。

比如曾担任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汇丰银
行中国区总裁的港人王浵世，退休后著作多
本，又为杂志撰文，到电台、电视主持节
目，并担任企业顾问或独立董事，还到内地
和香港演说，分享金融经验。今年虽已 69
岁，依然体力充沛，精力旺盛，持续为社会
创造价值。

“人口老化不只带来挑战，同时也创造
了机遇。”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前局长杨
永强也认为，可以采取新思维和态度看待老
龄化问题，只要营造良好的环境，精力充沛
的老龄人口也能继续有所作为。

“我们在 2010年举办长者招聘会时，只
有11个雇主参加，提供250个职位空缺。到
2015 年时已扩大至 49 个雇主、逾 5000 个职
位空缺，岗位也趋向多元化。”麦建华介
绍，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还创办了“耆星课
程”，教授长者求职技巧，包括选择适合的
岗位、建立个人形象、面试技巧、职场“潮
语”等，让长者与当下社会接轨。

老弱有所依

香港生活节奏快，普遍有三高：血压
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慢性病缠身。为让
老弱有所依，香港特区政府去年宣布，未来
10 年将预留 2000 亿港元推动医院发展计
划，兴建更多新医院并扩展医疗设施和服
务。特区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公积金制度、职
业退休计划等，也已成为雇员退休生活的重
要储蓄来源。截至 2016 年底，强积金制度
已经覆盖香港超过 270万人，总资产净值超
过6400亿港元。

同时，科技的发展让养老更智慧、更舒
心。说粤语的机器人、多功能电动轮椅、自
动化坐式淋浴机、有定位追踪器的时尚外
套、监测老人安全的智能家居……这些“黑
科技”在改善长者生活、减轻护老者和护理
人员的负担和压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

香港东华三院柏悦长者优质照顾服务站
于2015年自日本引入7只不同颜色的智能海
豹电子宠物，情绪低落或患有认知障碍的长
者可以通过电子海豹，进行音乐、触觉、语
言的互动，纾减焦虑情绪。“我记得有一名
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在第三次与海豹见
面时已会讲完整句子，记得海豹的名字，说
明这项新科技有效改善长者的心理、生理、
社交能力。”服务站主任陈瀚儒说。

特区政府也大力支持安老事业的科技发
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去年 10

月发表施政报告时指出，政府会预留 10 亿
港元成立基金，资助安老服务单位试用及购
买科技产品。

老童有所乐

香港市民谢珍珠退休后数年间以打麻将
耍乐度日，自从接触音乐后已经很少再玩。
她加入了“消化饼”乐队担任鼓手，打鼓之
余还学习弹电子琴、吉他、低音吉他。谢珍
珠说：“我不介意别人说我们是长者乐队，
我的人生下半场活得非常多姿多彩，最重要
的是每一天能够开心生活。”

香港有很多像谢珍珠这样的人，心态开
放，富有生活热情，退休后能像“老顽童”
一样，轻装出发，开启另一段人生。

现年 72 岁的关文田工作了 47 年，56 岁
那年从香港电话公司采购经理的岗位上退
休。之后在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当了 3 年讲

师，把工作经验传授给学生。到 60 岁时，
他开始另一种生活：穿戴上远足装备，登山
涉水，接触大自然。“与其他人一起远足登
山，结识同道中人，可以扩大社交圈子。而
且远足可以令身体健康，保持活力，又可以
欣赏郊野景色，心情变得开朗。”关文田
说，接下来他打算挑战需要穿越美国3个州
共 4286 公里的太平洋屋脊步道，用挑战筹
得的慈善款帮助弱者。

“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角色，在职场
上是他人的同事，在家庭中则是经济支柱，
然而退休后角色转换。当退休人士失去这些
角色时会感到空虚，有可能影响自信心及自
我价值认可，出现焦虑情绪。”香港临床心
理学家李智群建议，临近退休年龄的“新中
年”要做好心理准备，包括正视身体机能衰
退的事实，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培养可持
续发展的兴趣，如摄影、远足等，从中找到
与工作有别的另一种乐趣。

港人寿命全球数一数二，女性平均寿命超过86岁、男性超过

80岁，高龄人口增长迅速和人口急剧老化是香港面临的一大现实

难题。预计到2040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达250万，占总人

口约30%，老龄化给香港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应对？社会各界如何共同努力？老年人口如何

“乐活”？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讲述香港社会的“安老”之

策，以飨读者。 ——编者

香港如何纾缓养老压力①

““银发一族银发一族”：”：开启精彩人生下半场开启精彩人生下半场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据 《澳门日报》 报道，由澳门教青局
及体育局合办的“2018 暑期活动”于日前
开始接受 4 至 25 岁儿童及青少年报名。活
动包含 480 多项文娱体育活动，提供超过
5.7 万个名额，预算经费 2600 多万澳门元。
今年的暑期活动新增到内地学习交流项
目，让青少年认识如何把握国家发展带来
的机遇。

澳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期
活动新增不少有趣项目，如治安警察局的

“学警体验营”、消防局的“消防工作体验
班”及交通事务局的“亲子巴士放大镜”，
还有“雪屐曲棍球”“咏春拳”“踢拳健身
舞”“智障人士运动体验”等体育项目。同
时也新增了到内地学习交流的项目，如

“唱游大湾区”，让青少年深入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体验生活和交流文化，还有到访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西安文化体验生
活营”和与广东省体育局合办的“跆拳道
班”及“亲子户外运动营”等。

澳门暑期活动新增到内地交流项目
雷 蕾

作为“2018北京文化周”重要活动内容，由北京交响乐团和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共同演
出的音乐会日前在台北举行。图为北京交响乐团和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在台北同台演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两岸交响乐团在台北联袂演出

▲ 香港老年人在瑜伽
馆健身。 （资料图片）

◀ 香港老年人组团登
山远足。 （资料图片）

▼ 会说话、能互动的
智能海豹电子宠物。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