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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龄上班族压力“无法承受”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香港“大馆”折射历史光影
本报记者 陈 然

香港“大馆”折射历史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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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摄 香 江

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香港东港城乘势首度举办“东港城FIFA 18全港电竞球皇争霸杯”，上
周六顺利完成32强赛事，本周举行16强及8强淘汰赛事，现场电竞高手云集，吸引逾千人观战。

大图：大批球迷到场观看“电竞球皇争霸杯”赛事，气氛热烈。
小图：图为比赛选手在欢呼呐喊。 （资料图片）

台湾 yes123 求职网前段时间公布一项
针对40岁以上上班族的调查，结果显示尚
未退休的大龄劳工中，有超过八成认为目
前“有职场焦虑感”“生活压力大”。

40岁以上的上班族在台湾被称作“三
明治族”，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背负着
沉重的养育、照料重担。这些人早上出门
得全力在职场打拼，赚够全家所需，晚上
下班回家又要照顾父母辈和子女。高达
86.6%的人感到“生活压力大”，其中 60%
认为还可以接受，40%自认已经“无法承
受”。

“职场焦虑”如影随形

根据上述调查，83.3%的大龄上班族承
认目前有“职场焦虑感”，主要来自于

“年纪越来越大”“领的薪水太低”“退休
金目标遥远”“觉得转行困难”及“财务
吃紧”。

台湾主要的人力资源机构1111人力银
行不久前也做了一项类似的“上班族扛老
暨退休规划”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平
均压力指数高达74分 （满分100分），除了
养家糊口，攒够退休金也是一个重要的压
力来源。

以2015年的数据测算，台湾上班族平
均退休年龄为 58.1岁，然而台湾的平均寿
命已经达到80.2岁，还有22年的退休生活
需要花销。民众对老年生活的品质又比较
看重，期望每月至少能有 6 万元 （新台
币，下同） 的可运用资金，这样算来，一
个上班族光管够自己，就要在退休前存够
约1600万元。

台湾摩根投信的调查数据支持这一结
论。其“退休快乐指数”调查发现，全台
民众的理想退休准备金在1450万元至1750
万元之间，可实际上，有 28.3%的大龄上
班族坦言自己是“月光族”，赚的不够
花，剩下的人平均每个月也只能存约 1 万

元，资金缺口高达上千万。仅有9.6%的受
访者表示存够了自己的退休金目标。

“低薪”“冻薪”消磨信心

攒不够钱，不怪台湾民众工作不努
力，这与台湾大环境“闷经济”有关。几
十年来，台湾薪资成长不易，作为当年的

“亚洲四小龙”之首，台湾的平均起薪标
准已远远低于香港和新加坡等地。

据台湾“主计总处”最新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7年，受雇者不包含非经常性的
奖金、红利等收入的经常性薪资，平均每
月为37703元，较去年的37094元仅微幅增

加。而全台有 305.1 万人，也就是约占总
就业人口34%的人，主要工作月薪仍低于3
万元的起薪标准。

1111 人力银行去年发布的调查显示，
有高达 99%的上班族认为台湾就业市场整
体薪资过于低落。同时，“冻薪”问题也相当
严重，有 50%上班族“冻薪”逾 3 年，甚至有
16%受访上班族“冻薪”已超过10年。

“低薪”和“冻薪”直接限制了民众的荷
包增长，有人叹息：“庞大的经济压力让人
几乎无法喘息，必须全年无休工作才行。”

到了退休年龄，台湾大龄劳工中只有
4%选择退休，其余80%因为退休金不足及
分担家计，还在职场工作，另外有 16%的

人退休后又二度就业。
1111人力银行副总经理李大华对此点

评说，职场上出现“老而不休族”，是因
为他们期望退休后依然保有现在的收入，
以降低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反映台湾大龄
上班族的生活无奈与不安。

“年金改革”雪上加霜

7月1日上路的台湾军公教 （军人、公
务员、教师）“年金改革”，让原本就“无
法承受”的大龄上班族和退休人员日子雪
上加霜。五折六扣下来，不少人退休后的
收入一夜退回20多年前的状态。有大学教
授计算过，改革后每月退休金至少减 3 万
元，有人拿到的钱甚至比小学教师还少。

“辛辛苦苦 30 多年，退休后没想到当
局出台‘年金改革’，每个月退休金少了
至少四成。”台湾一位已经退休的公务员
刘先生本来打算颐养天年，但如今年金一
改，金额少太多，为了不影响生活质量，
他甚至考虑再找一份工作。

“年金改革”的对象虽然是军公教群
体，但他们的成年子女感受到照顾父母的
经济压力，连带也跟着开始节省过日子。
旅游、餐饮、住房、购物，往后都要仔细
盘算一番再消费了。

岛内舆论忧心“年金改革”将使台湾
经济陷入困境，这对任何行业的上班族来
说，都绝对不是好消息。台公教退休人员
总会发言人孟蔼伦表示，“年金改革”大
幅调降退休者所得，同时提高年金提拨率
意味着在职者要缴更多的钱，这将会大幅
降低消费能力。人民均贫，消费停滞，内
需市场萎缩，投资减少……一连串的冲击
恐怕将接踵而来。当前全世界都在拼经
济，台当局却在拼贫穷，这完全与世界潮
流背道而驰。

大龄上班族这“无法承受”的压力，
恐怕暂时是无法缓解了。

新华社香港电 （记
者丁梓懿） 由香港特区
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主办的第十二届香港文
学节日前在香港中央图
书馆举行开幕仪式。以

“笔语人生”为主题的文
学节在 6 月 28 日至 7 月
15 日期间将举办 30 多项
精彩文学活动，包括专
题展览、研讨会、导读
会等。

康文署署理署长吴
志华在开幕典礼上致辞
表 示 ， 香 港 文 学 节 自
1997 年创办以来，肩负
推动文学创作和阅读风
气的使命，为市民提供
多元化的文学活动，借
此提高市民对文学艺术
的兴趣，并为文学爱好
者提供交流切磋的机会。

文学节重点活动为
“我书故我在”专题展
览，展区以人生轨迹为
题材，分为四个分题展
区：载录成长回忆和青
春悸动的“成长絮语”、
道尽职场辛酸的“职人
心语”、反映社会状况的

“时代·疾·书”和反思生
命意义的“人生感悟”。

另一展区“百年笔
语”介绍香港著名作家
刘以鬯教授的文学人生
和贡献，借此向这位文
学宗师致敬。展区特设

“刘以鬯的虚拟文学世
界”导赏活动，呈现刘
以鬯教授笔下的港岛风
貌。

文学节还将举行以“文学与人生”为题
的研讨会，邀请多位香港和港外学者、作
家、评论家担任主讲嘉宾，从疾病书写、行
旅文学、离散文学和成长叙事等角度，探讨
作家如何把人生历练、情感、对人生和社会
意义的反思融入文学创作。

据吴志华介绍，本届文学节的活动还将
延伸到中央图书馆以外的场地，如在户外举
行的“艺文荟”，鼓励市民走到户外阅读书
本，参与文学游戏和活动；在6家主要图书馆
新增的“小小书迷故事坊”，以有趣的活动培
养儿童阅读兴趣；跨媒体活动以光影和歌声
呈现文学作品，让大小朋友在欣赏表演之余
同时欣赏文学作品。

近 170 年历史、有“大馆”之称的香港
中区警署建筑群，经过 10 年活化保护工程
后，不久前重新开放给公众参观。市民从全
港各区争相赶到中环，每日 4次的导览团需
提前1个月预约。

始建于1841年的大馆，见证了香港社会
的变迁。它曾是香港的警署、裁判司署和监
狱重地，也是目前香港大型的古迹保护项目
之一。一面面展墙、一件件文物、一间间旧
房……将大馆的转变和发展娓娓道来，同时
也讲述着几代香港人对大馆的集体记忆。

占地 1.36万平方米的大馆，地处寸土寸
金的香港岛中环荷李活道10号，包含前中区
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监狱等 3组
法定古迹，共16座历史建筑。

1841年1月26日，英军从现在的上环水
坑口区域登陆香港。同年，英军在香港兴建
的第一栋公共建筑物，便是大馆内的域多利
监狱。

曾在大馆服务超过 8 个不同部门的香港
警务处前高级警司何明新告诉记者，彼时的
域多利监狱中，九成以上是华人囚犯，只有
极少数是欧洲籍士兵或水手。在狱中，华人
囚犯经常被施以鞭刑，欧洲籍囚犯则可豁
免。

“囚室面积不足7平方米，标准配置是一
张单人塑料床、一张单人折叠床，以及如厕
设施，但在高峰期内，一间囚室通常要容纳
3个人，甚至还出现过 7人同囚的‘人挤人’
现象。”在记者跟随的导览团中，讲解员小
顾特别介绍了曾经囚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
名人的囚房。

据记载，1931 年 6月，胡志明在香港被港
英政府逮捕，其后一直收监于域多利监狱。逼
仄的高墙、缝隙内的蓝天、窒闷的囚房、臭鱼
佐餐的牢饭……域多利监狱的场景，曾出现
在胡志明于 1961 年写下的回忆短文中。他如
是写道，“囚室面积不值一提，只够人蜷缩而
睡。头顶有一扇封着铁枝的半月形窗口，日间
仅有些少光线射入……每天囚犯有15分钟时
间在一窄巷中踱步，抬头只见细如手帕的天
空，令人觉得置身井底。”

域多利监狱在2005年底停止运作，2007
年10月，时任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的林
郑月娥将中区警署建筑群活化项目交由香港
赛马会负责，此后，香港赛马会历时 10 年，
斥资38亿港元进行了修复及保护等工程。据

介绍，中区警署建筑群活化项目采用了最高
的修复标准，除了保留其原有建筑风格，还
加入不少艺术元素。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日前在大馆开幕仪式上说：“从今天
起，大馆将成为香港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
一个年轻人和艺术家聚集之处，一个让不同
年龄段的人们回顾香港历史之地。”

大馆目前实行分阶段开放，香港市民只
需提前在网上预约就可免费参观。经过活化
的大馆，新旧建筑之间取得的平衡美收获本
地建筑专家的一致好评。为保留原有感觉，
监仓部分则延续昔日传统，不设空调，观众
可在此感受到囚房“夏酷热、冬刺骨”的艰
苦。

记者参观时注意到，在所有开放给公众
的空间内都配有多媒体互动装置，例如二维
码讲解、数码拍摄道具、3D多面展示等，观
众可通过接触展品，了解更多历史。

以目前的重点展览 《大馆一百面》 为
例，馆方在建筑群中的警察总部大楼内重建
了旧时香港中环，将 100 个不同声音、故事
融入互动展览，通过动画、行为艺术、影片
及录音等方式将口述历史具象化，生动地构
建出当年大馆内外的原貌。在“行大馆”

“逛大馆”“入店铺”“望中环”及“去茶
记”等 5个展区内，观众可了解到中区警署
建筑群的历史岁月及中区老店的兴衰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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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 7月 4 日电 （记者钟
群、查文晔） 古埃及猫木乃伊、象鼻虫戒
指、竖着尾巴的鱼龙……“大英自然史博
物馆展”4 日在台北开展，珍贵神秘的藏
品吸引了众多台湾观众前往。

据悉，大英自然史博物馆1881年成立

于伦敦，被称为伦敦的“必游景点”，每
年有来自全球各地的约 550万人次游客造
访。这是该馆首次来台展出，共展出 227
件珍品，包括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始手稿以
及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标本和
化石，包括渡渡鸟、剑齿虎等。

馆长迈克尔·迪克森表示，这是该馆有
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之一，展品在历史
与文化上堪称举足轻重。希望通过展览让
观众了解自然的多样性，并激励大家思考
环境保护等人类与地球面临的重要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共分六大区
块，展区还配备了 3D 影像等高科技产
品，让民众在近距离接触标本和化石的同
时，还能通过新途径了解展品的历史与特
征。据介绍，在台北的展出时间为75天。

大英自然史博物馆宝藏首登台湾大英自然史博物馆宝藏首登台湾

▲ 台湾上班族压力大，休息时间也在加班。 （资料图片）

电竞足球也“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