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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词

说台湾

人物志人物志

从上市公司副总裁变身为全职学生和义务工作者；从舒
适安乐窝前往内地贫困山区修建新桥；从40年如一日服务香
港童军总会再到青年人生导师……香港市民李德伟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他的座右铭：“竭尽所能，身体力行，知而为之，
不枉此生。”

“我希望多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事，而非只专注
个人之事。”李德伟说。

年近花甲的李德伟性格开朗，身材健壮，皮肤晒得黝
黑，两只手臂布满了日晒斑。说起过往的经历，他侃侃而
谈，不知疲倦。

从2009年起，他开始参与由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发起的
“无止桥”项目，目前担任该慈善基金北京代表处代表。他
常年奔波在内地贫困地区，11 年间修建近 20 座桥，甘肃、
云南、四川、重庆、陕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汗水和足迹。

成立于2007年的无止桥慈善基金，旨在鼓励香港和内地
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内地偏远农村设计和修建便桥
及村庄设施，20多年间已组织超过 25个大学团队完成近 60
个项目，包括 52座便桥、3个村庄建设示范、3个村民活动
中心和一系列民生设施改善项目。

扎网箱、搬石头、抬钢架、铺面板……炎炎夏日，李德
伟和义工大学生们劲头十足，挥汗如雨。饿了就吃村民用野
菜做的大锅饭，困了就和大家一起席地而睡。“辛苦吗？当
然辛苦，但正是因为辛苦，才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和快乐。”

在多个项目中，令李德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甘肃马岔村
“现代夯土绿色民居示范项目”。从2011年开始，110多位来自
内地、香港和海外的学生义工与近40位村民历经五年时间，共
同建成了一座建筑面积达648平方米的村民活动中心，多功能
厅、阅览室、室外公共活动和培训场地等设施一应俱全。

“这个原本贫穷落后的黄土高原沟壑区村落，如今拥有
了一座现代化公共建筑，每周都有皮影戏、广场舞、淘宝商
贸等活动在这里举行，村庄也逐渐有了生机与活力。”李德
伟说，未来会有更多热心人士来到这里，带动村落发展，促
进村民生活改善。

与村民一起劳作，是李德伟最快乐的时光。干起活来，
他脖子上搭一条毛巾，着一件短袖，穿一双胶鞋，任凭风吹
日晒，汗流浃背。而十几年前任职上市公司副总裁时，他每
日西装革履，出席各种高端场合。

2004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突然放弃高薪职位，
专心攻读香港中文大学 EMBA，还一口气连读 5个硕士，涉
及法学、工商管理、日语教学等多个领域。“从职场重返校
园，有得有失，失的是经济收入，得的是金钱以外的财富，
比如友情、快乐、健康、知识。”

在读完多个课程后，李德伟并没有用学到的知识去赚取
金钱，反而投身义务工作，贡献社会。除了“无止桥”项目

外，他还积极参加内地助学团体麦田计划，同时为其他公益
团体、青少年团体和大学进行团队培训。

“我喜欢过富有挑战的生活，不确定的未来可以让我每
天做好准备去积极适应生活、享受生活。”李德伟也经常鼓
励身边的青年朋友多实践、多开阔眼界，为生活创造多一种
可能。

18岁时，李德伟加入香港童军总会，积极服务青年。大
学毕业后，他加入了香港青年协会做社会福利工作。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主动请缨参与由香港童军总会等
发起的“四川青少年素质训练计划”，在四川常驻两年，协
助德阳和绵阳青少年心灵重建。两年间，共有学生和老师 1
万多人次参加他的培训课程，课时总数近2000小时。

“当地小朋友递给我一张写着感谢的小纸条，我就已经
很满足了，这是金钱买不来的。”他说，希望自己做的事情
能为他人带来帮助，能给社会传递正能量。

去年的“修例风波”重挫香港民生经济，一些年轻人参
与违法暴力活动，这让李德伟十分心痛。“希望年轻人能多
回内地走走看看，了解国家历史和发展，就不会这么片面看
待问题了。”李德伟表示，这几十年来国家快速发展，让他
感到很自豪。

未来，李德伟有几个小愿望：一是希望自己能顺利拿到
正在攻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二是拥有一副好体
魄；三是希望能修建更多的“无止桥”，“让这一座座‘心
桥’，不为岁月消磨，历久且弥坚”。 （据新华社香港电）

炎炎夏日，冰镇西瓜是每个人的心头
好。花莲县作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西瓜产
地，为当地中小学配发了 1151 颗具有

“产销履历标章”的大西瓜，作为学生午
餐水果，可供2万多名学子品尝。

什么是“产销履历标章”？简单讲就
是施肥、栽培等过程必须环境无害，达到
一定标准。台“农委会”花莲区农业改良
场长杜丽华羡慕地说，花莲的学生很有福
气，学生午餐包括有机米、有机蔬菜，现
在还有具产销履历的花莲大西瓜可以品
尝。而这，正是台湾有机农业蓬勃发展的
缩影。

积极向农户推广

台湾曾经是“农药岛”。台湾颐禾园
有机农场创办人陈礼龙介绍，在 1959 年
至 1981 年间，台湾严重中毒的人数多达
28358人，当中喷农药中毒的人超过26877
人，占了总比例的 94.8%。不但农药中毒
的人多，人均吃下的农药也是亚洲之冠，
在 1990 年至 1995 年间，台湾人均使用的
农药数量是每人2公斤，医院不得不设立
专门毒物科来治疗农药中毒的人。

痛定思痛。台湾开始摸索有机农业，
当局积极向农户推广部分作物的有机种植
技术。到 2003 年，台湾“有机农业”局
面基本铺开，市场规模达到 912亿元新台
币。2019 年，有机农业种植面积达到
5428.92万亩，被誉为“光速蓬勃发展”。

39岁的新竹县青年曾晧真，今年6月
初创办“立安有机农场”。和妻子两人共
同经营 0.5 公顷土地，农场依时令生产芥
蓝菜、小白菜、空心菜、苋菜等多种短期
叶菜类，除供应学校午餐有机食材外，也
通过小包装方式贩卖，受到当地乡亲热烈
欢迎。

“种植有机蔬菜虽较耗心力，要增加
轮作耕次数来去除杂草种子，但也获得顾
客一致好评。我的蔬菜更有‘菜味’，即
使是一般常带苦的莴苣类，吃起来非但不
苦，还带甜。”曾晧真说。

新竹县去年 9 月正式推动辖下 120 所

中小学5万多名学子，营养午餐一周至少
能吃到2次当地有机蔬菜。县长杨文科表
示，这不仅对孩子健康有好处，而且能确
保小农有稳定收入来源，也带动有机农业
发展，吸引青年回乡从农。

酒香也怕巷子深

发展初期，台湾有机农业比较重视
“农业生产技术”。抱着“酒香不怕巷子
深”的朴素想法，从业者很少重视“经营
管理”和“市场开拓”。一段时间，农民
只会生产不会销售，影响有机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

“今天台湾的有机农业已经是经营管
理与生产技术并重。”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
学教授江荣吉分析解释说，目前农民的营
销渠道主要包括几种，一是消费者亲自体
验，自行购买；二是生产者寻找市场，自
行配送；三是开创会员制度，定期分送；
四是寻找展售机会，鼓励消费。还有农民
选择在市面上直接开餐厅、把产品送进超
市或农产品市场等。现在因应疫情，网络
销售也逐渐火爆起来，花莲“产销履历标
章”大西瓜，网络订单就不减反增，是往
年的两三倍。

在台湾大名鼎鼎的宜兰三星葱，凭借
品牌知名度，在市场上非常夯。宜兰县政
府为了确保质量，3年前推动“宜兰严选
认证标章”，对稻米、蔬果等特色农产品
进行农药残留检验，只要挂上“宜兰严
选”即代表质量保证，产品运销至大台北
地区以及网络，都有相当不错的价格。最
近一期的严选冠军米标售，飚至每公斤
8888元新台币的天价。

会不会出现冒牌有机产品问题？确
实，这是台湾早年面临过的问题。2000年
有消费团体做市场抽检，揭发很多假的有
机产品，媒体大量报道，短期内打击了消
费者信心。不过，这也促使相关监管力度
快步跟上。

比如宜兰县的“严选”标章，颁发给
农户前，县政府农业处会层层把关。短期
农作栽种时会抽验农药一次、上市前一周

再验一次；若属长期农作物栽种过程就必
须再加验一次，确保农药“未检出”才能
挂出严选。

让产业永续发展

有人说当下是“看脸的时代”，农产
品也要有个好卖相。一些农民抵触有机农
业，就是担心不喷农药农作物长得不漂
亮，不好卖。不过，台湾慈心有机农业发
展基金会执行长苏慕容认为，把惯性农地
改为有机农地后，台湾农民会看到另一幅
美丽的风景。

他表示，种植和食用有机食物，不
仅是为了健康，更是为了保护地球环
境。“在台湾，当局允许农民在水库上游
种植有机菜，就是为让民众明白有机的
意义——不只是吃到的那口菜没有农药
残留，也是确保我们的水源不受污染。”
苏慕容说。

种植有机农业，农田生态链也因此得
到修复。过去野生动物跑到农田偷吃或破

坏农作物，误食农药陆续死亡。“当初推
动有机农业，只是想到对健康好，对土地
友善，然而却间接达到了生态平衡，有机
农民重新在农田上看到野生动物，包括猴
子、昆虫、小老鼠、猫头鹰、石虎 （也称
豹猫） 等，形成更完整的食物链。”苏慕
容认为，生态平衡对食物链非常重要，人
类处在食物链顶端，如果中间断了，人类
同样会面临危机。

去年 5月，台湾当局推动的“有机农
业促进法”正式施行，台湾的有机农业发
展史上第一次有了完整的专法，赋予有机
农业产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不久前，台
湾举办了“第一届有机茶分类分级评鉴活
动”，茶叶改良场场长苏宗振表示，希望
能借由这样的分级制度，建立起消费者对
有机茶的信心和认同感，让消费者知道好
茶与环境的永续发展是可以并存的。

▲上图：宜兰严选标章的蔬果等农产
品已建立市场品牌，在大台北地区和网络
上都能卖出不错价钱。

（资料图片）

台湾：农产品大打“有机牌”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本报电（记者金晨）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网站消息，为加强对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识别确认需要保护的对象，澳门特区政府文
化局新增55个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并
于近日正式对外公布。

此次列入清单的 55 个项目涵盖多种类型，
包括艺术表现形式及属表演性质的项目，比如
舞龙、舞狮、葡萄牙土风舞。社会实践、宗教
实践、礼仪及节庆，比如龙舟竞赛、中秋节、
关帝诞。还有传统手工艺技能等，比如葡萄牙
瓷砖画制作工艺、中式长衫制作技艺、杏仁饼
制作技艺。

清单新内容包括由文化局近年通过实地考
察、口述访谈和专家评估的方式，系统地发掘
与甄选的项目，也有由澳门社群或个人发起申
报的项目。上述项目的表现形式、存续状况、
文化价值均符合 《文化遗产保护法》 所订的标
准，经咨询文化遗产委员会意见后，文化局将
上述项目列入清单。本次新增的项目连同 2017
年首批列入清单的项目，累计有 70个项目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澎湖、绿岛、兰屿是台湾离岛旅游的热门
景点，往年大约从4月起到秋天都是适合前往的
旅游旺季。随着台湾疫情趋缓，从 6 月 7 日起，
台湾当局大范围解除防疫措施，并鼓励民众出
门旅游消费。此前游客寥寥的各县市知名景点
一时间热闹起来，尚未传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的离岛更受民众追捧。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连假，台湾迎来“报复
性旅游”热潮，各景点人山人海，离岛更是如
此。有学者表示，旅行社先前打出澎湖3天2夜
含机票住宿的优惠价 3299元 （新台币，下同），
同样的旅游套餐在连假前夕已飙到 9000 元起，
相信这是市场供需的结果。业者苦于无客可揽
久矣，想趁机先捞一波再说。

台湾端午节连假共4天，据澎湖县府旅游处
统计，连假首日共有 20艘航班入港、入境人数
7519人，飞机55架次、人数5488人，类似热度
在连假期间居高不下。兰屿距离台湾本岛有2个
多小时航程，6 月 20 日约有 1600 名游客乘船前
往。因游客量激增，当地电力供应无法负荷，
当晚岛上2个主要村落全面停电半小时。有业者
表示，兰屿交通较为不便，往年客人不算多。
今年夏天可能因为台湾民众还不能出境旅游，
所以更多人到离岛来玩。

（俞 晓）

澳门非遗清单新添55项

情无止 桥连心
——香港市民李德伟的内地慈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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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摄 香 江行 摄 香 江
李德伟于 2014 至 2015 年建设重庆彭水县诸佛乡青灵村

“无止桥”项目。该项目让约1700名村民受惠。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香港海洋公园“小狐獴与大象
龟之旅”动物新展馆近日揭幕。该
展馆富有非洲民族风情，7月 1日起
正式向游客开放，共展出 20 只狐獴
和2只亚达伯拉象龟。

这 20 只狐獴由 5 只来自澳大利
亚动物园的成年狐獴及其在香港产
下的 15 只狐獴宝宝组成，其中 3 只
狐獴宝宝以香港饮品命名，分别叫
做“茶走”“斋咖”“鸳鸯”。2 只雄
性亚达伯拉象龟年龄均为 15 岁左
右，由私人赠送给海洋公园。亚达
伯拉象龟是大型陆龟，平均寿命可
达100岁。

图①：展馆互动游戏
深受小朋友喜爱。

图②：喜欢排排站的
狐獴十分呆萌。

图③：象龟造型迷你
菠萝包生动可爱。

图片均来自香港海洋
公园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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