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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與疫情雙夾擊
台勞動力增速見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受少子化影

響，台灣勞動力短缺情況日益嚴峻，在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的雙重打擊下，去年前11月勞動力

人口同比增長0.16%，增幅見歷史新低。

報道稱，根據台灣當局「主計總處」最新人力資源調
查結果顯示，去年1月至11月勞動力人口平均為

1,196.4萬人，年增率僅0.16%，不僅較前年同期減少0.46
個百分點，更是有史以來最低增速。

部分民眾因疫情不再找工作
「主計總處」解釋，台灣勞動力本來就受少子化影
響，近幾年增幅逐步降低，去年又多了疫情干擾，企業
營運受衝擊，導致就業人數連續8個月較前年同期減少，
連帶影響勞動力人口增長。
台灣對勞動力的定義，是「15歲以上可以工作的人
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若工作受到疫情影響，淪
為失業者，仍會被視為勞動力，但疫情不僅讓許多人失
業，部分民眾更因此不再找工作，變為「非勞動力」（非

勞動力係指15歲以上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
口，包括因求學或準備升學、料理家務、高
齡、身心障礙、想工作而未找工作及其他原因
等，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這是去年勞動力
人口增幅大減的關鍵。

畢業生暫緩求職成非勞動力
「主計總處」分析，因各種原因沒有工作且

後續沒有找工作者，就是非勞動力。換言之，
「找工作」是成為勞動力的關鍵。去年畢業季
明顯看到畢業生投入職場、找工作的情況不如
往年，因「想工作但未找工作」而成為非勞動
力的人數增加，也可能與疫情衝擊之下，企業
經營先求穩健，減少對外招聘有關。
有求職平台指出，疫情之下，許多企業減

少徵才甚至裁員，中年人多有家庭，經濟壓
力較大，即便原工作受影響，多半會繼續求職或轉
行；相較之下，畢業生找工作若不順利，家中父母又
可給予經濟支援，可能就會暫緩求職，成為非勞動
力。
此外，雖然建築工程業因為樓市火熱，嚴重缺工，
但工作辛苦，年輕人投入意願不高；而年輕人最嚮往

的工作類型如航空、餐飲、旅遊業等，都是疫情重災
區，導致畢業生難以找到理想工作，乾脆先休息。
「主計總處」認為，去年有疫情的特殊因素，台灣勞

動力人口增長力道才會明顯放緩。預估疫情因素淡化
後，會慢慢回升，勞動力不至於繼續維持接近零的增
速。

元 旦 期
間，在雲南
省昆明市舉
行 的 2020
昆台美食文
化交流活動

上，一對夫妻所在的台灣美食
展台格外惹人矚目。展台的主
人張倍榮來自台灣屏東，妻子
王暉是昆明本地人。兩人都已
年過五十，但時尚的穿着打扮
讓他們顯得年輕有活力。

「我和妻子是因為『吃』才
走在一起的。」張倍榮說，
1999 年，他從台灣來到雲南
遊玩，在搜尋當地特色美食的
過程中偶遇王暉。兩人「一個
會做菜，一個會品菜」，美食
促成了這份「滇台情緣」。二
人結婚後，張倍榮決定扎根昆
明，夫妻二人開起了一家主營
野生菌火鍋和台灣養生火鍋的
餐飲店。

「雲南野生菌在台灣名氣
很大，一些高檔宴席上都少
不了它們『出席』。」談及
雲南和台灣的飲食文化，王
暉的話匣子就再也關不上
了。她認為，滇台兩地都擁
有多樣的氣候和地貌，產出
的食材都十分優秀，而區別
在於台灣臨海所以更注重
「海的味道」，雲南靠山則
更講究「山的味道」。「還
有一點類似的是，兩地飲食
文化都很多元，台灣美食融
合了粵、川、湘等幾個菜系
的特色，雲南菜則融合了多
個少數民族的烹飪文化。」

與張倍榮結識後，王暉多
了好幾道拿手菜。她創新利
用在台灣學到的廚藝烹飪雲
南食材，結果大受餐飲店顧
客的好評。在2020 昆台美食
文化交流活動當天，王暉也
小露一手——為遊客現場展
示了台灣美食薑母鴨的製作
過程。

原本相隔兩地的張倍榮與王
暉因美食結緣，他們也希望能
通過美食促進兩岸交流。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
道）春節將至，兩岸黃金通道「小三通」
自2020年2月10日台灣民進黨當局單方
面關閉以來，至今未通。1月1日恰好是
「小三通」通航20年。3日，新黨主席吳
成典與當年一同推動「小三通」的台灣方
面關鍵人物舉行記者會，呼籲民進黨當局
基於春節返鄉人道立場，以金門為據點，
恢復已經停班超過十個月的「小三通」。
受訪台胞也紛紛表示，希望能盡快恢復兩

岸這條最便捷的黃金通道。
「在廈門的台胞，有七成以上都熱切期
盼『小三通』能盡早恢復。」福建省廈門
市台協會長吳家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三通』通與不通，關鍵在於民進黨
當局，大陸始終都希望能夠恢復兩岸的這
條便捷通道。」吳家瑩說，疫情之前很多
台胞都是通過「小三通」往返兩岸。「搭
乘早上8點的船，8點半到，9點即可乘坐
飛機飛往台北松山機場，大約10點即可

抵達，趕得及在台北家中吃午飯。到了晚
上，可以在台北家中吃完晚飯，再搭乘8
點40分的廈航飛機返回，到廈門差不多
10點，非常便捷。」
吳家瑩認為，今次「小三通」關停至
今，嚴重影響了兩岸經濟發展，尤其金門
的經濟發展和人員往來，且阻滯了台青和
在大陸務工的台胞往返兩岸。「我已經快
1年沒見到父親了，老人家已經88歲，身
體越來越不好，有時候我跟他打電話，他

都會難過得掉眼淚。」吳家瑩說。
2001年1月2日，第一艘從金門發出的
船駛進了廈門的港口，2019年6月1日，
金門與福建沿海地區直接往來的旅客人數
突破2,000萬人次。20年來，經由「小三
通」赴金門觀光人數增加了100倍。「希
望能盡早恢復『小三通』。」台胞張安昇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張安昇從美國紐
約大學博士畢業後回台灣工作，而後選擇
在廈門創業。他認為，「小三通」價格固
定，往返便捷，時間上非常自由。今年由
於疫情，兩岸航班減少，隔離成本高昂，
張安昇選擇隻身在廈門過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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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最嚮往的工作類型如年輕人最嚮往的工作類型如
航空餐飲等航空餐飲等，，都是疫情重災都是疫情重災
區區，，導致畢業生難以找到理想導致畢業生難以找到理想
工作工作，，乾脆先休息乾脆先休息。。圖為早前圖為早前
台北市畢業生就業博覽會台北市畢業生就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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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第一縷

陽光照進病房。廣東省

清遠市7歲男孩小翼永

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父

母捐獻出他的一對眼角

膜和肝臟、腎臟，其中

肝臟移植給了與他同

齡、生命垂危的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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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95後」女生任賽男做壽衣模特的故事衝
上社交媒體熱搜榜。她穿着造型精美的壽衣落落大方地
做電商直播刷新了公眾的認知，也引起網友對這份工作
的好奇甚至對生命觀的熱議。
據媒體報道，2017年，河南姑娘任賽男大學畢業後，

在男友的鼓勵下進入杭州一家殯葬品淘寶店做運營，兼
職壽衣模特、主播和設計。剛開始任賽男也有恐懼和不
適應，「產品我都不太敢看，也不敢試穿。」
而在完全接受了解這個行業之後，她覺得死亡也沒有

那麼可怕。「人在很多重要場合都會穿上一件自己的禮
服，我覺得生老病死就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在做壽衣的
時候，就會把它做得像是禮服一樣，人們穿上它，可以
漂漂亮亮地和世界告別。」任賽男說，這些年，真正改
變她的，是來自客戶和直播觀眾的善意和鼓勵，「我在
微淘發過試穿的照片、視頻，包括直播中，基本上都是
正面評論，沒有任何攻擊性的言論。有人說是『模特界
的泥石流』，有人說顛覆了對壽衣的認知，還有人說這
是『殯葬從業者的最高境界』。」

網友讚其豁達生命觀
許多網友對任賽男的豁達生命觀表達肯定和支持。微

信網友「趙美美」說：「看哭了！之前看過『入殮
師』，對『死亡』的關懷讓人對『生』更關懷。」微博
網友「老譚電商」喊話任賽男：「你很勇敢，堅守初
心，相信你會越來越棒的！」一位網友在任賽男的社交
媒體賬號下留言：「支持小姐姐，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自
然的，我們應該尊重死亡。」
中國青年報客戶端發文分析說，在傳統觀念裏，國人

非常忌諱死亡的話題，任何與死亡沾邊的商品與職業都
會被蒙上一層陰影。但是，隨着社會的發展，現在越來
越多的國人（尤其是年輕人）都在調整自己對死亡話題
的認識，一些學校也開設了「死亡教育課」，死亡話題
不再只有陰森恐怖的一面。如何優雅地、具有哲理地看
待死亡，也成為更多人嚴肅思考的命題。
「生是嚴肅的，死是莊嚴的，生死更只是人間平常。而

像任賽男從事的，正是這樣一份莊嚴且平常的工作。」
《南風窗》雜誌在一篇評論中總結道：「謝謝這個『95
後』的姑娘，謝謝她為往生者帶去的華袍，也謝謝所有殯
葬業的從業者。感激生命，感激死亡。」 ●中新社

1月1日上午，珠江醫院手
術室外，小翼的爸媽前

來見他最後一面。

「救人一定是小翼心願」
小翼家在清遠市陽山縣，爸媽
在外打工，奶奶獨自照顧着3個
孩子。2020年12月21日晚，小
翼一個人在浴室內洗澡，不幸一
氧化碳中毒，再也沒有醒來。1
月1日上午，珠江醫院，醫生將
小翼推進手術室，準備進行器官
摘取手術。
「我們決定把孩子能用的器官
全都捐出去，讓他的生命在別人
身上活下去，也是為社會作最後
的貢獻。」小翼的父親含淚說。
12月31日，是小翼的7歲生
日，也是最後的告別。媽媽買了
他最愛吃的蛋糕，送進病房，還
給沉睡的他戴上「生日快樂」的
「壽星帽」。12月31日，小翼
的爸爸媽媽在珠江醫院兒童重症
病房內為他慶祝了7歲生日，他
們還為小翼準備了他最愛吃的蛋
糕。
「不要怕，爸爸媽媽永遠愛
你。你去到另外的地方，要好好
地活着。」他們對孩子訴說着，
眼淚怎麼也止不住。媽媽說，小
翼很喜歡超人，能救人一定也是
小翼的心願。1月1日上午，珠
江醫院手術室外，小翼的媽媽默
默流着眼淚。

順利進行肝臟移植手術
2021年1月1日上午10點半，

小翼的肝臟順利獲取，送往中山
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嶺南醫院。同
樣7歲的廣西梧州男孩小捷，在
等待着這顆肝臟拯救生命。1月
1日上午，珠江醫院門口，醫生
正將小翼的肝臟送往中山三院。
一出生，小捷患上了一種罕見

的疾病——高酪氨酸血症，體內
的氨基酸無法正常代謝，肝臟逐

漸硬化、腫大，大量腹水讓他的
肚皮脹得像鼓，還經常消化道出
血。
7年的生命裏，他都在求醫吃
藥中度過。3天前，他又開始大
口吐血，肝臟衰竭，隨時有生命
危險。幸運的是，在新年的第一
天，他等到了小翼的肝臟。
1月1日下午1時50分，中山
三院嶺南醫院手術室內，醫生開
始為小捷進行肝臟移植手術。
跟小翼一樣，小捷也喜歡超

人。知道能做手術了，他很開
心。進手術室前，他對媽媽說：
「一定要幫我買玩具超人，等着
我出來。」1月1日下午4點，中
山三院嶺南醫院手術室外，小捷
的爸爸媽媽正在等待手術結束，
小捷也將迎來全新的自己。
才7歲的小捷可能還不懂得，

在新年裏給了他一顆健康肝臟的
7歲同齡的小翼，和一群為了他
的生命而接力奮鬥的白衣天使，
就是他生命中的超人。

●南方日報

新年伊始生命接力

7歲超人
遺愛同齡人

●● 11月月11日上午日上午，，珠江醫院手術室外珠江醫院手術室外，，小翼的爸媽前來見他最後一小翼的爸媽前來見他最後一
面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任賽男說，這些年，真正改變她的，是來自客戶和直
播觀眾的善意和鼓勵。 網上圖片

● 1月1日中午，中山三院嶺南醫
院手術室內，小捷正準備接受手
術。 7歲大的他瞪大眼睛，好奇地
打量手術室內的一切。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