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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台灣事務 真摯關愛台胞
福建與台灣有血緣、親緣和地緣的密切關係。習總

書記曾在大陸對台前沿的福建省工作17年，積累了大
量處理對台事務的經驗，對島內民意了如指掌，造就
了他在對台工作方面務實而細膩的思考方式和行事作
風。在福建省任職期間，習近平為台商、台胞做了大
量排憂解難的事情，幫不少台商「發話」、「拍
板」，協調解決水力、電力供應問題。在不少台商眼
中，習近平為人務實低調，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
「願意傾聽」、「果斷幹練」。2002年春節前，習近
平通過海峽之聲廣播電台向台灣同胞拜年，熱忱歡迎
廣大台灣同胞到八閩大地投資經商、探親旅遊、入學

深造、發展事業。
在這次談話中，習總書記用跨越「黑水溝」到台灣

「討生活」，概括台灣先民勇敢打拚的艱辛歷史；用
「骨肉天親」的閩南語，說明兩岸同胞的血脈親情。習
總書記以這些台灣同胞耳熟能詳的語言講道理、談感
情，充分表達「兩岸是一家」的親情，更能觸動台灣同
胞心弦、引起共鳴，瞬間拉近了與台灣同胞的距離。

習總書記去年年初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回
憶：「我本人在福建工作多年，現在想起那個時期，
我幾乎每天都要接觸有關台灣的事情，要經常會見台
灣同胞，也結交了不少台灣朋友。到浙江、上海工
作，差不多也是這樣。我離開福建到現在，始終關注
着台海局勢，期待兩岸關係持續改善。」連戰對媒體

談及對習近平的印象時形容：「非常親切、很誠懇、
有誠意，是一位對兩岸事務有深入了解、充分掌握的
領導人、老朋友。」

理解台胞所想 化解歷史心結
習總書記的談話指出：「我們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

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也願意首先同台灣同胞分
享大陸發展的機遇。」這顯示出習總書記清楚了解台
灣同胞所思、所想、所求。正如張志軍主任解讀的那
樣：「總書記對台灣問題有深刻的理解，不但熟知台
灣歷史和兩岸關係歷程，也理解台灣同胞因其歷史遭
遇和社會環境所形成的特定心態，表達了願與台灣同
胞一起努力，化解台灣同胞的歷史心結、共同把握現
在、開創未來的真誠心願。」兩岸問題是由歷史原因
所形成，要妥善化解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習總
書記表示尊重台灣同胞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不僅向島內傳遞出更積極正面信號，有利於消弭台灣
同胞的憂慮，而且意味着兩岸同為一家人，血脈相
連，情同手足，大陸更有耐心和信心，以親情撫平歷
史的創傷，化解心結，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習總書記理解照顧台灣同胞的感受，從親情血脈、
歷史文化、民族復興等親切樸實的角度曉之以理、動
之以情，呼籲台灣同胞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行
列中來，反映出習總書記處理兩岸關係的真誠務實，
必將有助於提升兩岸互信，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走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之路。

擔負歷史使命 破解政治難題
隨着兩岸關係進入深水區，面臨的難題更多更大，兩

岸展開政治協商的問
題已經繞不開、迴避
不了，需要兩岸以更
大勇氣和信心，開拓
進取，克難前行，奮
力開拓兩岸關係前進
的道路。張志軍主任
指出，習總書記談話的重點之一，就是「強調要有破解
兩岸政治難題的勇氣和歷史責任感。」

習總書記去年10月在印尼峇里島會見台灣兩岸共同
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時提出，「兩岸長期存在
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
代一代傳下去」，明確釋放了大陸希望啟動兩岸政治協
商的重要信號。如今習總書記再次表示，兩岸雙方可以
在一個中國框架內通過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只要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決心，兩岸中國人有智慧找出
解決問題的鑰匙來。這充分體現出一個政治家迎難而
上、開拓進取的勇氣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有決心、
有信心不把解決兩岸政治分歧的問題推給下一代，擔
負起推動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重大歷史使命。

剛結束的南京「張王會」，實現兩岸雙方主管部門
負責人首次會面，正是去年10月習總書記帶出的成
果，為兩岸關係發展開闢了新局面。我們期待台灣當
局領導人馬英九對習總書記的誠意和善意作出積極回
應，把握住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旋律，共同承擔
歷史責任攻堅克難，早日開啟兩岸政治談判，實現
「習馬會」這個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使兩
岸關係突破「深水區」，為實現中華民族共同的「中
華夢」打下堅實基礎。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習總書記情真意切關愛台胞 大智大勇破解政治難題
在中共歷屆領導人之中，習總書記是少有在出任中共總書記之前就與對台工作淵源深厚的

領導人。習總書記非常熟悉台灣事務，極為關心兩岸關係發展，對台灣同胞有着特殊感情。

這與其在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福建以及台商眾多的浙江、上海的工作經歷有密切關係。習總書

記日前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率領的台灣各界人士訪問團時發表《共圓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重要談話，體現了關心愛護台灣同胞的真摯情感，體現了對台灣同胞的真切

理解，表達了攜手台灣同胞共創美好未來的真誠心願，在海峽兩岸引起廣泛反響。中共中央

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闡述對談話的理解，有助於外界進一步了解講話

意涵和真情。習總書記談話的重點之一，就是「強調要有破解兩岸政治難題的勇氣和歷史責

任感。」希望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作出積極回應，共同承擔歷史責任攻堅克難，早日實現

「習馬會」。

■盧文端

內地教界緬懷六叔愛國重教
6013幢「逸夫樓」遍布31省 郝平：留下寶貴財富

郝平在昨日舉行的座談會上表示，邵逸夫基金教育
贈款項目是當前海內外愛國人士通過教育部實施的持
續時間最長、贈款金額最大、建設項目最多的教育贈
款項目。項目採用贈款與配套資金相結合的方式，促
進了地方將更多的財力投入教育。基金會累計47.5億
的捐贈帶動了地方近4倍的投入。

逸夫樓經得起地震
邵逸夫贈款項目嚴格的制度使「逸夫樓」經得起考
驗。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災區「逸夫樓」無一垮
塌，這不僅是一個記錄，更是向每一位在「逸夫樓」
中讀書孩子的鄭重承諾。郝平表示，「逸夫樓」和
「逸夫樓模式」，是邵逸夫先生留下的寶貴財富，而
他關注民生公益的上善之心和遠見卓識，為慈善事業
注入了更深廣的內涵。

浙江鄉親感恩於心
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於永明表示，邵逸夫對家鄉的

關心家鄉人感恩於心。作為接受邵逸夫捐贈最多的省
份之一，浙江的教育在邵逸夫的關注下取得了巨大進
步。然而老人每次回鄉都很低調，盡量不麻煩當地官
員，讓人感佩。浙江大學副校長羅建紅回憶道，浙江
大學和邵逸夫先生有着跨世的不解情緣。1985年年近
八旬的邵逸夫就是從浙江大學捐贈設立邵逸夫科學館
開始了在內地的慈善之路。在此後28年間，「逸夫
樓」遍佈全國31個省份。

新疆醫學生獲讚賞
作為少數見過邵逸夫本人的校方代表，新疆醫科大

學副校長張剛強還記得，邵逸夫在該校宣傳欄看到學
生免費送醫下鄉的照片時面露欣慰的笑容。在他看

來，「贈人玫瑰，手有餘香」應當這樣一代代傳承下
去。

黃山建雕塑刻邵名言
安徽省黃山學院黨委書記徐成鋼表示，邵逸夫基金

先後兩次共捐助1,000萬港元資助了黃山學院逸夫圖
書館和逸夫綜合樓項目建設。如今，在黃山學院的標
誌性建築—逸夫圖書館廣場前矗立着一座「書籍翻
閱狀」的雕塑，上面鐫刻着邵先生的名言「我的財富
取之於民，應用回到民眾」，時刻提醒着莘莘學子應
加倍努力學習，以實際行動感恩社會，報效祖國。

青海藏族孩子受惠
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學副校長多傑表示，先生不僅
關注東部發達地區教育，更是心繫西部地區教育。從
1990年至今，邵逸夫分21批次為青海省捐建各類學校
共175所，捐款總額達9,965萬元。如今，由邵氏捐贈
1,000萬港元建設的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學藝術圖書綜
合實驗樓已經建成，這個面積約1萬平米的建築，為
來自青海省三江源地區近3,600名藏族孩子提供了優
良的閱讀和實驗環境。老師們將教育和引領學生們以
邵逸夫先生為榜樣，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扎根在每
一位學生心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香港實業家、慈善家邵逸夫（六叔）逝世45

天，內地教育界緬懷邵逸夫座談會昨日在北京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邵逸夫基金贈款項目

省、自治區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代表和學校代表，共同追憶了邵逸夫愛國重教、奉獻社會的善

行義舉和謙遜平和的工作作風。教育部副部長郝平表示，各級各類學校共有「逸夫樓」項目

6,013個，遍布內地31個省份。「逸夫樓」和「逸夫樓模式」是邵先生留下的寶貴財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聶曉輝）特區政府統計
處昨日公布，1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
升4.6%，較去年12月的4.3%為高；若剔除所
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1月份基本
通脹率為4.3%，亦較去年12月的3.9%為大。
政府發言人表示，基本通脹率輕微上升，主要
是由於去年的農曆新年在2月中出現，今年則
在1月底至2月初，以致接近農曆新年的旅遊
費用升幅擴大所致。數據顯示，雜項服務的旅
遊費用按年大幅上升21.8%。

消費物價指數升4.6% 耐用品跌3.8%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最新的消費物價指

數，1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4.6%。
數據顯示，1月份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
指數按年升幅分別為4.5%、4.8%及4.5%；剔
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相應升
幅分別為4.3%、4.5%及4%。
在各項消費項目中，雜項服務價格錄得最高

的6.9%按年升幅(當中的旅遊費用升幅更高達
21.8%)，其次為電力、燃氣及水(6.1%)(見表)。
另一方面，耐用物品的價格則錄得3.8%的按年
跌幅。
截至今年1月為止的3個月內，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按年上升4.4%，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的相應升幅則為 4.4%、4.5%及
4.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後，綜合、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則
分別按年上升4.1%、4.3%、4.2%及3.7%。

租金升幅放緩 減通脹上行風險
政府發言人表示，由於今年及去年的農曆新

年在不同時間出現，令1月份的基本通脹率受
旅遊費用升幅擴大影響而輕微上升，故如要更有效地判斷
基本通脹走勢，應將1月及2月份的通脹數字合併分析，才
較有意義。發言人續指，輸入通脹仍然保持輕微，加上去
年新訂住宅租約租金升幅放緩的影響浮現，應在短期內有
助減少通脹的上行風險。當局會密切留意通脹環境，特別
是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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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消費項目開支升幅
項目 去年12月按年升幅 今年1月按年升幅

雜項服務 4.6% 6.9%
電力、燃氣及水 7.3% 6.1%
住屋 5.9% 5.8%
外出用膳 4.7% 4.7%
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 3.3% 3.4%
交通 2.6% 3%
雜項物品 2.7% 2.9%
衣履 2.2% 2%
煙酒 1.4% 1.1%
整體通脹率 4.3% 4.6%
基本通脹率 3.9% 4.3%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早前有市民將在銀行櫃員機拾
獲的現金交予警署，3個月後因沒人認領而接收款項，其後卻
被警方以盜竊案名義調查。監警會表示，櫃員機遺下的金錢
並非無主之物，警方較易追查，認為警方需要修改現行守則，
如果3個月後仍無人認領，亦毋須交予檢遺人士。
監警會秘書長朱敏健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市民在自

動櫃員機拾獲遺留現金後交還警方的時間，與失主報案的時
間可能有分別，讓警方在配對上較為困難。

非無主之物 警追查較易
有市民則致電節目，指有鄰居曾在櫃員機拾獲500元並交

予巡警，警方在3個月後將無人認領的金錢交予該鄰居。不
過，警方在約一、兩年後再找該鄰居，期間再驚動其他住戶。
該鄰居最後在議員協助下，方獲警方答應不作追究。
朱敏健表示，自動櫃員機遺下的金錢，與一般路上遺下

的財物不同。櫃員機的金錢並非無主之物，相信警方在追
查上較為容易。他認為警方有需要修改現時守則，例如有
關金錢若在3個月後無人認領，警方毋須將金錢交還予檢
獲金錢的市民。另即使涉及金額較大，亦不必在中英文報
章上登報尋找失主。

櫃員機遺留現金 監警會倡改守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光纖之父」高錕發明以玻璃纖維
傳光技術，開創了嶄新、高速的光
學通訊，使他奪得2009年諾貝爾
物理學獎，影響深遠。在前日於瑞
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2014光纖到
戶研討會上，他再獲「歐洲光纖到
戶委員會」頒發個人獎項，以嘉許
他發明光纖對現今社會通訊的貢
獻，並由妻子高黃美芸代表接受及
致辭。

11月4日生日命名「全球光纖日」
「歐洲光纖到戶委員會」是由逾
150間公司組成，致力透過光纖應
用提升社會經濟競爭力，委員會前
日舉行年度研討會，並特別於會上
向高錕頒發個人獎項。高錕妻子高
黃美芸代表致辭時指︰「高教授會
為此而很感動，但可惜他已患腦退
化症十多年，未能太明白身邊發生
的事。」
為了表揚高錕對光纖通訊的貢
獻，「環球光纖到戶委員會」亦特
別將高錕的生日11月4日命名為「全
球光纖日」（Gimme Fibr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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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昨日，通過優
才計劃成為新港人的深圳市政協委員林曉輝攜太太蘇嬌華
一起在香港瑪麗醫院共同捐資百萬港幣，為香港大學李嘉
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設立「中港學術科研交流基
金」，資助香港大學深圳醫院20多位兒科醫生赴香港接
受培訓與交流等費用，增進深港兩地合作與交流。

林曉輝伉儷促交流
作為深圳市偉祿集團控股董事長兼深圳市政協委員，林

曉輝表示，為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科學技術的研究交流，
給內地與香港科研技術的發展更多的有力保障，他與太太
蘇嬌華共同捐贈100萬港幣設立「中港學術科研交流基
金」，支持科研項目研究和發展，使得科技研究能為國家
昌盛、社會進步，促進內地與香港科技交流與合作。

深圳兒科醫生赴港培訓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教授陳志峰表示，此次捐贈的該

筆基金體現了林曉輝和蘇嬌華的愛心和推進香港與深圳及
內地合作的期盼，其將主要用於促進香港和內地兒科醫生
的培訓和交流以及提高兒童免疫項目的資助。他續說，香
港大學深圳醫院目前運營良好，已聘請20多名兒科醫
生，這些醫生需要赴香港接受培訓和交流，以更好地將香

港醫學技術和經驗帶回深圳，以更加有效地給內地兒童治
療。
出席此次捐贈儀式的深圳政協副主席王毅表示，深港具

有天然的近鄰優勢，香港一直以來支持和促進深圳經濟發
展，如今深圳企業、政協委員林曉輝及其太太蘇嬌華也積
極主動獻出愛心，出資設立科研交流基金，從而有利促進
深港兩地科技、醫療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港大獲捐款百萬 設兩地科研基金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教授陳志峰（前排左一）接受林
曉輝（前排右二）及其太太蘇嬌華（前排右一）百萬港幣
的捐贈。

■邵逸夫逝世後，河南省平輿縣一所小學師生，在逸夫樓前默哀。 資料圖片 ■內地教育座談會緬懷邵逸夫。 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