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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款「三彩甲骨文」藝術腕錶近日在北京發
佈。這款藝術腕錶以洛陽三彩製作錶盤，使用甲骨文
作為計時刻度，表盤中央還繪有甲骨文的生肖。由於
是純手工燒製，每隻手錶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款藝術
腕錶將於今年三月亮相瑞士巴塞爾鐘錶展。

■實習記者 李藝佳 洛陽報道

「「9090後後」」玩玩「「變臉變臉」」驚艷四方驚艷四方

漂流圖書出國門漂流圖書出國門

■程瑜（左一）介紹捐出的實物史料。
網上圖片

■范小鎖把自己最想說的話
寫在紙上。 網上圖片

■《閱讀青島》跨洋漂流到美國舊金
山。 本報青島傳真

三彩遇上甲骨文

揭千張揭千張蛇皮蛇皮走私走私
私自交易瀕危野生動植物製品在內

地將受到法律嚴懲。然而在利益的驅

使下，依然有人鋌而走險。皇崗海關

日前在貨運渠道查獲一輛粵港兩地牌

貨櫃車，涉嫌利用工具箱藏匿1,082

張疑似蟒蛇皮入境的大案。

■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

■■皇崗海關檢獲的蟒蛇皮皇崗海關檢獲的蟒蛇皮。。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一位「90後」青年付文，他既不愛網絡遊
戲也不愛潮流手機，最情有獨鍾的是傳統文化絕技——變臉。
據悉，1992年出生的付文是當地晉劇團的一位臨時演員，學變臉

近六年。他至今參加了五百多場演出，剛開始演出時因為沒什麼經
驗，還出現過兩次演出事故。此後，付文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
了，加緊苦練基本功，力求每一次練習都更加精確。目前付文不僅
掌握了川劇變臉的絕活要領，一分鐘變10張臉，再加上3張回臉也
已不在話下。此外，他還嘗試着將川劇與京劇融合，下一步打算開
創有自己特色的變臉表演。 ■記者 張鵬宇 內蒙古報道

山東青島在去年底發起
了《閱讀青島》圖書漂流
活動，數千本《閱讀青
島》雜誌和圖書以公共交
通工具為平台，漂流到廣
大市民和遊客手中。
日前，到訪青島的遊客

儀女士先後將漂流圖書帶
到了韓國和美國，令圖書
漂流「跨越」了太平洋。
據了解，時常遊走世界各
地的儀女士是旅遊達人，
赴青島遊玩正趕上圖書漂流活動。她閱讀之後覺得這個活動「又有
文化味兒又有公益範兒」，於是就想到了帶着三本《閱讀青島》旅
行，三本書由此分別「漂流」到了韓國仁川、美國舊金山等地。

■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

毛澤東邀請去中南
海見面的請柬、使用
多年的茶杯和硯台、
1965年被任命為國防
委員會副主席的任命
書……1月12日，程
潛將軍女兒程瑜，特
意從美國趕回湖南，
將父親留下的200餘
件珍貴物品及文獻無
償捐出。
入過同盟會、策動

過「反袁運動」、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的程潛將軍，
1949年8月與陳明仁領銜發出和平起義通電，宣告湖南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等職。
程瑜手中還保存着當年湖南和平起義的電文原稿，屬國家一級文

物。她表示，「我將它們送回家鄉，是為了讓更多人記住歷史。」
長沙芙蓉區文體新局局長成良訪表示，修繕後的程潛公館將改建

為湖南和平解放史實陳列展覽館，展示程潛以及有關湖南和平解放
的實物史料，今年9月將免費對外開放。 ■記者 董曉楠 綜合報道

16年前，
河南商水縣
小伙范小鎖
獨自到鄭州
闖蕩的第一
天，身上錢
財即被全部
搶光。正當
他 到 處 流
浪，又冷又餓的時候，一位好心大哥不僅給
他買來熱飯，還幫他找到同鄉。由於當時沒
有向好心大哥說聲謝謝，16年來，他心裡
一直十分內疚。
據大河報報道，16年前的冬天，年僅16
歲的范小鎖從家裡偷錢出來，獨自跑到鄭州
闖蕩。但剛到埠，他就被一名陌生男子搶走
了身上的錢財，舉目無親的他只好在街頭流
浪。范小鎖回憶說，為了不被餓死，他找到

一個工地，膽怯地上前問人家要不要人。
「當時，那個好心大哥就在工地上幹活，
看起來三十多歲，中等身材。」范小鎖說，
這名大哥打量他後說：「你太小而且還瘦，
幹不了重活。」隨後，范小鎖將自己的遭遇
告訴了這位大哥，對方趕緊給他買來一碗熱
騰騰的麵條。巧合的是，次日晚上仍在街頭
流浪的范小鎖再次碰到了那位大哥。「你在
鄭州有熟悉的人沒？我把你送過去。」范小
鎖仔細想想，終於想起一個同鄉也在鄭州。
這名好心大哥當晚便騎車花了整整三個多小
時，把他送到了老鄉那裡。
「因為我那時性格內向不愛說話，熱心大
哥把我送到老鄉那裡時，我傻傻地甚至連句
謝謝的話都沒說。」范小鎖清楚地記得這位
大哥說過自己是河南周口市太康縣人，名叫
張濤（音），今年應該四十多歲了。
「如果我是有錢人我定會重金酬謝他。可
我是窮人，只想當面對他說聲謝謝。」范小
鎖說。 ■記者 朱娟 綜合報道

案發當天上午，一輛兩地
牌貨櫃車從皇崗口岸貨

運入境場入境。該貨櫃車申報
時為過境空車，未裝載任何貨
物。然而車輛經過海關大型圖
像檢查設備時，關員從機檢圖
像中發現：「這輛貨櫃車油箱
旁邊的工具箱中有不尋常的陰
影，似乎有大量物品規則排
列。」關員隨即打開工具箱，
見到兩個散發着刺鼻腥臭味的
包裹。關員又頂着惡臭打開這
兩個包裹，發現裡面竟是數十
捆、用橙黃色玻璃繩子捆綁得
嚴嚴實實的蛇皮。

僅初加工 散腥臭味
這些蛇皮長約 30～60 厘

米，每張都非常完整，有雲狀

的斑紋，紋路非常清晰細膩且
很薄。因為僅做了初步的加
工，所以蛇皮散發着非常腥臭
的氣味。經清點，工具箱中塞
下了整整1,082張蛇皮。
海關初步懷疑這些蛇皮為國

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蟒蛇的皮。目前案件已移交海
關緝私部門進一步處理。
據介紹，蟒蛇在中國主要分

佈於雲南、福建、海南、香港
等地，屬於國家瀕危珍稀動物
和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被列入
《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
約》（CITES）附錄二。根據
內地《海關法》和《野生動物
保護法》的規定，沒有
CITES允許進出口證明
書，禁止交易、攜帶、

郵寄珍貴稀有野生動植物種及
產品進出中國國境。非法進出
口野生動物或者其產品的，由
海關依照海關法處罰；情節嚴
重、構成犯罪的，將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最高刑罰可被判無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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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兩岸貿易額1983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關總署13日公

佈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年大陸與台灣進
出口貿易額為1983億美元，同比微增0.6%。
其中，大陸對台出口462.8億美元，同比上升

13.9%；自台進口1520.3億美元，同比下降2.8%。
據商務部統計數據，2013年兩岸貿易額為1972.8億
美元，較2012年上升16.7%。
對於兩岸貿易增速下滑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朱磊表示，過去兩岸與
歐美等地的三角貿易列入兩岸貿易額，而近年兩岸
產業均在轉型昇級，兩岸間一般貿易量在上升，與
歐美等地的三角貿易量有所下降，兩岸貿易總量增
速因此受到影響。

陸客赴金馬澎「落地簽」遇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廈門報道）自元旦
起，陸客可採取「落地簽」方式赴台灣金門、馬祖
和澎湖觀光。不過，這項「便民」措施實施兩周卻
未現火爆場面，原本想體驗「落地簽」的陸客反抱
怨「不自由」。

日限600名額 僅用十分之一
據統計，「落地簽」實施一周內平均每天僅有60

多位大陸旅客通過該方式進入金門，僅達每天最高
上限額的十分之一。每天20多個廈門往金門的船班
中，部分連一個「落地簽」個人遊的旅客都沒有。
據悉，台方規定辦理「落地簽」費用是600元新
台幣，折合約120元人民幣，陸客還需提供往返船
票，為此要多花15元人民幣辦訂票證明。
廈門五通碼頭票務人員解釋，由於該碼頭不能直

接開出金門返回廈門的船票，他們只能開換票證以
便遊客到金門水頭碼頭換取返程的船票，這項
「換票證」要多收15元。
不少旅客認為，「既然『落地簽』規定可以在金

馬澎停留15天，每天往返的船班這麼多，臨走前購
買船票都來得及，為何一定要先買好？」
此外，採用「落地簽」赴金馬澎，不能從事商務

考察、學術交流、探親等其他事項。

台禽流感疫情南北蔓延
高雄桃園淪陷 日增14禽場感染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表示，「農
委會」動植物疫情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會議已決議，未來只要採樣的養
禽場是高死亡率，且初步檢驗確認是H5
的高致病原病毒，就立即撲殺。至於病
毒株是否為N8或是N2序列，就留待後
續確認，希望在最短時間將感染場立即
處理，以免病毒擴散。
依據「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統
計，本次台灣首波高致病原水禽流感疫
情至今，鴨、鵝的最高損耗量為超過25
萬隻，對比在養量1347萬隻，至今損耗
近2%。

追蹤超200接觸者創新高
台灣「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
一旦養殖場人員體內檢出H5病毒，將即
刻隔離，治療上會使用抗病毒藥物克流
感，同時也會追蹤其所有接觸者。目前

追蹤超過200人，已創下台灣因應禽流
感疫情的追蹤人數新高，原紀錄是2012
年，當時是為掌握H5N2疫情而追蹤逾
百人。
此次台灣養禽業遭到前所未見的

H5N8、新種H5N2禽流感夾殺，學者推
測可能耐毒候鳥將病毒帶到台灣西岸，
但監測野鳥的糞便未發現高原性病毒且
未異常死亡。
台北市野鳥學會理事長阮錦松今天指

出，接受「農委會」委託監測野鳥，每
年在北中南區棲地撿拾8000管（塊）以
上的排遺（糞便），送到「農委會」檢
驗禽流感病毒，結果只見到幾株是弱病
原，沒有發現H5N8、新種H5N2。

檢測候鳥未見異常 病毒來源成謎
阮錦松說，鳥友也每周監測候鳥有無

異常死亡，只有在台南水資源區因為農

民用農藥，野鳥誤食而死亡，其他並無
異常。 阮錦松認為，台灣養禽場密集
飼養，且飼養圍網不確實，也有可能是
候鳥帶來的病毒與島內既有的病毒基因
重組，出現了水禽類致命殺手。
專攻禽病學的中興大學獸醫系教授謝

快樂推測，台灣2012年本土種的H5N2

禽流感是從低病毒原性，慢慢演化為高
原性，這次卻是一下子來了2株高病原
前所未見的禽流感，不排除是候鳥遷徙
攜帶而來。
謝快樂推測，可能有一批耐毒的候鳥過

境台灣，候鳥沒事，卻對接觸水禽具有強
毒性，引發全身症狀，致死率極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禽流感疫情南北蔓延擴大，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3日公佈最新資料，禽流感確診場數

由6場增加至20場，而且感染區域向南北蔓延，新增桃園市和高雄

市。異常禽場的採樣場數，由前一日的38場增加至65場。

小米創辦人赴台 成立創業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獵豹移動、兩岸共
同市場基金會、兩岸企業家峰會主辦的首次
「CSMIC2015移動互聯網兩岸年會」13日在台北舉
行，參會並演講的小米科技創辦人兼獵豹移動董事長
雷軍受到台灣媒體和業界的高度關注。他表示，獵豹
移動將投入新台幣1億元，在台灣成立獵豹創業基金，

扶植台灣移動互聯網發展，協助更多台灣優秀青年實
現創業夢想。

關注智能家居 願與「好創意」合作
會上，雷軍的演講以夢想為主軸，分享了自己的創

業故事，鼓勵台灣年輕人敢於實現創業夢想，不要抱
怨市場太小，在移動互聯網上，可以放眼全球市場。
他指出，台灣國際化程度高，更有優勢，但現在還需
要幾個成功案例來帶動整個台灣創業市場。他表示，
願與台灣所有的好產品、好創意合作。智能家居去年
以來持續升溫，應以此為創業方向。
獵豹移動執行長傅盛指出，大陸互聯網行業已經迅

速崛起，台灣必須通過更多的連結和資源整合，抓住

移動互聯網浪潮的「尾巴」。
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表示，

移動互聯網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希望台灣青年能
抓住機遇，實現夢想。兩岸互聯網的合作可以整合兩
岸優勢，創造更多機會。
大陸多位互聯網行業領袖及台灣重量級產業人士參

加了此次大會。台灣宏基創辦人施振榮、英業達董事
長李詩欽應邀與獵豹移動執行長傅盛同台對談「移動
連結一切」。
施振榮指出，台灣人才把眼光放在台灣，價值是1，

放在兩岸是10，放在全球則是100倍的價值，不能抱
着僅守着台灣的「小確幸」心態，要奮起直追。李詩
欽則表示，兩岸合作一定要相互支持、共同繁榮。

■■蕭萬長蕭萬長（（左左））與雷軍與雷軍（（右右））握手致意握手致意。。 中央社中央社

■■高雄市水禽場消毒高雄市水禽場消毒。。 中央社中央社

■■陸客採用陸客採用「「落地簽落地簽」」赴赴
金馬澎旅行金馬澎旅行。。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防疫所人防疫所人
員 採 集 樣員 採 集 樣
本本。。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