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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兩岸心靈契合非遙不可及
承認分隔多年理解需時 盼國共續保持良好互動

馬曉光並透露，應台灣方面陸委會主
委王郁琦的邀請，國台辦主任張志

軍將於2月7日至8日赴金門參訪。雙方將
舉行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工作會面，
就今年兩岸關係形勢及有關問題交換意
見，包括進一步討論和推動與金門相關的
民生議題。馬曉光透露，在金門訪問期
間，張志軍還將與金門縣長陳福海會面，
並走訪基層了解金門鄉親情況，聽取金門
各界對兩岸交流合作的意見和建議。

未定閱兵式邀請人員
朱立倫本月當選國民黨主席，當晚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向朱立倫發出賀電，朱
立倫同日覆電表示感謝。馬曉光昨日就此
指出，在習近平和朱立倫賀電中，有三個
非常值得重視的共同點：都高度評價2008
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開創的良好局
面，都認為兩岸同胞獲益良多；都表達了
要鞏固「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都
滿懷信心，希望能夠繼續為推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造福兩岸民眾作出更大努力。
有記者提問，習近平曾提到要促進兩岸
民眾心靈契合，大陸在新的一年打算如何
克服兩岸民眾心理差距的問題？
馬曉光表示，增進兩岸同胞的溝通了

解，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實現兩岸
同胞的心靈契合，是大陸一直以來的政策
努力方向。大陸為此在兩岸各領域交流中
採取相關措施。不過，由於雙方隔絕這麼
多年，加上各自的一些教育因素，這還需
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需要時間。但大陸
相信，兩岸同胞是兄弟姐妹，沒有解不開
的疙瘩；只要兩岸相互理解，加強溝通，
實現心靈契合的那一天不是遙不可及的。
席間，有記者問，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
陸將舉辦閱兵活動，是否會邀請朱立倫、
國民黨抗戰老兵參與？馬曉光回應指出，
今年，大陸方面將舉行盛大的紀念和慶祝
活動，關於活動具體時間、方式，包括邀
請人員範圍，目前還沒有具體消息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北京報
道）民進黨日前重啟「中國事務委員
會」，黨主席蔡英文提出推動兩岸關係
的「三個堅持」和「三個有利」。馬曉
光昨日回應媒體有關提問時表示，我們
對民進黨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堅
決反對「台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民進黨只有順應歷史潮流和民意，放棄
「台獨」主張，才能在兩岸關係上找到
出路。

馬曉光說，我們多次講過，我們對民
進黨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堅決反
對「台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2008
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一系列成
果，是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的基礎上取得的。兩岸關係穩定發
展之錨是「九二共識」，這是問題的關
鍵所在。民進黨只有順應歷史潮流和民
意，放棄「台獨」主張，才能在兩岸關
係上找到出路。

回應綠營重啟「中委會」：
棄「獨」才有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
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拉近兩岸民眾心理距離是大陸一貫政策努力方
向，雖然兩岸隔絕多年，加上各自教育因素，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需
要時間，但相信並非遙不可及。他並提到，國共兩黨及領導人這些年來
一直保持良好的溝通互動，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
同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種良好互動應保持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身兼國民黨中常委、創下本屆
台灣「立委」選舉全台最高得票紀錄的徐欣瑩，27日晚間突然宣
佈退出國民黨，為台灣政壇投下震撼彈。徐欣瑩在退黨聲明中並
沒有明講退黨理由，只說退黨可跳脫藍綠兩黨對立，跨黨派能擴
大服務。前親民黨籍「立委」陳振盛昨日證實，與宣布退出國民
黨的「立委」徐欣瑩因志同道合，將籌組新政黨。

朱立倫慰留：離開不一定最好
徐欣瑩昨日受訪表示，台灣需要改變，但不是只有藍綠的選

擇，這幾年看見藍綠內耗，因此決定退出國民黨。國民黨主席朱

立倫昨日表示，「離開不一定是最好的路」，希望她能留在黨，
一起推動改革。
對於徐欣瑩突然宣佈退黨，國民黨內部相當驚訝，多名「立委」

都認為徐欣瑩應該留下來，與國民黨共體時艱。國民黨籍「立委」
羅淑蕾認為，國民黨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國民黨現在應該團結一
致，而不是出走；徐欣瑩選擇這個時間點走，「確實不妥」，對她
自己也不好。
陳振盛昨晚證實與徐欣瑩因志同道合，將籌組新政黨。對於新

政黨名稱或徐欣瑩是否擔任黨主席一事，陳振盛表示，組政黨的
主管機關是「內政部」，在「內政部」尚未核定前，不便多談。

最高票藍委退黨 另組新勢力 鴻海否認富士康裁員傳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 杭州報
道）浙江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
會官網27日掛出名為《關於浙江麥當
勞餐廳食品有限公司杭州石涵路餐廳新
建項目行政許可受理情況》的公示，稱
麥當勞將在北山街8號(蔣經國舊居主
樓)開設大眾咖啡館，共100個餐位。消
息引起廣泛討論，SOHO中國CEO張
欣在微博表示，「看來我們對文化歷史
的尊重不及一杯咖啡。」台灣媒體人陳
文茜則建議借鑒台北活化古跡的方法，
可以賣咖啡及輕食，不得使用明火，以
免破壞古跡。
蔣經國舊居落成於1931年，為西式2

層磚木結構別墅，佔地1333平方米，
由主樓、副樓組成。據當地媒體報道，
該樓曾登記在汪偽政府特工總部首領李
士群名下，抗戰勝利後，時任杭州市長
周象賢將其撥給蔣經國家居住。2003
年，杭州市園文局將其列為文物保護
點，居民遷出。
據悉，這不是首個杭州文物保護單位

成為麥當勞餐廳，麥當勞河坊街餐廳的
店址是杭州著名的老建築，也曾是杭州
人氣最旺、營業額最大的百貨商店張允
升的店址。據記載，張允升百貨商店建
於1926年，2000年被杭州市政府列為
市級文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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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杭州舊居。 本報杭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鴻海集團昨日
就旗下富士康公司裁員的報道作出澄清，表示目前
正值年終績效考核和組織業務調整，僅有部分不適
任或無轉型意願的人員異動；媒體指公司正在裁員
的消息，是不正確的。
路透社27日報道，鴻海旗下富士康計劃縮減員工

總人數。富士康推動機器人手臂，來完成目前由人
工操作的作業。鴻海表示，集團的人力需求策略，
是在保有全球最佳營運狀態下，因應產業升級，將
持續在全球各地招聘優質員工，投效業務增長轉
型，並維持全球超過百萬名的員工規模。

■■馬曉光在記者會上馬曉光在記者會上。。 高麗丹高麗丹 攝攝

孖生失散55載
撞臉尋親 相認

微信詛咒帖最乞人憎

8080後癡心造字後癡心造字
創個人字體庫創個人字體庫

「不轉不是中國人」、「不轉全
家遭報應」……刷微信「朋友圈」
成為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習慣。但本
來互相聯絡感情、分享樂趣的「朋
友圈」，生生被弄成詛咒謾罵和廣
告頻道。有媒體近日發佈最新調
查，發現朋友圈中最惹人反感的是
詛咒帖，厭惡程度更甚於「營銷代
購」及「謠言信息」。有受訪的市
民抱怨對詛咒帖感覺矛盾：轉發
吧，自己不感興趣不說，而且浪費
流量耗費精力；不轉發吧，面對文
章中的「詛咒」，即便不相信，心
裡也感到很不舒服。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近日

發布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最惹人反
感的朋友圈訊息前三名分別為詛咒
帖(67.1%)、營銷代購(63.3%)及謠言

信息(56.6%)，緊隨其後的還有無病
呻吟(46.4%)及頻繁刷屏(44.2%)等。

專家倡勿隨意轉發
中國當代新派心理專家陳志林認

為，這些詛咒帖子的發佈者利用的
是人們的從眾和服從心理。每個人
都渴望安全感，有安全需要，所以
希望得到平安。對於那些未發生的

事情，會產生消極狀態，產生恐懼
心理。這就讓一些發帖人有了可趁
之機，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部分
人看到帖子後，就會按要求服從去
轉發或回覆。陳志林建議不要隨意
轉發此類帖子，置之不理是最好的
辦法。 ■記者楊毅重慶報道

女大生創隔窗女大生創隔窗
可截六成可截六成PMPM22..55

詛咒帖 (67.1%)
營銷代購 (63.3%)
謠言信息 (56.6%)
無病呻吟 (46.4%)
頻繁刷屏 (44.2%)
點名帖 (33.0%)
必看帖 (31.4%)
集讚帖 (29.8%)
測試帖 (24.6%)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

「朋友圈」最乞人憎排名

位於廣東清遠的某台灣風情主題景區
昨日宣佈以萬元日薪招聘「櫻花仙子」
導遊，為遊客傳播櫻花文化的魅力，引
來眾多網友圍觀躍躍欲試。 ■中新社

萬元日薪筍工？

「「找了那麼久找了那麼久，，真沒想到真沒想到，，我還有個雙胞胎兄我還有個雙胞胎兄

弟弟」」浙江洞頭縣浙江洞頭縣5555歲的楊國升在養父母撫育下長歲的楊國升在養父母撫育下長

大大，，一直嘗試尋找親生父母一直嘗試尋找親生父母，，此前曾在溫州一個此前曾在溫州一個

公益尋親組織留下尋親檔案公益尋親組織留下尋親檔案。。直至近日直至近日，，其妻在其妻在

該組織翻閱尋親檔案時該組織翻閱尋親檔案時，，見到和丈夫長得一模一見到和丈夫長得一模一

樣樣、、來自陝西西安的薛永祥來自陝西西安的薛永祥，，才讓這對失散才讓這對失散5555年年

的雙胞胎相認的雙胞胎相認。。薛永祥感慨道薛永祥感慨道，，雖然一直找不到雖然一直找不到

親生父母親生父母，，幸福卻從天而降幸福卻從天而降。。 ■■《《溫州都市報溫州都市報》》

■「胡曉波」摺紙體。
本報江西傳真

■朋友圈中「最乞人憎」的訊
息，你發過多少？ 網上圖片

■紗窗連接水槽，讓整個網
面都保持濕潤。 網上圖片

湖北江漢大學化學與環境工
程學院4名女生胡碧雲、劉詩
琪、劉珍、張怡，設計出能阻
隔PM2.5的新型隔窗，透過給
紗窗加濕，能使室內PM2.5指
數比室外降低61.9%。有關設
計日前獲得全國大學生環保公
益大賽二等獎。據介紹，這種
隔窗主要運用了工業上的濕法
除塵技術，利用水與含塵氣體
相互接觸，經洗滌後使塵粒與
氣體分離。
她們將普通紗窗改造成具有

超強吸水性的粘膠纖維網紗
窗。紗窗底部連接一水槽，用
於儲水和放置水泵。一根導管圍繞隔窗內圈，一端與水泵相
接，另一端則通入水槽，以保證整個隔窗網面都能保持濕
潤。這樣，室外空氣經過「過濾」才能進入室內。水槽中還
能養一些水生植物，美化室內環境，一舉多得。胡碧雲稱，
與市場上的空氣淨化器相比，新型隔窗噪聲低、耗電量小、
價格便宜。目前她們已申請國家專利，計劃以後投入市場，
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長江日報》

來自江西省奉新縣的80後年
輕人胡曉波，從大學開始致力
於字庫與字形的設計開發，通
過幾年刻苦用心的學習、鑽研
和摸索，走上了與他人不同的
創業路。他2011年底完成了第
一套屬於自己的個人字庫——
胡曉波美心體，其後「胡曉波
趣圓體」、「胡曉波銳黑體」
均陸續面世。

盼更多人尊重版權
根據國家標準，一套漢字字

庫必須由6,763個風格統一的
漢字組成，胡曉波於2011年開
始創建個人字庫，因為對字體結構的不熟悉，每做一個字都
顯得非常吃力。「有時候對一個筆畫可能都要停留十幾分
鐘，甚至半個小時才能完成。因為要思考這個筆畫到底該怎
麼走，怎麼做。」
胡曉波的字體目前在各大設計網擁有相當高的人氣，「我

希望中國有更多的人能尊重版權，保護版權，讓字體行業能
更好更健康地發展下去，漢字藝術，是中國獨有的，也是最
重要的文化之一。」胡曉波表示，他將一如既往地堅持下
去，因為字體設計是他熱愛的事業，更是他生活的信念。

■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

55年前，楊國升和薛永祥剛出生就先後被送到福利院，分別被兩戶人家
抱養，數十年來兩人一直通過各種渠道苦
苦尋找親生父母。楊國升說，當年養父
母因沒有生育，把他從溫州福利院抱
養過來，結果養父母先後生育了
兩兒一女。如今，養父已去世
10年，養母健在。他從上大
學開始就一直尋親無果，逐
漸失去信心。
「我這輩子命運多舛。」

薛永祥當年被抱到蒼南生活
後，19歲那年養父去世，23

歲那年養母去世，留下他孤獨一人。1982
年他因生意虧損流落他鄉，輾轉到了西安
創業。
透過尋親檔案，二人以微信聯繫，發現
身體特徵全部吻合，經過DNA檢測，證
實兩人是雙胞胎。薛永祥日前在公司安排
了年底相關工作後，馬上帶妻子、女

兒、女婿等一行8人坐飛機來到溫州，兄
弟機場相逢，緊緊擁抱，淚流滿面。

未尋獲雙親 盼奇跡再現
薛永祥說，他從機場出來後，一路上哭
了好幾回，感慨自己終於不再孤獨了，今
生原來還有一個雙胞胎兄弟。楊國升是一
名教師，平時性格很穩重，但這一回也抑
制不住激動的內心，一路上哭了好幾回。
他感慨道，這些年雖然一直找不到親生父
母，但幸福卻從天而降。
「我打算去一趟洞頭，看望老楊的養母，表
達感激之情。」薛永祥說，他和老楊出生時都
奄奄一息，如果沒有養父母，就沒有兄弟倆的
今天。然後，他打算帶老楊去一趟蒼南，拜
祭自己的養父母。薛永祥和楊國升表示，兄
弟倆意外相逢相認非常高興，遺憾的是，多
年來一直未能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如果雙
親健在，應該都有80來歲，他們真誠祈禱奇
跡能夠再現，實現雙喜臨門。

■楊國升和薛永祥雖然姓氏不同，但
一看樣子就知道是雙胞胎。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