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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論壇 台方115人登陸
重實質交流「習朱會」僅10人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中華海峽兩岸救援協會」協同大
陸「中華生命救援互助聯盟」及兩岸有關機構，昨日宣布
成立「大陸人士赴台緊急事件服務平台」，協助處理大陸
人士在台遇緊急事故的情況。
據新華社報道，「中華海峽兩岸救援協會」理事長林東

龍介紹，平台將結合義務律師、台灣民意代表、保險公司
等資源，為赴台大陸人士提供包括旅遊、法律、醫療、商
務等方面的免費諮詢。
「中華生命救援互助聯盟」主席曹長齡表示，很多赴台

大陸人士未購買醫療保險，如果遇到突發疾病，可能帶來
如龐大醫療墊付無法解決等問題，未來平台也將聯合兩岸
有關機構的資源，推動解決相關難題。

兩岸民間團體成立平台
助在台遇緊急事故陸客

香港文匯報訊 五一勞動節前夕，台灣「立法院」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昨日初審《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通過將現行勞工雙周工時不得超過84小時改為每
周不得超過40小時，最快可在5月15日「院會」三讀，明
年1月1日實施。
中通社報道稱，台灣現行《勞動基準法》規定，法定工

時為雙周84小時，加班上限每月46小時，朝野「立委」此
次達成共識，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
每周不得超過40小時。同時，僱主未備置出勤紀錄，罰則
從現行新台幣2至30萬元罰款提升至9至45萬罰款。
「行政院」修法版本為法定工時單周40小時，加班上限

每月54小時，但未能來得及納入此次會議審查。預計將於
5月1日「立法院」「院會」逕付二讀後併案協商。

每周工時限40小時
「立院」初審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兩岸企業家峰會定5月21日在高雄舉辦
「兩岸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發展論壇」，將力邀台灣南部和
中部的中小企業家參與，這是企業家峰會首次到南部舉辦
論壇，展現對南部地區以及對台灣中小企業的重視。
據台灣媒體報道，兩岸企業家峰會表示，報名參加這次

論壇的台灣中小企業預計將超過150家，大陸方面報名出
席的中小企業則已超過210家，包括江蘇、浙江等地區均
派中小企業代表團參加，顯示論壇都聚焦在中小企業上。
峰會大陸方面的副理事長、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將率團參與，包括工信部主管中小企
業的副部長毛偉明、兩岸企業家峰會秘書長魏建國、大陸
國台辦經濟局長徐莽、江蘇省台辦主任楊峰等人，以及阿
里巴巴副總裁高宏斌等人都受邀出席。
報道指，這次論壇主題為「共建合作機制，攜手創新發

展」，將討論如何促進兩岸中小企業育成、孵化與合作等4
項議題。

兩岸企業家峰會
首次移師高雄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國共論壇5月3日在上海香格
里拉大酒店召開，重頭戲「習朱會」4日上午於人民
大會堂登場，當晚朱立倫便搭機返台。

精簡規模 針對主題選定團員
國民黨本周三公布國共論壇團員名單，總計115
人，連同工作人員則有136人。團員中其他黨派代表
包括親民黨秘書長秦金生、新黨主席郁慕明、無盟主
席林炳坤等人；中小企業組出席人員包括全台中小企

業總會理事長林慧瑛、「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長
詹文男、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張寶
誠、前「農委會」主委林享能、台灣省漁會總幹事林
啟滄。
特別的是，「習朱會」參與人數僅10人，包括國民
黨副主席黃敏惠、秘書長李四川、主席特別顧問兼大
陸事務部主任高孔廉、智庫執行長尹啟銘等人。
「文傳會」主委林奕華說，論壇規模較以往精簡，
隨行官員不像以往高階政務官，而是改以相關業管官

員，就是盼降低形式化安排，不要淪為「大拜拜」。
國民黨黨務人士透露，出席人數方面比過去精簡，

「規模縮小，希望大家能有好的交流」，並針對主題務實
選定出席成員，官員部分先前有「次長級」人員出席，這
次層級最高只到「局長」，多半都是業管單位主管。

「青年基層」單列討論議題
黨務人士指出，這次國共論壇是延續性的交流往

來，國民黨在推動和平穩定發展上，這十年有很大的
進展，同時也看到一些新的問題，譬如經濟發展中的
分配正義等，因此這次主題也做了些微調整，分成經
貿科技、中小企業、青年基層，文化教育等4組，希
望能實質討論應該要討論的議題。
黨務人士說，論壇開幕式將由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張
志軍、國民黨副主席黃敏惠擔任主持人，之後由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致詞。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明天（5月2日）將率團赴上海參加「第十屆兩
岸經貿文化論壇」（即「國共論壇」），隨後還將於5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台灣媒體報道稱，此次台方出席國共論壇人數為115人，比以往
精簡；而參與「習朱會」人數僅10人。國民黨黨務人士說，出席國共論壇的台方官員層
級最高只到「局長」，希望有更實質討論和收穫。

香港文匯報訊 老店換新裝，擁有63年歷史的台
北圓山飯店客房重新整修，就連原本沒有窗戶的
隨扈房也變得明亮。此外，飯店仍保有部分家
具、建材，希望讓島內外觀光客看見獨一無二的
圓山飯店。

保留櫸木地板 融合現代風格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歷時近一年半，圓山飯店
客房暨麒麟廳、金龍餐廳、圓苑餐廳等整修，終
於在今年4月完成。飯店重新改裝全館473間客
房，只保存27間客房原始樣貌。圓山大飯店也推
出五大亮點，要讓房客耳目一新。
圓山飯店早年肩負接待「國際貴賓」的使命，
每一項家具都是當時最頂級的建材，至今仍保存
良好，像是使用43年的櫸木地板、貴妃椅、床頭
板等家具都被保留在客房中，和新裝潢擦出古典
與現代的火花。

「竹菊蘭梅」飾走廊 蘇繡床頭
過去圓山飯店客房走廊布置是以唐宋元明清畫
作為主題，為讓觀光客更易看懂中華文化，改以
竹菊蘭梅四大主題布置走廊，不只地毯、牆壁、
天花板上有圖案，牆上也擺有和竹菊蘭梅相關的

畫作、詩詞，還有人員提供英文解說。
取代大量製造的壁紙，飯店邀集兩岸的蘇繡師

傅，一針一線將花鳥繡在床頭，每一個作品都栩
栩如生，也讓島內外觀光客看見中華文化精湛的
手藝和品味。

點亮暗房 名家墨寶迎客
圓山飯店每層樓都有7間沒有窗戶的「暗房」，

俗稱「隨扈房」，過去是給重要人士的隨扈住，
現在則改為「經濟客房」，不過由於坪數小、採
光不佳，難以獲得旅客青睞，但是重新改裝後，
利用大量鏡面元素和燈光調整，隨扈房不再暗無
天日，反倒經濟又實惠。
為給來自各地的旅客驚喜，圓山飯店邀請書、

畫、篆刻「三棲」名家周澄教授所提的《論語·學
而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墨寶，以每
字放大至360平方厘米的大字，水刀切割工法展現
在飯店2樓露台上，旅客不只可以欣賞到台北市無
敵美景，還可以看到圓山飯店的熱情和誠意。
圓山飯店也在整修後喊出「優質、價值」口號，
期盼平均住房價格可以提升到每晚新台幣5,000元
以上，圓山飯店也預告，6月將邀請兩岸國畫大師
赴台比繪，再度激盪出中華文化新火花。

圓山飯店換新裝圓山飯店換新裝 五大亮點吸睛五大亮點吸睛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墨寶展現在圓山飯店二樓露台
上。 中央社

■蘇繡師傅一針一線將花鳥繡
在客房床頭。 中央社

■客房走廊布置以「竹菊蘭
梅」為主題。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記者從昨日舉行的二號兵馬俑陪葬坑考古發掘
新聞發佈會暨啟動儀式獲悉，繼1994年首次全面發掘以來，秦始皇帝陵兵馬俑二號坑再次
啟動新一輪考古發掘。「兵馬俑之父」、原兵馬俑博物館館長袁仲一昨天在二號兵馬俑陪葬
坑考古發掘新聞發佈會暨啟動儀式上說，二號坑發掘到多兵種佈陣區域，有利於進一步了解
二號坑兵馬俑的埋藏內涵。

未經火燒 色彩保存較好
袁仲一介紹說，二號坑面積為6,000平方米，比一號坑小，但卻是整個兵馬俑坑的精華所

在。坑內有跪射俑、立射俑、騎兵陣、車陣，在佈陣方面尤為複雜，有4個小陣套在一起，
即由跪射俑和立射俑組成的弩兵陣、64輛戰車組成的車陣、戰車、步兵和騎兵聯合組成的

長方陣和騎兵陣，這4個小陣在一起組成
一個大型軍陣，古代兵書稱其為「曲形
陣」，大陣套小陣，大營套小營，陣中有
陣，營中有營。而且，二號坑彩繪顏色保
存較好，因為它沒有經過火燒，很大部分
是木頭自然腐朽塌陷。袁仲一表示，考
古就是探索，二次發掘會出土什麼東西
很難估計，他希望有更新的東西出土。

香港文匯報訊 在中俄邊城呼
瑪縣日前舉行的祭拜黑龍江開江
（解凍）儀式上，鄂倫春族唯一
在世的「薩滿」關扣尼身着傳統
鄂倫春薩滿服飾，手拿薩滿鼓，
面向中俄界江黑龍江，口中念起
鄂倫春薩滿的祈福，慶祝黑龍江
開江。
據新華社報道，80歲高齡的關

扣尼在兩名「護衛」的幫助下跳
起了薩滿舞。用樹枝搭起的簡易
祭台上，擺滿了祭祀的野雞、狍
子和江魚。數十位鄂倫春族的老

人身着鄂倫春族傳統服飾面向黑
龍江跪拜。「這是我們鄂倫春族
傳統的方式，再現當年勇敢、
善良、淳樸的鄂倫春人是如何
敬畏自然，和大自然友好相
處。」鄂倫春族文化傳承人關金
芳說。
薩滿舞俗稱「跳神」，是巫師
在祭祀、請神、治病等活動中的
舞蹈表演，屬於圖騰崇拜、萬物
有靈宗教觀念的原始舞蹈，至今
在蒙古、滿、錫伯、赫哲、鄂溫
克等民族中仍有遺存。

翼膜翅似蝙蝠翼膜翅似蝙蝠 填補飛翔演化空缺填補飛翔演化空缺
「「「奇翼龍奇翼龍奇翼龍」」」

秦俑二號坑再發掘 現多兵種佈陣區

鄂倫春族祭拜黑龍江開江鄂倫春族祭拜黑龍江開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昨日發佈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昨日發佈消

息說息說，，該所徐星研究員和臨沂大學鄭曉廷教授帶領的一個科研團隊該所徐星研究員和臨沂大學鄭曉廷教授帶領的一個科研團隊，，

從一件來自中國河北青龍縣侏羅系地層的化石中從一件來自中國河北青龍縣侏羅系地層的化石中，，發現一種生活於約發現一種生活於約

11..66億年前的具有類似蝙蝠翅膀的小型恐龍億年前的具有類似蝙蝠翅膀的小型恐龍，，被命名為被命名為「「奇翼龍奇翼龍」。」。

中國發現1.6億年前

據中通社報道，奇翼龍屬於擅攀
鳥龍類的恐龍類群。這一類群

與鳥類親緣關係非常近，但長相奇
特，有着短粗的頭，手部外側手指
極長，尤其是其僵硬的羽毛呈絲
狀，更接近原始羽毛，而不像其他
似鳥恐龍和鳥類擁有的片狀羽毛。

具獨特棒狀長骨結構
最奇特的是，奇翼龍腕部有一個
棒狀長骨結構，類似結構從來沒有
在其他恐龍當中發現過，而是在蝙
蝠、翼龍和鼯鼠等會飛的四足動物
腕部、肘部或踝部存在。這種棒狀
結構都支撐着翼膜，用於飛行或者

滑翔。在奇翼龍標本上，研究者也
在棒狀結構和手指附近發現了殘缺
翼膜。這意味着奇翼龍的翅膀像蝙
蝠等四足動物一樣，主要由翼膜構
成，而不是像鳥類翅膀主要由羽毛
構成。
徐星介紹說，為了揭示這一標本

保存的重要信息，尤其是確認該棒
狀結構的性質，科研人員採用了CT
和掃描電鏡等多種儀器對化石進行
分析，最終確認此結構是翼膜翅膀
的關鍵組成部分。
鄭曉廷稱，奇翼龍生活在侏羅紀

中期，因此牠算是在鳥類支系飛翔
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先鋒。在飛翔演

化的早期歷史中，許多支系被淘
汰，只有現生鳥類的飛行模式延續
至今。奇翼龍的發現，為翼膜狀飛
行器官的趨同演化提供了一個絕佳
實證，表明即便是在以羽翼為特徵
的鳥類支系上，也曾出現過翼膜翅
膀。

成果榮登《自然》雜誌
中國學者的這項重要成果，獲30

日線上出版的權威科技期刊《自
然》雜誌發表。業內專家稱，該小
型恐龍的重要發現，對於科學家了
解恐龍形態差異性和鳥類飛行起源
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奇翼龍藝術復原圖奇翼龍藝術復原圖。。 新華社新華社

■奇翼龍化石照片。
新華社

■二號坑起伏的棚木遺跡。
記者 熊曉芳攝

硬幣「城市」
日前，80後的重慶永川青年何佩棲花了一個月，用

硬幣打造了名為《重慶，你好》的作品。紅綠瑪瑙構
成的長江與嘉陵江；五毛硬幣搭起的東水門大橋；韓
幣築起的雙子星塔；五分和五毛鋪出的朝天門，「小
心，不要用手碰喲。」何佩棲提醒。他說，由於只是
借助力學原理，沒有用膠水固定，一旦高樓垮塌，引
來的將是多米諾骨牌效應。 ■騰訊網

重慶青年發明接吻密碼鎖重慶青年發明接吻密碼鎖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國都市
報》報道，近日網上流傳了一張
海南海口一名銀行保安在烈日下
為老人撐傘遮陽的照片，引來眾
多網友點讚，並稱之為「暖心保
安哥」。
照片中，一位老人坐在輪椅

上，低着頭，似乎已經睡着，邊
上一位保安員撐着一把傘，筆直
地站在其身旁，為老人遮陽。圖
片的發佈時間是4月25日，發佈
者在配圖文字中說：「前些天，
去銀行辦點事，來了一對老太太
和老大爺，老大爺由於怕麻煩不
方便，就在門口外候着，太陽很
曬，熱得要命，保安哥拿着傘就
過去了……讚一個！」

據了解，保安哥叫謝飛，今年
27歲，海南澄邁人，半個月多前
才在中信銀行海口分行營業部當
保安。他說：「其實就一件小
事，我為他撐傘也就撐了五分多
鐘而已。」

海南保安為輪椅老人撐傘遮陽海南保安為輪椅老人撐傘遮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
慶報道）重慶渝北區的「發明達
人」段成亮近日發明了一款獨特
的密碼鎖，需要情侶通過接吻才
能開啟。他說，希望以此發明來
增進情侶感情。
昨日上午，在渝北區金島花園

附近的出租屋內，34歲的段成亮

與妻子共同懷抱着一個小盒子。
兩人分別站在小盒子的兩側。右
手大拇指按在盒子右方，左手大
拇指按在盒子左方，隨後兩人親
吻，盒子頂端的小木盒竟神奇地
開啟。
該盒子長約30厘米、寬約20
厘米，底部有一個紙盒，在紙盒

的正中心固定着一個
木質小禮盒。禮盒左
邊是一塊圓形鐵片，
「這是開啟中間小盒
子的關鍵」，段成亮
說。若用他人指紋、
臉貼臉的方法，不僅
不能打開盒子，還會
響起刺耳的警報聲。

■■段成亮和妻子展示如何打開接吻段成亮和妻子展示如何打開接吻
鎖鎖。。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暖心保安哥」為老人撐傘遮
陽。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