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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自駕互通廈門啟動
台車持臨時牌「登陸」往返運車費約4千人幣

據了解，一輛車往返運費約4,000元人民幣，價格被
指「適中」。據透露，此次踩線活動為首發互通之

旅，率先實現兩岸自駕旅遊「個案互通」，積累經驗為
後續規模活動、常態化運作打下基礎。若「踩線」成
功，未來大陸車也有望循此模式登台自駕遊。
台灣自駕旅遊協會理事長李閎糧是此次自駕遊領隊，
他告訴記者，早在20多年前就已來福建旅行，但「昨天
搭乘郵輪從台灣基隆港出發，心情還是很激動」。他直
言，「相比跟團旅遊，這樣更能體驗大陸的美景」，
「希望通過這次踩線活動，推進兩岸自駕互通常態化，
也歡迎大陸遊客到台灣自駕遊玩」。

台車友稱需適應簡體字
台灣車友許文雲對首次「登陸」自駕倍感新鮮，「以
前去過泉州和福州，但是還沒自駕深入地走走福建各
地。相信這次能看到更多的福建美景。」他亦表示，台
灣交規和大陸差不多，唯一的困難就是看不習慣大陸的
簡體字，這個需要一點時間來適應。
另據記者了解，兩岸自駕旅遊協會還計劃舉辦「海峽

兩岸（廈門）自駕車友嘉年華活動」，
屆時台灣將有66部自駕旅遊車輛近300
名自駕車友與大陸自駕車友共襄盛舉。
去年4月，運載着媽祖鑾轎金身的台

灣車輛與台灣新竹市媽祖信徒代表團同
行，搭乘「海峽號」抵達福建平潭後直
接換牌通行。這是台灣車輛直接換牌入
閩的首個「個案」，為兩岸車輛互通開
啟新頁。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
表、福建省交通運輸廳廳長張兆民表
示，交通運輸部已授權福建省交通運輸
廳出台《閩台道路運輸管理辦法》，
「台車入閩」有望上半年實現，屆時台
灣地區機動車將由平潭「登陸」，進入
福建或大陸其他地區。經交通運輸部同
意，福建省交通運輸廳上月出台了《福
建平潭與台灣地區間道路貨物運輸暫行管理辦法》，促
進平潭與台灣地區間道路貨運發展和車輛互通。

據悉，制訂中的《閩台道路運輸管理辦法》，涉及台
車「登陸」後，交通法規、牌照管理、保險理賠等一攬
子規定，交通、海關等部門屆時均會有同步方案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昨日上午，2輛台灣牌照自駕旅遊

車、8名旅客搭乘「中遠之星」郵輪，正式登陸福建廈門。大陸邊檢、海關人員

對車輛進行檢查的同時，這8名自駕車友還進行了簡單的大陸交通規則培訓，並

通過考試，拿到了大陸地區的「臨時機動車駕駛許可證」。他們將在接下來的4

天3夜裡展開自駕「踩線」之旅。據悉，這是台灣自駕遊車輛首次「登陸」。

傳朱立倫勸參選

■■台灣自駕遊車主許文雲展台灣自駕遊車主許文雲展
示臨時入境車牌示臨時入境車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另一車主展示大陸臨時機另一車主展示大陸臨時機
動車駕駛許可證動車駕駛許可證。。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兩部台灣自駕車駛兩部台灣自駕車駛
出出「「中遠之星中遠之星」」郵輪郵輪
船艙船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有台灣
傳媒報道，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出訪大陸前，
已與「立法院長」王金平晤談過，還勸王金平
參選2016。對此，王金平昨日受訪時表示「不
方便做任何回答」，媒體再問是否因為兩人有
默契要保密，王金平再度說，「我不方便答
覆」。
至於再被媒體問到，是否確定要領表登記參

選2016？王金平仍是堅持過去立場表示，現在
不方便講，有結論的時候會跟各界報告，現在
還沒決定。
但他也強調，作決定要快，否則16日就截
止，沒領表就沒有，因此終究會向各界報告結
果。
另一方面，已領表參選的「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昨日上午則說，若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真
的有當面勸進王金平參選2016「很正常」，因
為可能是覺得王金平在人脈、影響力和聲望等
方面在面對「大位」選舉有優勢。至於有傳言
表示王金平在朱立倫自大陸返台後會有進一步
宣示，對此，洪秀柱表示她不清楚，但「應該
很快就會揭曉了」。

王金平拒證實

雷區還地於民
「立院」初審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金門縣籍
「立委」楊應雄昨日表示，「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昨日初審通過「離島建設條例修正草
案」，金門雷區還地於民又往前邁向一大步。
楊應雄表示，為了避免「離島建設條例第9

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卡關，他特地央請國民
黨籍「召委」翁重鈞將本案排入昨日「經濟委
員會」議程，合併審查分別由他與「行政院」
前後提出的修正草案。
除了楊應雄的版本，主提案人還有馬祖「立

委」陳雪生和澎湖「立委」楊曜，條文內容與
「行政院」版接近，基本上明訂修正案通過5
年內，只要居民能提出合理證明，包括布雷前
的土地證明文件等，就能申請「返還」土地。
楊應雄說，金門因戰地政務，土地被軍方大

量佔用、租用或徵用等，前年已解決不少還地
於民的問題；如今他再繼續推動面積約300公
頃的雷區土地返還，保障民眾財產與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農藥茶風
暴，不合格率高達2成，「食藥署」祭出防
堵「農藥找茶」措施，從7月31日起強制檢
驗商業登記的茶葉輸入業者、資本額新台幣
3,000萬元以上包裝茶飲廠，實施追溯追蹤制
度。

已檢362茶產品 2周內有結果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北區管理

中心副主任王德原晚間受訪指出，針對進口

茶葉貿易商、大型茶飲工廠制定的食安新措
施，包括強制檢驗農藥、追蹤追溯源頭流
向；製茶業者將評估納入下一波實施範圍。
截至昨日，「食藥署」聯合地方衛生局展

開「市售連鎖手搖飲料業者稽查專案」聯合
稽查，查核680家業者，抽驗362件茶葉原
料或產品，有160件合格，尚有170餘件還
在檢驗，預計1到2周內會有檢驗結果。
這波農藥茶風暴，從「英國藍」掃到舞茶

道、全聯超市、3點1刻直火烏龍玫瑰茶等業

者共32件產品農藥殘留不合格。
王德原說，聯合稽查至今，市售茶飲的不

合格率高達2成，主要是來自手搖杯飲料的
茶飲，頻頻檢出超標的芬普尼等農藥，甚至
檢出禁用農藥DDT。
違規類型集中在玫瑰花茶、茉莉花茶、洋

甘菊、紅茶等產品殘留超標農藥，甚至將不
可食用的泡澡、薰香的乾燥花，做成花茶供
人飲用，總計逾3.1萬公斤的不合格產品下架
封存。

茶廠將強制檢驗茶廠將強制檢驗 杜絕殘留農藥杜絕殘留農藥

■■一家化工行購入疑農藥殘一家化工行購入疑農藥殘
留超標玫瑰花瓣留超標玫瑰花瓣，，台中市衛台中市衛
生局昨日立即稽查生局昨日立即稽查。。中央社中央社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
設計者、已故著名畫家張仃先生
誕辰98周年。內地惟一的張仃
個人美術館近日在福建廈門五緣
灣開館。目前，館裡已有上百幅
張仃真跡，部分力作為首次面
世。
該張仃美術館，由清華大學設

計團隊規劃設計，建築面積
3,500多平方米，為單體三層現
代風格建築。二樓常設展廳內展
出張仃先生的書法、繪畫、素
描、寫生手稿、信札、影像資料

等500餘件，其中書畫作品300
多件。
據業內統計，張仃的繪畫手

稿、草圖等共300多幅，被他的
廈門「粉絲」收藏。這個數字遠
遠超過了故宮博物院裡的 10
幅、中國美術館的130幅及遼寧
博物館內的45幅。並且，廈門
收藏家手中的這些作品品類更為
豐富，時間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直
到他去世的60年間，較完整地
呈現出張仃的藝術人生。

■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

三年前摔傷腦
88歲兒教母重新歲兒教母重新說說說話話話

東莞民間反扒隊十年擒賊2千

昨日是五四青年節，在祥鵬航空昆明飛往三亞的航
班上，空乘與乘客進行互動。身着復古學生裝的空
乘，化身學生，讓乘客彷彿置身於回歸學生時代的
「時光機」中。 ■中新社

國徽設計者張仃美術館廈門開幕國徽設計者張仃美術館廈門開幕

五四「時光機」

每天放學後，徐煜岑從不在外玩耍，而是
急急趕回家，因為媽媽姚建虹還在家裡

等着他回家教她念字。「媽媽，你今天自學
詞語了嗎？」「媽媽，你今天做口算練習了
嗎？」「媽媽，你今天出去散步了嗎？」每
天，徐煜岑都會問媽媽同樣的問題，但面對
兒子冒出的一連串問題，姚建虹總是笑着點
點頭。

用識字卡反覆練發音
他翻出以前媽媽給自己買的識字卡片，從
聲母到韻母、從單音節詞到雙音節詞，他不
厭其煩地反覆教媽媽發音，一個字一個字慢

慢地教，從一個字「我」到一句
簡單的「我想吃飯」。終於，經
過3年的努力，現在的姚建虹已經
會說「我想吃飯」、「我要睡
覺」、「我想上廁所」等簡單的句子
了。
外人很難想像到，身形單薄的他居然能讓

媽媽重新開口說話。徐煜岑因為持之以恆地
教母親認字說話，入選了今年的「中國好人
榜」。當他接過寫着「孝」字的「道德傳家
寶」時，在現場觀看的姚建虹用兒子教她
的、從喉嚨裡發出還不標準的普通話說：
「煜岑，媽媽為你驕傲。」

三年前，浙江德清的出色醫生姚建虹，在一天上班時從樓

梯上摔下，導致大腦語言功能受損。當時醫生診斷，她幾乎

不可能恢復語言能力。而她的兒子，當時只有8歲的小學生徐

煜岑並沒有放棄，反而下定決心：「媽媽不是不會說話，我

來教媽媽說話。」 ■記者 俞晝 湖州報道

■■徐煜岑教媽媽說話
徐煜岑教媽媽說話。。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廣東東莞有100多位民間人士自發組成的
「陽光反扒隊」近日迎來10周年紀念日。記
者了解到，「陽光反扒隊」利用周末和節假
日抓小偷，10年來共抓到小偷2,000多人，
最近的「五一」假期又抓獲3個小偷，移送
公安部門，獲得東莞市民稱讚。

「故人」（網名）是陽光反扒隊
的初期成員，他透露，「陽光反扒
隊」的隊員包括工人、公務員、銷
售員、企業白領等各行各業人員，
全部都是自發參與。從2007年開
始，反扒隊形成了「每周末例行行
動、假期大行動、平時突擊小行
動」的行動程序。「因為小偷大部
分都是團體行動，很多人是慣犯。
我們抓小偷的線索大部分來自網友
爆料。」5至6人為一組，為保障隊
員安全，全部為分組集體行動。
因長期以來，反扒隊是未經官方

認證發牌的「灰色組織」，所以隊
員全部以網名相稱。隊員通過QQ群來發佈
行動的時間、地點和聯絡方式等。他們曾幫
助東莞警方破獲多起相關吸毒、販毒等案
件，深獲市民信任，越來越多的市民願意給
隊員們提供線索和幫助。

■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陽光反扒隊陽光反扒隊」」抓獲小偷現場抓獲小偷現場。。
本報東莞傳真本報東莞傳真

重慶大學生穿廢品辦環保時裝秀重慶大學生穿廢品辦環保時裝秀

■用垃圾袋製作的婚禮時裝。
本報重慶傳真

近日，在重慶師範大學教學樓
裡，學生們集思廣益，開辦了一
場環保時裝秀。沒有專業設計
師、專業模特兒，更沒有上等布
料材質，但是經過大學生們的設
計和演繹，將廢棄的紙張、蚊
帳、塑料袋、皮革等物品華麗轉
身，成為時裝界的「寵兒」。
時裝秀的T台簡約浪漫，重慶

師範大學生物協會副會長曹瀏告
訴記者，因為此次時裝秀突出環
保婚紗主題，所以每個團隊所選
婚紗材質都必須是廢棄物品。
「既可以是學院用過不要的橫
幅，也可以是看過的報紙，或者
是不能再穿的衣服。」曹瀏說，
社團通過浪漫的形式來告訴身邊
的小夥伴環保的重要性。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昨日表示，
在對秦東陵四號陵園的考古挖掘
中，發現一座戰國秦貴族墓葬禮
制建築。據《史記》記載，明確
葬於秦東陵的包括昭襄王、莊襄
王、悼太子、宣太后、孝文王、
帝太后六人，為秦始皇祖父母、
父母等先輩陵區，共有一至四號
陵園。
去年9月至12月，考古人員對
位於秦東陵四號陵園東南部的建
築遺址及附葬坑進行挖掘。在一

座新發現的「中」字形墓葬南
側，呈現一處殘存平面呈「凹」
字的建築遺址，總面積達2,230
平方米。考古專家表示，該建築
的時代為戰國晚期，其原始結構
應為四面夯土圍牆築就的長方
形，牆體兩側有廊房類建築。根
據考古資料推斷，該建築當為
「中」字形墓葬的享堂類禮制建
築，為研究秦公帝王陵園禮制建
築的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資料。 ■中新社

陝西發現陝西發現秦貴族墓葬秦貴族墓葬禮制建築禮制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