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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稱台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強調不論未來誰繼任都不該輕易破壞兩岸關係

陸首個台胞權益保障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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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記者四川探尋抗戰足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建忠福州報
道）昨日是大陸第七個「防災減災日」。
福建省地震局副局長林樹當日在福州介紹
說，目前，福建測震台網台站總數達到
128個，每縣至少一個，台間距平均達到
31公里。其中，福建與台灣實時交換數據
的台站數量達到32個，大大提高了福建
對台灣地區地震的預警能力。
早在2011年，福建就與台灣實現地震
台站數據交流。林樹表示，閩台開展地
震監測合作，就災害性地震進行溝通，
有利於提高兩岸對災害的分析預警和防
禦能力，「與台灣實時交換數據的台
站，採用中國科學院專網傳輸實時波形
數據（延遲5至6秒），對台灣地區地
震的預警能力有保障」。
令人關注的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

福建省地震預警與烈度速報系統，於
2012年9月開始在福建地震台網在線示
範運用。運行期間，成功處理了2013年
3月7日台灣花蓮縣5.7級、2013年3月
27日台灣南投縣6.5級、2013年6月2日
台灣南投縣6.7級、2014年3月23日台
灣花蓮海域5.7級、2015年4月20日台
灣花蓮海域M6.4地震等一系列對福建
有影響的地震，「總數量達到了15個，
取得預期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允玲成都報道）由四
川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和四川省政府新聞辦
聯合舉辦的2015海峽兩岸記者「重走四川抗戰大後
方」聯合採訪活動啟動儀式暨座談會，日前在四川
成都大邑縣建川博物館舉行。海峽兩岸記者將在為
期一周的採訪中，探尋四川抗戰歷史足跡，銘記歷
史、傳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邀請兩岸媒體重走四
川抗戰大後方，就是要銘記歷史、珍視和平，進一
步傳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在共同的歷史
記憶中把握現在，面向未來。」四川省台辦主任周
敏謙說。

■■抗戰老兵抗戰老兵、、抗日名將後人等在中國壯士雕像前抗日名將後人等在中國壯士雕像前
鞠躬致敬鞠躬致敬。。 張允玲張允玲攝攝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福建福州市台胞權

益保障中心昨日在福州揭牌。近日，經國務院台灣事
務辦公室批覆，福州市獲准在「福州市台胞協調服務
中心」的基礎上加掛「福州市台胞權益保障中心」的
牌子。這是國台辦批覆的大陸首個台胞權益保障中
心。
福州市台胞權益保障中心主任魏沛農表示，除
了民商事糾紛比較多，近年來在福州居住的台商
台胞也更多了，還會有一些就學、日常辦事等生
活方面的問題，中心會逐步引導他們到相關部
門，根據相關的程序或法律法規去辦理。
據介紹，2013年以來，福州市共受理台胞台企
投訴求助事項 277件，辦結 268件，辦結率達
97%。訴求事項類型涉及經濟糾紛、行政糾紛、民
事侵權、勞動爭議、刑事犯罪等。

擔負六方面職責
成立後的福州市台胞權益保障中心，主要擔負

起受理台胞、台屬、台資企業的訴求，協調相關
部門維護其合法權益；做好重大訴求事項的協
調、辦理、跟蹤及反饋；督促、指導、協調涉台
維權；負責台胞救急救難總協調等六方面的工作
職責。
作為一名在福建「打拚」20年的台胞，福州市台
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陳秀容覺得，有了台胞權益保
障中心的牌子，讓自己在福州更安心。「這是在福
州的台胞的一個福氣，未來會讓我們有更多保
障。」
成立福州市台胞權益保障中心，也是福建先行
先試的一項舉措。

■昨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批覆的大陸首家台胞權益保障中
心在福州掛牌成立。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馬英九昨日表示，台灣現在正積極爭取參

加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希望能在整個

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不要被邊緣化。

■馬英九冀台參加區域經濟整合。圖為馬英九（右）11日上午接見美國在
台協會（AIT）主席薄瑞光（左）等人。 資料圖片

馬英九昨日接見中美洲議會議長巴達雷斯時表示，
上任後跟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跟日本簽署投資保障協議、跟新西蘭及新
加坡簽署經濟合作與經濟夥伴協定，展現出台灣推動
貿易自由化的決心。
馬英九說，過去幾十年中，兩岸從軍事衝突到冷戰
對峙，最後進入和平交流，可說逐漸地把台灣海峽變
成一個和平大道，而不再是殺戮戰場；過去7年台灣跟
大陸簽署了21項協議，使得雙方交流密切、關係和平
而穩定，可說是66年來最穩定的時刻。
馬英九也提到過去台灣與日本間發生漁權爭議，但在簽
署台日漁業協議後，結束了40年來的漁權爭議；他表
示，希望未來能在和平跟繁榮的情況下，跟大陸、日本、
菲律賓及南海地區，都能和平交往，促進彼此繁榮。

籲兩岸互設辦事機構
此外，馬英九於上周五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專

訪，他指出，兩岸關係更密切有助
提升台灣經濟與安全，不論未來誰
繼任執掌政權，都不該輕易破壞兩
岸關係。馬英九同時指出，推動年
金改革受阻，以及兩岸未互設辦事
機構，是他任內的遺憾。
馬英九強調，他現在正在推動

的政策，尤其兩岸政策，是非常
關鍵的，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或
在重點上作重大的改變。他說，
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來，可以說在
「外交」上非常孤立，過去兩岸
關係非常緊張，因此使得台灣的
發展空間受到很大局限。這7年
來，當局改善兩岸關係，把國際環境也變好了，這
時候一定要珍惜這個成果。
馬英九表示，兩岸關係在這7年來達成的效果，其實

已經超出7年前的想像與計劃，但他仍希望可以推動兩
岸互設辦事機構、貨品貿易協議及旅客中轉等與兩岸
民眾權益息息相關的改革。

昨日是國際護士節，作為婦產
科裡的男性護士，90後的夏夢泰
已成為重慶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
院的「明星」。據了解，去年，
夏夢泰已為100多個產婦
接生，護理了200多個
剖宮產的新生兒。
夏夢泰1990年 5月

出生於長壽區，2012年
7 月，他從重慶
醫科大學護
理本科畢
業後，
進 入
重醫附
一院產
科工

作。剛進入產科時，性別的差異
給他的工作帶來許多尷尬。在同
事們的鼓勵下，夏夢泰調整心
態，抓住每一次機會學習接生和
新生兒護理技能，不斷提升自
己。經過一年的努力，他終於
得到越來越多的產婦和家屬
的理解。
「親手迎接一個個新生命降
臨，這就是我最開心的
事。」夏夢泰說。

■ 記者 孟冰 重慶
報道

汶川地震7周年

傳記作者憶習仲勳家國情懷

昨日，在黑龍江省哈爾濱石油學院廣場上，由1,470
名大學生志願者組成了人體「紅綠燈」，經世界紀錄協
會認證官認證，本次活動創造了「世界最大人體『紅綠
燈』警示標示」世界紀錄。據悉，該活動目的是為了警
示市民不要違反交通規則，文明過馬路。 ■中新社

重慶男護士一年為逾百產婦接生重慶男護士一年為逾百產婦接生

還記得小英雄林浩嗎，當年那個年僅9歲的小男
孩，如今已經是一個16歲的青年了。成名後，

林浩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導演向他拋
出橄欖枝，短短幾年小林浩就拍了多部影視劇。林浩
說，自己很喜歡演戲，一開始不知道演戲是什麼，慢

慢就愛上了演戲，演戲能學到很多東西，體
驗很多角色的心情，長大後想成為一個專業
的演員，一個有愛心的演員。對於演戲可能

影響學業的說法，林浩稱自己會想辦法把落下的課程
補回來。

右臂截肢 上海讀書
此外，還有今年24歲的「可樂男孩」薛梟。汶川地震
發生80個小時後，2008年5月15日晚上11時，鏡頭援

救畫面裡，被救薛梟的一句：「叔叔，我要喝可樂，要
冰凍的。」逗樂了被悲傷籠罩的整個中國。「可樂男
孩」薛梟的故事，成為很多人再回首這段灰色記憶時，
難得的亮色。
地震後，薛梟右臂截肢，後來他到了上海財經大學讀

書。大學畢業後成功進入可口可樂公司成都分公司，負
責處理消費投訴等相關事務。公司表示，如果有一些公
益性的活動，會請薛梟參加，用他的形象更好地宣傳公
益，回報社會。
舞蹈老師廖智在地震中失去了雙腿，面對不幸，她挺

了下來。2013年4月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後，她奔赴搶險
救災一線當志願者。「吊瓶男孩」李陽2013年在上海交
大讀書時就已報名參軍，如今他已經成為一名優秀軍
人，要為家鄉人民服務。

昨天是汶川大地震7周年紀念日。7年前，強烈的地

震給四川等地以重創，在災難中，小英雄林浩、「吊瓶

男孩」李陽、舞蹈老師廖智、「可樂男孩」薛梟，一張

張堅毅的面龐用勇敢與不棄點亮了希望。7年過去了，

今天的他們生活得怎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據悉，

「可樂男孩」薛梟如今已是可口可樂成都分公司的一名

員工。 ■央視新聞、新華網

《習仲勳傳》作者、陝
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
員賈巨川，日前在山東濟
南參加「廉政文化建設啟
動儀式暨孔子學堂首講」
活動，並做了以《老一輩
革命家的家國情懷》為題
的首講報告會。
賈巨川在報告會上表
示：群眾觀、實事求是、
支持改革發展經濟是貫穿習仲勳一生的幾大
特點。習仲勳的二女兒曾告訴賈巨川，父親
每次吃飯前都要帶領孩子們誦讀唐詩《憫
農》，以此培養兒女們熱愛勞動，珍惜糧食
的意識。對於群眾的批評，他常說：尖銳的

批評，大多是群眾急切的訴
求；離休以後，習仲勳與夫人
齊心居住在深圳，有一年西北
地區一位幹部去看望他，評價
他是「西北地區有崇高威望的
領導人」。
《習仲勳傳》上卷在2008年
出版，下卷於2013年面世。據
悉，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
賈巨川就以親自採訪習仲勳本

人及其親屬、身邊工作人員等方式收集資
料。習仲勳生前親自審閱了約20萬字的書
稿，並給出「原則同意」的書面答覆。

■記者于永傑，實習記者 朱明麗
山東報道

人體「紅綠燈」

■■昨天是汶川地震昨天是汶川地震77周周
年紀念日年紀念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習仲勳傳習仲勳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舞蹈老師廖
智在地震中失
去了雙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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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男孩可樂男孩」」薛梟薛梟，，如如
今已是可口可樂成都分公今已是可口可樂成都分公
司的一名員工司的一名員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位民間碑石文化研究愛好者
經過多次查找和走訪，近日，在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裴城鎮裴城
村發現了明代禮部尚書邵寶撰文
的《裴晉公祠碑》上半部分。目
前，當地文化部門正查找此碑下
半部分，將在修復後申報國家級
文物保護。
據郾城區文化旅遊局副局長趙

永勝介紹，裴城村因唐朝名相裴
度曾駐村、指揮大軍平定吳元濟
的叛亂而改名，中學課本中的
《李朔雪夜入蔡州》就是講的這

件事。該碑刻是明代官府為紀念
裴度、彰顯裴度伐蔡歷史功績，
重修裴晉公祠的記事碑。
據悉，明代禮部尚書邵寶是著
名的文學家、教育家、書法家，
其當年在河南任職時所撰文的兩
通碑，另一通《天寶宮碑》保存
至今，已列入國家文物進行保
護。趙永勝表示，他們將積極查
找下半部分和修復該碑後，向上
級部門申請國家級文物進行保
護。

■記者 朱娟 鄭州綜合報道

河南現碑刻河南現碑刻 記唐名相功績記唐名相功績

記者昨日從四川廣元唐家河自
然保護區獲悉，9日下午，幾名
遊客在唐家河旅遊景區遊玩時，
觀光車行至紫荊花谷背淋溝處，
意外發現一隻野生成年大熊貓正

在路邊散步。據悉，當時雙方相
隔最遠距離僅有15米左右。為
避免驚擾到大熊貓，景區觀光車
駕駛員立即停車，大家靜靜觀賞
大熊貓的舉動，並用手機記錄下
這難得的畫面。大約5分鐘後，
大熊貓向山上緩緩走去，消失在
叢林中。
據介紹，唐家河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地處四川盆地西北邊緣，是
1978年經國務院批准建立的以保
護大熊貓、金絲猴、扭角羚等珍
稀動物為主的森林生態綜合類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 ■新華社

遊客四川景區偶遇大熊貓遊客四川景區偶遇大熊貓

■ 看到又一個新
生兒在自己的手中平

安降生，夏夢泰很有成
就感。 本報重慶傳真

■■ 9日下午，幾名遊客在唐
家河保護區偶遇大熊貓。

網上圖片

可樂男孩可樂男孩可樂男孩進可樂公司進可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