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針對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月底訪美事宜，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昨日表示，堅決反對
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國際上從事「台獨」分裂活動。
針對記者提問關於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月底訪美一事，范麗青

表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海地區和平穩定，關鍵在於
維護好「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我們堅決反
對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國際上從事「台獨」分裂活動。
據中國台灣網5月12日報道，民進黨國際部主任黃志芳召開

記者會說明民進黨2016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蔡英文的訪美行
程。黃表示，這一趟全程12天，將走訪洛杉磯、芝加哥、華盛
頓、紐約、休士頓、舊金山六大城市。

談「蔡英文訪美」：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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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昨日在北京舉行例行新聞發佈會。有記者提
及，在「習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岸不僅

要求同存異，更應該努力聚同化異，就聚同化異的內涵
能否予以進一步解讀？
范麗青稱，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實說
明，兩岸雙方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務實面對，並且通過
協商來解決實際問題，推動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這個過程既是一個求同存異的過程，
也是一個聚同化異的過程。她還表示，兩黨可以就兩岸
關係中的難題進行探討，尋求解決之道。

辦創業就業系列活動
據范麗青介紹，為擴大兩岸的青年交流，為兩岸青年
學生就學、實習、創業、就業等方面創造條件，近期許
多地方將舉辦一系列以兩岸青年創業、創新為主題的交
流活動。例如，北京市正在舉辦「京台青年創業季」系
列活動；上海市台協與台灣和上海院校合作，為在台灣
和上海讀書的台灣年輕人提供實習、就業機會；天津
市、江西省等地將在今年舉辦的兩岸經貿活動中增加兩
岸青年交流活動。國台辦也在積極推動舉辦促進兩岸青
年創業、就業的考察座談活動。
范麗青表示，「我們希望兩岸青年都能夠在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的大潮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

大陸可買台農產品
對於「增加電商通路，幫助台灣農產品拓展大陸市

場」的問題，范麗青表示，大陸方面一直積極幫助台灣
農產品拓展大陸市場，目前，大陸一些知名電商企業，
都已經和台灣當地建立起購銷合作關係，大陸消費者已
經可以從網上購買到台灣農產品。

國台辦：兩岸應聚同化異
積極推動青年交流 落實惠及台農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范麗青昨日在例行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兩岸關係發展是聚同化異的過

程。兩岸存在的分歧不應當影響兩岸的交流合

作，雙方應該多溝通、多交流。她提到，為擴大

兩岸青年交流交往，近期內地多地將舉辦一系列

以兩岸青年創業、創新為主題的交流活動。此

外，范麗青還對「張夏會」舉行時間作出回應，

她表示，一有消息會第一時間發佈。

■■今年今年11月月2828日日，，20152015年海峽兩岸跆年海峽兩岸跆
拳道技術交流暨內蒙古品勢研習會在內拳道技術交流暨內蒙古品勢研習會在內
蒙古呼和浩特舉辦蒙古呼和浩特舉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發言
人范麗青昨日表示，第七屆海峽論壇將於6月13
日在福建舉辦，將結合「一帶一路」、「互聯
網+」等兩岸社會共同關注熱點進行交流。她表
示，論壇為期一周，目前各項籌備工作進展順
利。
范麗青表示，第七屆海峽論壇圍繞關注青年、

服務基層的主題，共策劃了論壇大會和兩岸青
年、基層、經貿交流四大板塊17項活動，由兩岸
76家單位共同主辦。這些活動將會結合當前兩岸
社會關注熱點，比如「一帶一路」、自貿區建
設、「互聯網+」、生態文明等。
此外，論壇還將安排同名村交流、青年創業競

賽、共同家園論壇、職業教育交流等活動，突出
論壇服務基層、青年及促進兩岸基層交流特色。

第七屆海峽論壇下月開幕

香港文匯報
訊 據中通社
報道，針對民
進黨主席蔡英
文日前與企業
座談時，提到
台灣勞工假太
多，隨後又改
口 ， 引 發 爭
議。對此，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昨日
重砲狠批，台灣政治人物的假話太
多，民進黨應清楚表態對於縮短工
時與增加薪資的立場，不該碰到財
團就轉彎。
國民黨中常會13日邀請教育部次

長陳德華與會，報告偏鄉教育創新
發展規劃情形。朱立倫在進行會後
裁示時，用時3分鐘並提高分貝回應
蔡英文。他首先援引蔡英文日前與
企業座談時表示，勞工1年放100多
天的假，的確「放太多」，此番話
引發軒然大波，蔡英文隔天便改口
說民進黨支持勞工每周工時40小時
的政策立場從未改變。
對此，朱立倫反諷：「我要跟蔡
主席講，老實說，台灣勞工假（假
期）太少，政治人物假（假話）太
多，到底哪個是民進黨真正主
張？」
朱立倫表示，他在去年年初就提

出台灣的假太少，很多連假都不能
放，勞工和公務員無法享受高品質
假期，因此特別向「行政院」提出
建議，「行政院」去年進行改革，
從今年開始民眾每次放假都能充分
運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前台灣當局領
導人陳水扁被控在前台北101董事長陳敏薰買官
案洗錢遭到起訴。他通過律師聲請停止審判，台
北地院昨日裁定本案停止審判。
此外，台北地院審理的陳水扁侵佔機密公文

案、係屬台灣高等法院的偽證案，目前也停止審
判。陳水扁所涉案件已有3案停止審判。
台北地院裁定指出，根據台中榮民總醫院、高

雄長庚醫院的診斷鑒定報告，陳水扁有腦神經退
化症，合併中度帕金森氏症候群、語言障礙、輕
度失智症、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和嚴重憂鬱症等
症狀，因病無法到庭，因此裁定停止審判。

台北地院裁定扁案停審

■■朱立倫朱立倫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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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對四川成都的9
旬老夫婦，在補辦相關
手續時被要求證明
「老兩口是老兩
口」，遭遇不小麻
煩，引起社會各界
高度關注。
據了解，王先生
岳母的雙親今年分別
已96歲和92歲高齡，
於1946年結婚，已攜手走
過69年。上月，因要辦理一個
手續，需要二老證明夫妻關係。可家
人發現民國時期頒發的結婚證已遺
失。
王先生稱，當時諮詢了當地街道辦
事處的工作人員，其表示需要老人去
民政部門開夫妻關係證明。而到了當
地民政部門，又被告知目前無法證明

民國時期的婚姻關係是否具
有法律效力。兩個老人
隨後按要求來到公證
處，得到答覆稱，二
老的民國時期結婚
證已無效，建議去
街道辦事處辦理。
於是兩位年近百歲的
老人再重返街道辦事
處。最終，王先生只得

托熟人「走後門」拿到證
明。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楊偉東表

示，相關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應親自下
來走走，詢問街坊鄰居蒐集資料，比
讓兩位老人跑來跑去更有效，「才能
真正貫徹和執行『行政為民』的理
念。」

■ 實習記者 宗露寧 綜合報道

在湖北孝感的孝南區野豬湖附
近，岳姓村民有近2,000人，他
們自稱是岳飛後人，家家掛着岳
飛像、人人會唱《滿江紅》。
據了解，在下岳壪岳金勝家有
一本5冊家譜，為紙質線裝書石
印本。其內容字跡清晰，
家族繁衍脈絡一目了然。
據《澴東岳氏家譜》記
載，孝感澴東岳飛後裔為
岳飛次子岳雷一脈。「家
譜是一世祖岳明三開始修
的，此後經過多次修
訂。」岳明三是岳雷第三
子岳綱的獨孫。73歲的岳
金勝說，家譜是祖傳的，

他是岳明三的二十二世孫。
孝感民俗文化專家李守義說，

對於孝感出現岳氏家譜、疑似岳
飛後裔，他也很驚訝，但該族譜
是民國年間修訂，可信度應該較
高。 ■中新網

「漸凍」妻患病四年
夫求醫不言棄終見好轉終見好轉終見好轉

9旬夫婦結婚70載 難證明「老兩口是老兩口」

日前，甘肅環縣甜水鎮魯掌村小學年屆六旬的趙相儒老師在為混
班的小學生上課。
甘肅慶陽環縣位於陝甘寧交界處的毛烏素沙漠邊緣，自然條件惡

劣，為國家級貧困縣。在全縣119所20人以下農村超小規模學校
中，大部分教師因條件艱苦、職稱待遇解決困難等各種因素流失，
僅有一小半教師堅守。 ■新華社

湖北孝感兩千人自稱岳飛後裔湖北孝感兩千人自稱岳飛後裔

老師別走

郭保才提及妻子的病十分自責：「老伴四年
前發病時只是覺得四肢乏力，因為不影響

生活，也沒引起重視，只是到縣鄉醫院治療。後
來慢慢發展到吞嚥、講話困難。直到兩年前發展
到舌頭青紫攣縮，完全失去講話能力，咽喉麻
痺，吞嚥功能嚴重受阻，才被醫生告知是『延髓
麻痺』（漸凍症發病的一種）。」
儘管被鄭州、北京很多醫院告知，「漸凍症」
治不好，只能靠「力如太」等藥物暫時維持和延
續生命。但郭保才不甘心，更不願讓妻子在家

「聽天由命」，「就算跑遍全國，我們也不會放
棄治療。」

縣級醫院創奇跡
今年2月份郭保才聽說汝州醫緣堂醫院能治療

妻子的病，新年剛過就帶妻子直奔這個位於河南
南部的縣級醫院。「醫院不管大小，只要能治病
就是好醫院。」郭保才說。
可喜的是妻子經過三個多月的治療，病情竟然

好轉了。來之前，她的舌頭已經萎縮成一個棗大

小，現在已恢復到可以說話。出現萎縮的下肢也
恢復了力氣，能緩慢行走了。
院長楊玉華說：「像劉大媽這類延髓起病型漸

凍症，發病快，如果不能及時控制病情的話，將
會漸漸進展為全身肌肉萎縮和吞嚥困難，最後產
生呼吸肌麻痺，導致活活被憋死。」當記者問及
醫緣堂是如何治療時，楊玉華只是簡單介紹說是
以針灸、藥酒、按摩等中醫為主、西醫為輔，更
詳細的治療內容還不便透露，希望有更多「漸凍
症」病人能驗證治療方案。

■記者 高攀 河南報道

20142014年年，，一場呼籲關注一場呼籲關注ALSALS（（肌萎縮肌萎縮

側索硬化症側索硬化症））病人的病人的「「冰桶挑戰冰桶挑戰」」讓人們讓人們

認識了認識了「「漸凍症漸凍症」。」。目前目前，，漸凍症的病漸凍症的病

因不明因不明，，也無法治癒也無法治癒，，病患發病後病患發病後33至至

55年內死亡年內死亡，，只能通過藥物延緩生命只能通過藥物延緩生命，，

被醫學界稱為被醫學界稱為「「超級癌症超級癌症」。」。家住河南家住河南

焦作的劉大媽不幸患上該病焦作的劉大媽不幸患上該病，，然而然而，，老老

伴郭保才卻始終不離不棄伴郭保才卻始終不離不棄，，四處求醫問四處求醫問

藥藥，，與與「「死神死神」」搶奪妻子的生命搶奪妻子的生命。。

■■ 正在針灸的正在針灸的
劉大媽可以自己劉大媽可以自己
喝水而不嗆喝水而不嗆。。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郭保才呼籲大家一旦發現類似病
情一定要及時治療。 本報河南傳真

雲南昭通昭陽區太平辦事處水
塘壩古生物化石搶救性採掘現場
日前發現一具較為完整的、600
萬年前的罕見古象化石骨架，目
前採掘工作正在進行。
據了解，此次發掘的古象看起

來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劍齒象骨
架，目前除了頭骨和下頜骨，古
象身體的大部分都已發現，骨架
分佈比較集中，如此完整的骨架
在中國南方也屬罕見。水塘壩古
生物化石群曾發掘出草食類、肉
食類、水禽類、齧齒類、水族
類、靈長類化石800餘件，從而

填補了亞洲大陸南部700至300
萬年前期間的動物進化「缺
環」，也對人類起源和進化研究
具有重大影響。

■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

雲南現雲南現600600萬年前完整古象骨架萬年前完整古象骨架

位於深圳南山區的雅昌藝術中
心昨日首度開放世界最大藝術圖
書牆，向市民展示5萬多種「全
球最美的藝術圖書」。
據介紹，這面全球最大的藝術

書牆「Artron Wall」，約 50×
30米。由雅昌藝術圖書團隊在全
球內精選自 2,000 家國
內外出版社的5萬種12
萬冊藝術圖書，涵蓋
中、英、法、德、意、
日、西、俄等十大語
系。藏書主要包括全球
限量藝術圖書、經典外
文藝術套書、珍貴古董
圖書孤本；世界頂級博
物館、美術館、基金會
權威出版物；世界權威

大學、藝術院校藝術傑作；國內
大師級藝術系列等。
書牆的一大亮點是收集博物館

和畫廊等專業機構的出版精品，
使得藏書具有很強的學術性和專
業性。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全球最大藝術書牆深圳亮相全球最大藝術書牆深圳亮相

■工作人員正在對古象骨架進行
採掘工作。 網上圖片

■■岳金勝家保存的家譜岳金勝家保存的家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全球最大的藝術書牆全球最大的藝術書牆
「「Artron WallArtron Wall」」 亮 相亮 相 。。

記者李望賢記者李望賢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