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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團3千人搭乘兩岸直航郵輪最大噸量的「海洋
水手號」，昨日上午6時多就抵達台中港，並在

中脈公司董事長周西儉率領下陸續下船，南投縣政府安
排了美人腿公主及電音三太子表演熱烈迎賓，並致贈埔
里玫瑰花及傳統筍餅。
周西儉強調，到南投就是要消費，一定會把卡刷完了
再上船。周西儉率領60名公司領導從台中港出發奔赴
南投，公司更動用73輛旅遊巴在碼頭旁一字排開，相
當壯觀。

暢遊中台禪寺日月潭
林明溱指出，中脈公司依序在昨天、18日及23日，共
帶來約1萬名遊客，首站以南投縣為旅遊軸心，將暢遊中
台禪寺、日月潭等旅遊勝地。南投縣政府與南投縣農會安
排了各鄉鎮農特產、手工藝品，直接在碼頭擺攤銷售，中
脈首發團客相當捧場，包括魚池香菇、信義梅品、名間苦
茶油麵線、中寮焙龍眼、埔里蜂蜜都很受歡迎。
郵輪遊正逐漸成為最能集中創造商機的赴台遊方

式。台灣旅遊業者說，2009年訂定《推動大陸地區旅
客包船來台獎助要點》後，鼓勵多管道入境台灣，目
前已逐漸建構出大陸郵輪來台的觀光契機。業者說，
最早由台灣「觀光局」和香港共同推動的亞洲郵輪專
案，除了台灣和香港，去年11月更有菲律賓和海南島
加入，將協助業者吸引國際郵輪載運大陸旅客來台。
以高雄港為例，去年只有「海娜號」到高雄2航次，
但「中華泰山號」首航台灣後，預估今年兩艘大陸郵
輪將赴高雄港11航次，可望帶來約13,000名陸客。

萬陸客遊南投商機商機11億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大陸南京中脈公

司「員工獎勵團」1萬名遊客，分3次以包船

方式赴台旅遊。首發團3千人搭乘郵輪昨日一

早抵達台中港，直接轉搭73輛旅遊巴直奔南

投縣，南投縣長林明溱特別到碼頭迎接，預估

將為南投創造1億元新台幣以上商機。

陸企獎勵員工包船赴台陸企獎勵員工包船赴台 縣長碼頭親迎縣長碼頭親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建忠 福州報道）福建省住房
和城鄉建設廳近日下發通知，今後台灣建築師持台灣相
關機構頒發的證書，經福建自貿試驗區政府主管部門批
准，可以在自貿試驗區內開展業務。閩自貿區共分平
潭、廈門、福州三個自貿片區，此次閩鼓勵台灣建築師
入閩創業，被指為「壯大自貿區高端服務業」。

與陸企合作開展業務
通知指出，台灣建築師是指取得台灣註冊建築師資

格，在台灣建築服務機構從事建築工程設計，持有台灣
方面身份證明文件的自然人；台灣相關機構是指台灣有
權認定或批准註冊建築師資格的部門或單位。通知並對
台灣建築師「登陸」執業模式進行明晰：應與大陸具有
相應設計資質的企業以合作方式在自貿試驗區內開展業
務，並簽訂項目技術合作協議。
此外，通知還規定合作設計項目的工程設計合同，應
當由合作設計的大陸設計企業與建設單位簽訂，並由符
合大陸規定要求的大陸設計企業的註冊建築師擔任項目

負責人。台灣建築師可在合作設計項目的相應設計文件
圖簽中簽字，並對其質量負責。
分析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大陸建築市場面向台灣建

築師行業，最為開放的政策。此前的2007年，大陸向台
灣地區居民開放了大陸註冊建築師資格考試；2009年
初，台灣37名知名、資深建築師通過大陸註冊建築師管
理委員會的評估認定，獲得大陸一級註冊建築師資格，
符合條件的可以根據大陸有關政策和法規到大陸申請註
冊、執業。

台建築師可在閩自貿區執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陸委
會主委夏立言昨日赴「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接受質詢，他和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的「夏張會」何時登場的問題成為矚目焦
點。夏立言對此表示，雙方目前正在最後確
認日期階段，但保證5月底前一定會舉行，
一旦確定日期會在第一時間對外公布。

雙方將就多項議題交換意見
至於「夏張會」的地點和議題，夏立言表

示，此次「夏張會」地點在金門，因此雙方
將會討論攸關金門民眾權益的議題，如飲
水、海漂垃圾、非法捕魚、小三通等；此
外，雙方也將針對重大議題交換意見，例如
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飛航安全、陸客赴
台中轉、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等，也都將
進行討論，希望達成一定的協議。
此外，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將於本

月24日訪台，其間將與海基會董事長林中
森會面，外界關切是否代表兩岸兩會第11
次高層會談的腳步近了。夏立言表示，
「夏張會」後，第11次兩岸高層會談很自
然就會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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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馬英九昨日表
示，過去23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證明，「九二共
識」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兩岸關係與「九二共
識」相合則旺、相離則傷、相反則蕩。
由「陸委會」主辦的「兩岸關係回顧與展望」研

討會昨日在台北舉行，馬英九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
「開創台海和平，邁向區域繁榮」的講話。
馬英九強調，「九二共識」是經過各方認可同意

的重要共識，它使兩岸由戰爭邊緣走向合作交往，
台海局勢從暗潮洶湧轉向和平繁榮。針對台灣一些
人士對「九二共識」有歧見，提出要建立新的兩岸
論述，馬英九認為，無論是在台灣內部，還是在兩
岸互動過程中，這些新的主張都無法獲得台灣社
會、大陸方面的認同與信賴。

日食品輸台須附產地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衛福」主

管部門今日起實行日本進口食品產地、輻安新措
施。沒有產地證明文件、特定地區特定食品輻射檢
測合格文件的日本食品不能通關進入島內市場。
台灣在2011年三一一東日本大震災後，禁止福

島、櫪木、茨城、千葉、群馬核災5縣的食品進
口。今日起，台灣要求這5縣以外的食品須附產地
證明，東京都、靜岡縣等特定地區生產的水產品、
茶葉、嬰兒食品等3大類逾800項的「高風險產品」
要附輻射檢測證明。

馬英九：「九二共識」是兩岸發展關鍵

■■南投縣政府安排了美人腿公主南投縣政府安排了美人腿公主
及電音三太子迎賓及電音三太子迎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京中脈公司南京中脈公司「「員工獎勵團員工獎勵團」」首發團首發團33千人搭乘郵千人搭乘郵
輪昨日抵達台中港輪昨日抵達台中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一 座 段 家
樓，半部北洋
史。」由時任北

洋政府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投
鉅資興建的段家樓位於河北省石
家莊市井陘礦區，是太行山地區
規模最大的德式民國建築群。從
今年5月開始，當地將對此進行
大規模修繕保護和旅遊開發，段
家樓即將以全新的面目示人。
石家莊市井陘礦區是百年煤

都。1912年，當地民營企業家為
抵禦外資入侵，邀段祺瑞入股辦
礦，在礦區成立了正豐煤礦股份
公司，段祺瑞隨後請弟弟段祺勳
任礦公司總經理。1913年，曾留

學德國的段祺瑞開始在礦區按照
德式風格修建辦公居住場所，其
家人在此常年居住，俗稱段家
樓，其做工精細，是華北地區不
可多得的德式建築風格與中國古
典建築藝術完美結合的建築藝術
珍品。 ■中通社

祖孫三代同日生

學霸入讀阿聯酋大學 獲180萬獎學金

天津首家葫蘆博物館「葫蘆廬藝術館」近日落成並免費
對市民開放。約500平方米的葫蘆博物館由天津非物質文
化遺產「葫蘆廬」第四代傳人趙偉創辦，館內展示了
18,000多個形式各異的烙畫、雕刻、範製、葫蘆酒等工藝
的葫蘆製品，盡展中國葫蘆藝術的魅力。 ■中新社

河北修繕段祺瑞故居攬客河北修繕段祺瑞故居攬客

段祺瑞

■■段家樓一角段家樓一角。。 新華社新華社

■侵華日軍隨軍記者
在廬山拍攝的戰地原
照。 本報江西傳真

■湖南通道侗鄉首現雕版印刷。
本報湖南傳真

■■醫院送來三層蛋糕為一醫院送來三層蛋糕為一
家三代慶生家三代慶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就讀於河南鄭州二中的學霸范谷雨不僅
學習成績出類拔萃，且曾獲「最佳辯手」
稱號，優異的表現使他近日被全世界錄取
率最低、位於阿聯酋的紐約大學阿布扎比
分校錄取，該校更為他提供了高達180萬
元的天價獎學金。
TOEFL 考了 119 分，SAT 拿到 2,320
分，美國大學預修課程中四門課程取得滿
分，雖然能拿到這樣分數的人也不在少
數，但是很難想像年紀輕輕的范谷雨曾在
2013年全球青少年領袖高峰論壇中獲得
「最佳辯手」稱號，他還曾幫助美國北卡
羅來納州立大學及南開中學研發計算機軟
件，協助北卡教授面試北京大學研究
生……課餘時間，他更喜歡練習武術、看
圍棋比賽等等，其全面的發展才讓這所世
界「神校」拋來橄欖枝。

成功率低於1% 四年學費全包
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每年招收13名男
生，其申請成功率僅為0.97%，被譽為世

界最難考上的大學之一。雖然范谷雨也通
過了哈佛等名校的面試，但是考慮到師資
優異（來自世界各個領域的專家）和高額
獎學金，他最終選擇了這所「神校」，使
其四年的本科學習中不用花家裡一分錢。

■記者曹宇 鄭州報道

�

江西省檔案局工作人員日
前在徵集抗戰檔案過程中，
發現一張侵華日軍隨軍記者

在廬山拍攝的戰地原照。據《南
昌晚報》報道，該照片長6.8厘
米，寬5.2厘米，於廬山秀峰下秀
峰寺前拍攝，畫面上秀峰寺牆壁
彈痕纍纍，日軍陸軍101師團101
聯隊聯隊長飯塚國五郎少將臨時
墳墓設於秀峰寺旁。墓碑正面書
「故飯塚部隊長之墓」，右側書
「昭和十三年九月三日戰死」，
一位大鬍子日軍向墓碑致哀。
據檔案部門工作人員介紹，

1938年8月，廬山抗戰期間，飯塚

國五郎率
軍駐紮廬
山 秀 峰
寺，殺光
了寺內僧
侶；9月
3日，率
領侵華日
軍攻擊廬
山 東 牯
嶺，被中
國守軍擊
斃於山道
上，震驚日本朝野。

■實習記者牛琰江西綜合報道

江
西

四塊精雕細刻的雕版，一
塊刻有「衣紗河」字跡的木
板上，清晰刻着兩套男女服

飾，其餘雕版均刻着文字，其中一
塊「太上洞河靈寶十萬」的字樣佔
據了開頭和結尾，是用來祭祀的；
另外兩塊通體黑色的木板上，可清
楚看到「通牒」、「冥界」、
「卒」等字，是人死後用於通往冥
界的「通關文書」習俗。近日在湖
南通道縣申報中國傳統村落過程
中，這件由村民楊顯培祖傳下來的
雕版印刷被發現。
雕版印刷技藝始於隋，盛於明

清，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通
道縣文物局局長楊少勇稱，「刻

有民族服飾的雕版印刷更為罕
見，具有相當高的歷史、文化和
藝術價值。木板上的文字內容、
具體作用及它們的年代，還需要
進一步考證。」 ■記者董曉楠

通訊員吳奇頤湖南報道

通道縣現罕見雕版印刷通道縣現罕見雕版印刷
湖
南■范谷雨在

演講。
本報河南

傳真

■■范谷雨經常參加各種活范谷雨經常參加各種活
動動。。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傳承非遺

一家三代同一天出生，概率低於二十七萬分

之一，四川成都高女士一家卻「中獎」了！5

月7日，高女士和丈夫在成都瑪麗亞婦產兒童

醫院迎來了他們的愛情結晶。稱奇的是，她們

一家從外婆、媽媽到兒子剛好都在5月7日這

天出生。 ■《華西都市報》

27萬分一機會

侵華日軍廬山祭原照曝光侵華日軍廬山祭原照曝光

「真像是命中注定一樣。」高女士丈夫
說：「孩子剛出生，我就給醫生說，

這是我送給老婆最好的生日禮物。」醫生才
知道孩子的出生日期與產婦的生日是同一
天。高女士才告訴大家，其實自己母親生日
也是5月7日。

爺爺百歲 一家兩奇跡
據高女士丈夫介紹，妻子身體素質很好，

大學時還是國家二級運動員，他常陪妻子參
加瑪麗亞的孕教課，受益匪淺，也讓妻子的
孕期無比順暢，沒有出現過任何異常問題。
5月6日，高女士出現臨產徵兆，請救護車

護送至醫院。7日凌晨兩點，開始不規律宮
縮，宮口仍舊只開了3指，幾乎要放棄順產的
希望，但她仍在堅持，幸好此時幸運降臨，
麻藥過後，醫生檢查發現產婦高女士宮口已
經全開，早上7點30分，產婦進入產房開始
分娩，7點55分，男嬰成功降生了。
據醫生介紹，一家三代人同一天生日非常

罕見，這種概率大概為272,910分之一。而
且，高女士的母親、高女士本人和高女士兒
子都是順產。
其實，高女士一家除三代人同一日生日

外，還有一位已經103歲高齡的祖爺爺。據
悉，這位老人是目前成都還健在的762位「長
命百歲」老人之一！高女士一家創造了兩個
奇跡，目前在全四川可能也找不出與她家情
況相同的第二個家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