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自稱「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民進黨「立

委」的陳亭妃昨日上午表示，她將在「委員會」提案，要求「外交部」將駐外機

構中的「台北」改為「台灣」，以免被當成是中國的一個省。對此，中國社會科

學院台灣研究所選舉研究室主任冷波對本報表示，此種試圖修改台灣駐外機構名

稱的做法是極其嚴重的「去中國化」行為， 「駐外機構所代表的政治意涵濃

重，改名一旦實施將透露強烈的政治訊號，是對大陸底線的明顯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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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擬提案駐外機構改稱「台灣」
圖謀進一步「去中國化」 專家警告勿挑戰底線

親綠的台灣智庫昨日的民調記者會公佈，66.7%的民眾
認為應該將台駐外機構名稱改為「台灣代表處」。據

悉，此次民調共有1,072份，針對年滿20歲以上的民眾，
由民進黨籍台中市長林佳龍擔任董事長的台灣智庫，委託
趨勢民調公司在12月19日到20日期間進行調查。
陳亭妃聲稱，蔡英文即將要出訪，這份民調給予外交上

很大方向和指標。她指出，既然民調顯示有五成一民眾認
為參與國際活動要用台灣，「外交部」不能自己態度保
守，這是台灣人民的需求。她稱，他們馬上會提出要求，
希望以最快速度給「外交部」直接建議更改外交機構的名
稱。

小動作不斷 蔡難圓其說
冷波稱，自蔡英文上台後，「去中國化」小動作便一直

未斷，但最終蔡英文的施政定位還未脫離「5·20」講話的
範疇，但若是此次修改駐外機構名稱的提案成為現實，那
勢必將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不僅大陸方面對蔡英文的評
估將朝着另一個方向調整，這也違背了蔡本身提出的所謂
「維持兩岸現狀」，「修改駐外機構名稱，無疑是慢慢改
變兩岸現狀的舉動。」
冷波指出，自「5·20」後其實兩岸之間已毫無互信，蔡
當局不僅無彌補修正之意，反而一意孤行，絲毫不為台灣
人民福祉着想，一再做出「去中國化」、挑戰兩岸關係底
線的行為，而對此大陸必會做出相應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
究院副院長李振廣近日在北京表示，今年「5·20」以
來，兩岸機會之窗因一些意外事件正逐步收窄，2017年
兩岸關係將趨於複雜化。
李振廣表示，「5·20」以來，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

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導致兩岸兩會協商談
判中斷、國台辦與台灣方面陸委會的溝通機制停擺。目
前兩岸關係沒有共同政治基礎，兩岸民間對抗性情緒也
在上升。從總體上看，兩岸關係與之前8年和平發展的
局面相比，出現明顯的整體性倒退。
他認為，蔡英文「5·20」講話雖未明確承認「九二共

識」，但提到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和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這是兩岸關係的一次重要機會之窗。大陸一直期待
蔡英文繼續把答卷答完，說明這一機會之窗還保留着。
「民進黨要把握住正在流失的機會之窗，應盡快把兩

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核心意涵正式確定下來。」李振廣
指出，相對於「九二共識」，民共間要達成新共識的
話，需要在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問題上作出更明
確、更肯定的回答。只有如此，新共識才能得到大陸民
眾的認同和支持，兩岸關係才能避免滑向對峙、對抗的
螺旋上升。

「機會之窗」將收窄
展望2017年，李振廣表示，兩岸關係將趨向複雜化。

面對特朗普這種非典型性政治人物
給兩岸關係帶來的挑戰，大陸要作
好鬥爭的準備，台灣要作好吃苦的
準備。民進黨當局若尋求所謂的美
國和日本保護的話，台灣付出沉重
經濟社會代價是不可避免的。
李振廣認為，在美國的介入下，

兩岸關係將更趨緊張和複雜，民共
對話及達成新共識的機會之窗將大
幅收窄。唯一可能改變局面的機會是盡快達成明確含有
一個中國原則的新共識，否則兩岸鬥爭模式一旦開啟，
較長期內這樣的機會之窗將不復存在。

學者料明年兩岸關係趨複雜

■李振廣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
上午，福建南安市的石井鄭成功廟前
人頭攢動。來自「成功故里」的鄭成
功神像從這裡起駕，將進行為期十天
的首次赴台巡境。
鄭成功是福建南安石井鎮人，300多
年來一直作為民族英雄被海峽兩岸人
民傳頌。在台灣，鄭成功又被稱為
「開台聖王」，島上有祭祀鄭成功的
宮廟社團170多個，信眾達200多萬。
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理事長鄭道聰

表示，鄭成功是兩岸民眾不可分割的
親緣、神緣，成功信仰成為溝通兩岸
民眾情感的橋樑和紐帶。近年來，越
來越多的台灣信眾都期盼鄭成功神像
赴台祈福巡安。
台北「護國延平宮」開山住持王慶

文說，此前報名接駕的廟宇多達137
家，但因為行程有限，最終神駕只駐
駕其中12家。「我們希望，將來石井
成功廟『護國天尊延平王』神駕常
來，甚至形成一種固定機制，讓更多

台灣信眾與成功神尊親密接觸」。此外，泉州
南安市的高甲戲劇團也將隨行演出，為台灣民
眾帶去精彩的高甲戲《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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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一家求
職機構昨日在台北公佈的調查顯示，上班族對
職業生涯與人生感到茫然時，常「求神問
卜」，逾八成台灣上班族算過命。
據悉，yes123求職網昨日公佈的「職場命理

與工作方向調查」顯示，高達81.1%的台灣上
班族曾算過命。其中，12.2%的人算命次數超
過10次，平均每人算過4.3次。
調查指出，求職或創業前，有高達77.2%的
人認為祈求神明保佑是有幫助的。
對於不少受訪者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無」的態度，yes123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呼籲上
班族「別忘了『天助自助』」。他認為，提高
自身競爭力才有助於成功轉職、升遷或創業。

台逾八成上班族算過命

■■陳亭妃陳亭妃（（左二左二））表示表示，，她將在她將在「「委員會委員會」」提案提案，，要求要求
「「外交部外交部」」將駐外機構中的將駐外機構中的「「台北台北」」改為改為「「台灣台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鄭成功神像起駕鄭成功神像起駕
赴台赴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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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岸上26日起張貼了多張通告，
顯示明年4月30日前，考古隊將

在江口大碼頭至江口崖墓博物館區間的
河道內進行考古發掘。

完成圍堰明年4月底前發掘
圍堰施工隊在11月25日進場，目前
圍堰已經完成，張獻忠沉銀中心區域之
一將迎來首次考古發掘。文保部門相關
人士表示，江口沉銀遺址即便有船，也
早就毀了，船上的物品散落四處，夾雜
在河床砂石中。所以要利用圍堰，把水

排乾了再發掘。
此次考古發掘項目的領隊之一、國家

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員
周春水表示，此次考古發掘如果進展順
利，2017年4月30日前，在發掘完批
覆的2,000平方米區域後，將根據情況
向下游繼續發掘。

學者：江裡寶物定比已出土多
張獻忠沉銀遺址早前被盜掘，多件文
物被變賣到全國各地。四川省警方今年
10月追回逾千件文物，包括「虎鈕永

昌大元帥金印」，據報涉案交易金額高
達3億元人民幣。另有70名疑犯落網。
張獻忠是陝西延安人，1630年參加

農民起義，一度佔據武昌、長沙，控制
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區。1646
年，張獻忠在四川西充鳳凰山與清軍戰
鬥時被箭射死，兵敗四川時曾有大量金
銀財寶沉入岷江。
根據文獻，張獻忠沉入岷江的財富

「累億萬，載盈百艘」，甚至有指是
「千船沉銀」。有學者指出，實際可能
沒有這麼多，「幾艘是有可能的，幾可
肯定的是江裡的寶物，肯定比已經出土
的多」。而出土的文物對研究明末清初
四川地方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張獻忠
傳論》作者袁庭棟表示，江口鎮是歷代
水戰主要戰場，故江底除了有金銀財
寶，還可能藏有當年掉落的兵器。

穿過一條古色古香的老街，曲徑通幽處一塊牌匾上豎
排的「世界報刊博物館」幾個大字，讓人眼前一亮。
這處隱沒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鬧市中的文化場所，

藏有世界各地報紙刊物上千種，還有各類有特色的圖
冊、圖書、刊物創刊號和特刊號3萬冊，號外收藏
1,500餘種、1萬多份。
「藏品數量之多品種之廣在內地也屬罕見」，這家私

家博物館負責人王佔義指着《華僑報》、《僑報》、《世
界日報》等一些內地民眾甚少看到的報紙對記者說。

港澳台報紙最齊全
在這處僅有20平方米的博物館，陳列着數百種海

外華文報紙。王佔義說：「港澳台地區的報紙種類是
最全的，全部有。」

除此之外，這些華文報紙中關於香港回歸、澳門回
歸、汶川地震等事件的「號外」都被王佔義專門挑揀
出來擺在醒目位置。
在博物館內，還有一張偌大的3D《齊魯晚報》，

觀眾可戴上3D眼鏡觀看。王佔義笑着說，類似這樣
的3D報紙，在博物館內還有很多。
「這裡的寶貝太多了，有連體報、金箔報、銀箔報、

絲綢報……」參觀中，王佔義說，有些人甚至對號外的
說法都很陌生，這裡完全可以成為一座新聞培訓學校。
唯一遺憾的是，博物館的面積有些小，一些真正震撼的
報刊還未能給予其應有的待遇。
關於這座世界報刊博物館的未來，王佔義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來此參觀，認知中外報刊的「真面目」。
■中新社

距離圍堰還有幾百米遠，臨江的路邊被護欄遮
擋住，攝像頭也多了起來，從道路通往圍堰的兩
條路口均有警方人員把守，如果沒有佩戴相關部
門製作的證件，任何人員一律不准入內。所有作
業，都在圍堰上的監控系統下進行。
此次考古發掘區域僅2,000平方米左右，但考

慮到排水等因素，圍堰內區域實際面積已有近萬
平方米。工地上的工人也收到了一道「死命
令」：一律不准下到圍堰內的區域，一旦發現，
馬上扣3天工資；如違法，馬上移交警方。
事實上，從圍堰施工隊11月25日第一天進場開
始，彭山文物、公安等部門的人也一併進場，和圍
堰上的監控一起，實施24小時不斷監控。即使調
整放在圍堰區域內抽水泵的位置，也必須給文物、
公安部門報告後，並有文物、公安部門人員同時在
場才能下圍堰作業。作業結束，工人上到圍堰後，
還要接受金屬探測儀等檢查，才能離開。
通告明確規定：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
不准使用航拍器拍攝考古現場。 ■《成都商報》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二連浩特市
26日晚上氣溫寒冷，街道照明燈
光在冰晶折射下，形成罕見垂直
沖天的「日柱」。央視相關報道
及照片也引起網民討論。
報道指出，內蒙古錫林郭勒盟
26日晚上約7時30分至9時30

分，出現日柱現象。建築物的照
明燈光被反射成一道道光柱，讓
人如同置身於「童話小鎮」。

網民：道友飛升了
報道提到，天氣很冷時冰落地會

成平板狀，而太陽正好升起或落下
時，冰晶反射的陽光幾乎完全垂
直，便會產生「日柱」。當地26
日晚間出現的便是照明燈光受冰晶
燈光折射而形成的日柱效應。
對此，許多網民留言討論，有

人直呼「哪位道友在此飛升？」
認為照片中的景象宛如仙境。

■央視微博

四川眉山市警方破獲「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文物盜掘倒賣案

後，經國家文物局批覆，四川文物部門將於明年4月30日前對「江

口沉銀遺址」進行首次考古發掘。據了解，是次考古挖掘將會採取圍

堰抽水的方式，從而層層發掘河床。有學者表示，河底藏有的寶藏可

能比床面還要多，甚至可能挖掘出兵器。目前，在可目測範圍內不難

看到，岷江河道內，3條總長約1.5公里的圍堰內裸露的河床——這

就是張獻忠沉銀的中心遺址。 ■綜合新華社和《成都商報》報道

抽乾河道探寶

「世界報刊博物館」藏數百種華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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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獻忠沉張獻忠沉銀銀遺址首發掘遺址首發掘

內蒙古現罕見日柱

■隱沒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鬧市中的
「世界報刊博物館」。 網上圖片

■內蒙古二連浩特市出現日柱
現象。 中新社

■沉銀遺
址的文物
「虎鈕永
昌大元帥
金印」曾
經被盜。
資料圖片

■■警方展示追回警方展示追回
的五十両金錠的五十両金錠，，
上面刻有上面刻有「「長沙長沙
府天啟元年足金府天啟元年足金
五十両五十両」」等字等字
樣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明年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明年44月月3030日前將進行考古日前將進行考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