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局稱礦場未擴採「立委」斥玩文字遊戲

雲台會開幕
張志軍：保障台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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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知名導演齊柏林不幸墜機身

亡，台空軍昨日早上出動兩架C-130運輸機，運送齊柏林等遺體從花蓮

回到台北，讓齊柏林最後一次俯瞰自己關心着的台灣大地。與齊柏林深

交的台灣作家劉克襄臉書（Facebook）公開兩封2008年齊柏林的信

件，齊柏林在信中寫道：「我開始領悟要以虔誠謙卑的心來記錄台灣，

把這份工作當成一輩子的使命。」

齊柏林生前志向：畢生記錄台灣
友人公開信件 空軍專機送遺體歸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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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譚旻煦昆明報道）
第六屆雲台會昨日下午在雲南昆明開幕，國
台辦主任張志軍出席開幕式致辭時指出，當
前形勢下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切實保
障台商利益，今後還將出台更多促進台灣同
胞到大陸投資的政策。
張志軍表示，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

體。去年5月20日以來，民進黨當局不承認
「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致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遭到破
壞，兩岸聯繫溝通機制中斷，各領域交流合
作受到衝擊，和平發展成果不斷流失。兩岸
同胞尤其是台商朋友倍感憂慮。
張志軍續指，去年以來，在實現台灣居民

與大陸居民基本相同待遇、切實保障台商合
法權益、支持台資企業轉型升級、幫助台資
企業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幫助台資企業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支持台灣青年來大
陸發展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具體措施。
張志軍強調，當前大陸方面願意首先同廣

大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歡迎台灣同
胞來大陸投資興業。將繼續研究出台相關政
策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就業、創
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將切實維護台胞的
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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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進駐101 庫克推文邀民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國蘋果

公司（Apple）在台灣的首家直營店將於近
日開幕，地點確定在台北101大樓，讓民眾
體驗Apple完整的產品和服務，同時也能聚
在一起創作、分享和學習。
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
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蘋果進駐台北
101，歡迎大家「有閒來坐」。

據悉，齊柏林在18歲那年看了劉克襄一
篇生態散文，燃起對環保的興趣，齊

柏林的《看見台灣》拿下金馬獎後，馬上傳
簡訊給劉克襄感謝他的啟蒙。劉克襄也經常
在演講中，用齊柏林的例子激勵這一代年輕
人，「他是台灣人追求夢想的典範。」

敬畏自然 珍愛土地
劉克襄11日晚在臉書公開2008年齊柏
林寫給他的2封信，一封提到自己搭直升
機的體驗和心情，像是「覺得自己像美國
大兵，如同去叢林搜索作戰」、「每次飛
行都感覺自己像老鷹」、「遇到強風亂流
雖然害怕，就把它當作是風的SPA」，並
認為從颱風地震後，更敬畏大自然的力

量，要用虔誠謙卑的心記錄台灣。
第二封信則講述自己喜愛大自然的啟蒙

過程，高中開始開始對山林蟲鳥的攝影作
品產生興趣，為此存錢買單反相機和長鏡
頭，又受到劉克襄「旅鳥的驛站」攝影書
的啟發，立志從事攝影工作。
齊柏林在信中表示，進入職場以攝影為

業飛上天空只是一種商業的行為，他在空
中飛行拍照時看不到美麗的台灣，開始懷
疑台灣是個寶島，這個疑惑讓他下定決心
要記錄台灣，讓更多人看到台灣土地的真
實面貌，才會去珍愛台灣。

曾協助空軍拍攝
劉克襄表示，希望通過兩封原封不動的

信，「讓大家更認識這位真性情的老弟。」
據介紹，齊柏林過去與台空軍合作密

切，曾協助空軍拍攝紀錄片和微電影，也
曾計劃拍攝空軍救護隊的電影，空軍司令
部在臉書放上空軍救護隊與齊柏林的合照
表示哀悼。台防務部門也對齊柏林不幸罹
難，表達遺憾與不捨。
3名罹難者遺體運抵台北松山機場後，隨

即運往台北第二殯儀館安置，家屬也隨行
在側。意外發生得突然，齊柏林太太頭戴
印有「看見台灣」的帽子、戴着口罩，難
過到身體癱軟寸步難行，幾乎是在兩旁的
友人攙扶下才能行走。陳冠齊的媽媽也低
着頭啜泣，無法言語。後續也有曾跟着齊
柏林工作的攝影助理到場，見到曾一起合
作的夥伴，雙雙抱頭痛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齊柏林5月重
返太魯閣時，曾感嘆位於當地的亞洲水泥（下稱
「亞泥」）礦場比5年前拍攝《看見台灣》時挖
得更深。齊柏林不幸罹難後，其合作者通過臉書
發出齊導日前拍的照片，島內環保團體之前發起
的「撤銷亞泥非法展延」連署，昨日就已逼近 7
萬人，「跑得比開票還快」。
台「經濟部」礦務局回應說，礦場並未擴大開

採，且比較近5年的前後照片，綠化復育有相當程
度改善。礦務局也感謝齊柏林對台灣環境及礦業的
關心，表態將持續要求「亞泥」做好復育工作以減
少裸露面積。當局環保官員則稱，對於礦場要做環

評的立場不變。「亞泥」也澄清說，礦場經過5年
綠化，復育面積增加4.5公頃，達58.5公頃，已佔
開採面積約72%。 但是有部分「立委」對此提出
質疑，民進黨「立委」林淑芬昨日說，採礦是「體
積」而非「面積」，「經濟部」礦務局的回應是在
玩文字遊戲。「亞泥」近20年開採總量達1.2億公
頃，相當於95,000個標準游泳池。
林淑芬下午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發文表

示，礦務局稱「亞泥」未擴大開採作業面積，但整
座山已從海拔776m挖到295m，再多綠化與視覺景
觀，都無法否認大量開採造成環境影響的事實。這
難道不是齊柏林說的「亞泥挖得更深」嗎？

星國惋嘆 紀錄片界的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看見台灣》導演齊柏林墜機身
亡，新加坡電影人同感哀痛，新加
坡電影協會副主席暨新加坡華語電
影節聯合策展人李富楠指出，齊柏
林為台灣的紀錄片找到一個新的方
向。
李富楠昨日受訪表示，齊柏林

墜機身亡，讓人難以置信，對台
灣紀錄片、華語紀錄片都是很大
的損失，他着實想不到有哪一位
導演或紀錄片工作者，可以做到

有如齊柏林這樣的企圖心。
他指出，齊柏林是很認真的創

作者及電影人，不僅重視台灣生
態及環保議題，更利用關懷環保
角度，透過攝影鏡頭以空拍模式
擴大到台灣以外的地方。
新加坡媒體也相繼報道齊柏林

墜機身亡的不幸消息。《聯合晚
報》引述星國華語電影節策展人符
詩專報道說，齊柏林相當關注環保
議題，《看見台灣》獲得海內外影
壇的重視。

■■台空軍昨日早上出台空軍昨日早上出
動的動的C-C-130130運輸機載運輸機載
送齊柏林的遺體從花送齊柏林的遺體從花
蓮回到台北蓮回到台北。。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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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源同鄉會日前於元朗環保農莊舉辦逾200同
鄉參與的燒烤親子活動。雖然當日天氣酷熱，但被鄉
親們的熱情掩蓋。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全埸充滿活力
氣氛，體現出同鄉會弘揚的「東源是我家，同鄉齊參
加」精神。
當日出席活動的有立法會議員梁志祥、香港東源同鄉
會首長程戈、陳冬梅、陳勇威等。活動內容包括燒烤、
親子活動遊戲等，令各鄉親及小朋友樂而忘返。現場亦
有各首長贊助的文具用品送給小朋友，各出席者也有神
秘小禮物。
香港東源同鄉會本着愛國愛港愛家鄉精神，定期舉辦

各類聯誼鄉親活動。全力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支持
愛國愛港人士，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是次活動亦

增加了親子元素，教導下一代有愛國愛港的精神，舉辦
相當成功。是次活動分別由該會會長程戈、秘書長陳勇
威及各東源理監事統籌。

首場Jam Party日前在長江集團中心舉行，以爵士樂及
五重奏方式，演奏歌曲如《Monica》、《每天愛你

多一些》、《我的驕傲》、《紅日》、《喜氣洋洋》等，
吸引大批上班一族圍觀。截止到7月1日期間，長江集團
將繼續在港、九、新界巡迴舉行《20 x 20 Jam Party》，
與巿民「一同jam歌，歡樂encore！」
接下來數場的Jam Party將於以下地點舉行：中環中

心、1881 Heritage、黃埔新天地黃埔號、置富都會、馬鞍
山廣場、沙田置富第一城、置富嘉湖、麗港城商場，以及
荃灣麗城薈。
不同場次的Jam Party會以不同的音樂風格演繹歌曲，

如爵士樂、電子音樂、弦樂五重奏、中樂五重奏、搖滾
樂、結他合奏、夏威夷小結他合奏、無伴奏合唱、合唱
團，以及鋼琴演奏等。

參與Jam Party演出的樂手均是資深音樂人，包括：
爵士樂隊Ted Lo Quartet，由音樂界享負盛名的Ted

Lo 帶領。
弦樂五重奏的樂隊Symbiosis Strings，成員大多是香港

管弦樂團及香港小交響樂團的客席樂手。
表演中樂的「陳璧沁與友人中樂五重奏」的樂手獲獎甚

多，當中之團員更曾獲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國慶文藝晚會
中演出，團員賴應斌，更是中央音樂學院首位獲揚琴演奏
碩士學位的香港本土音樂家。
鋼琴演奏的陳雋騫於2005年獲得香港十大青少年藝術

家年獎，他曾參與多個音樂演出，包括與香港管弦樂團合
作的表演。
搖滾樂隊由Mike Yuen帶領，他曾與多位歌手合作，包

括陳柏宇、林奕匡等。

此次展覽東京中央得知遠室主人之支持與信任，從
東瀛攜來其珍藏已久的吳王二人精彩佳作。知遠

室主人師承日本著名書法篆刻大師梅舒適，同時喜收
藏，亦精鑒別。年輕時就熱衷於收藏中國書畫，遍訪
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等地，尤其收藏有大量吳昌
碩、王一亭書畫，與中國眾多書法繪畫名家交好。此
次展覽時隔四十餘年，再現知遠室主人集畢生精力收
藏的吳王精品，呈獻一堂，實乃藝林之幸事盛事。
展覽中，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日本各界著名學
者、知名人士親臨現場，相互指導交流，氣氛熱烈，
并對此次文化盛宴讚不絕口。對他們的到來，東京中
央由衷地表示感謝。本次展覽還特別得到在香港日本
國總領事館的大力支持，正是有他們的鼓勵與捧場，
方有此次展覽的圓滿成功。
同時此次展覽東京中央聯袂三圭社為個人藏家精心

製作了大型精裝圖冊《一亭墨戲》及《昌碩墨妙》系
列知遠室書畫文物叢書兩冊，並得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松丸道雄先生親自為之作序，講述其父松丸東魚與王
一亭後人的趣聞軼事，更是錦上添花。
東京中央作為日本首家公開進行中國美術品拍賣

的公司，一直秉承「推廣文化．重視交流」的核心
理念，不遺餘力的進行中日文化交流活動。今年是
繼2014年《缶墨東遊》後東京中央第二次參加香港
國際古玩展，也取得了業內人士和廣大民眾的廣泛
好評。此次展出的吳昌碩、王一亭的精品佳作，每
一件都凝聚着兩位大師於詩書畫印中見證中日翰墨
交流的歷史。這些難得一見的中國美術瑰寶，不僅
向世人展現出中國近代書畫中所凝聚的文化精粹，
同時通過此次觀展活動，也為中日文化交流傳承添
上精彩的一筆。

端午佳節前夕，「信和友心人」義工隊與循道衛
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深水埗
綜合社會服務處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合辦「信和愛
心探訪」系列端午節愛心探訪活動，近50位「信和
友心人」義工向深水埗及荃灣區120戶基層家庭送
上節慶禮物與關懷，共慶端午佳節。
信和集團副總經理邱文華表示：「過去7年，集

團透過『信和愛心探訪』計劃向基層家庭及長者送
上祝福和心意。義工隊持續探訪，為彼此的生活注
入正能量，互相勉勵，並繼續把傳揚關懷、服務社
群的精神帶到社區。」
據悉，信和集團多年來積極參與各項關懷社區和
環保活動，以及推廣各類型的藝術及文化項目。在

企業社會責任上致力於4大範疇，包括「信和友
心」、「信和綠色」、「信和藝術」以及「信和保
育」。集團自2012年9月起獲選為恒生可持續發展
企業指數成份股之一。

■長江實業企業事務總監班唐慧慈(右四)、和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總經理徐建東
(左四)、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禧(左三)，以及長江實業副首席經理徐秀婉
(右三)出席於長江集團中心舉行的首場《20 x 20 Jam Party》，與爵士樂隊Ted Lo
Quartet合照。

香 港 東 源 同 鄉 會 舉 辦 燒 烤 親 子 活 動「信和友心人」與基層家庭齊賀端午

■香港東源同鄉會舉辦燒烤親子活動，賓主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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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碩墨妙．一亭墨戲」展覽完滿成功
上月杪舉辦的香港國

際古玩展上，由東京中
央在展場內套辦的特
展：「昌碩墨妙．一亭
墨戲」知遠室藏吳昌碩
．王一亭書畫文物展獲
得有口皆碑的成功。展
期5天展出收藏於東瀛
難得一見的吳昌碩、王
一亭兩位大家的珍貴作
品近百件。這不僅是一
次中國美術品賞饗宴，
同時也是一場中日文化
交流的盛會。

長江集團慶特區成立20周年
呈獻《20 x 20 Jam Party》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20周年，長
江集團特別呈獻《20
x 20 Jam Party》，在
港、九、新界與廣大
巿 民 一 同 jam 歌 慶
祝。透過新城電台網
站，早前廣大市民已
投票選出20首大家最
喜愛的歌曲，此20首
歌曲將由不同風格的
音樂人以不同的演繹
方式，在不同地點，
將歌曲帶給廣大市民
欣賞。

■■一眾嘉賓為展覽隆重開幕剪綵一眾嘉賓為展覽隆重開幕剪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