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第一家蘋
果直營店昨日在台北101大樓開幕，大批
蘋果粉絲在大樓外排隊等候到開店後，就
湧入店內選購心頭好。 ■文/圖：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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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朱燁、凱雷 綜合報道）台灣駐外代表處近來麻

煩不斷，尼日利亞政府當地時間6月30日派遣25名武警上門，將台駐尼

日利亞代表處封鎖，並強制駐處人員離開。尼方年初已舉行過記者會，表

示基於「一中原則」，要求台灣辦事處改名並遷出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

並表示若不改名、遷址，就將採取相應動作。

尼日利亞封鎖台駐處
要求更名遷址未果 派武警驅離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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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個台代表處更名或遭關閉
6月13日

6月14日

6月15日

6月27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凱雷

中國與巴拿馬在北京簽署建交公報

巴林、厄瓜多爾、阿聯酋迪拜和約旦4個「非邦交國」要
求台灣將設在其境內的辦事處中的「中華民國」或「台
灣」等字眼刪去，否則將摘牌

台灣設在阿聯酋迪拜的辦事處已更名為台北商務辦事處，
原來的名稱是「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迪拜商務辦
事處」

台灣駐厄瓜多爾代表處將「中華民國駐厄瓜多爾商務處」
改名為台北駐厄瓜多爾商務處

香港文匯報訊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
心昨日在上海舉辦「當前台灣局勢與兩
岸關係形勢」研討會。據中新社報道，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
出席並講話。張志軍指出，當前兩岸關
係面臨嚴峻形勢，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
是民進黨背離「九二共識」這一確保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兩岸關係

形勢的變化，使人們對習近平總書記關
於「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定海神針」的論述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只有回到「九二共識」政治基礎，
兩岸關係才能撥雲見日、柳暗花明。

同胞交流大門關不住
張志軍表示，我們要深入學習習近

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認真貫
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毫不動搖地堅
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
行徑，大力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
展和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增進
兩岸同胞親情和福祉。
張志軍強調，今年是兩岸打開交流交

往大門30周年。30年來的兩岸關係發展
歷程充分證明，兩岸同胞要交流、要合
作、要融合的共同願望是任何力量都阻
擋不了的，打開的大門是關不住的，任
何倒行逆施都是不得人心的。
張志軍希望大陸專家學者繼續為維護

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和平統
一大業貢獻智慧和力量。

張志軍：回到「九二共識」兩岸始撥雲見日

應勇晤柯文哲
交流城市發展意見

■應勇（右）
與柯文哲就城
市發展交換了
意見。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帆 攝

■王毅今年1月與
尼日利亞總統布哈
里會面，並讚賞尼
方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上
海市市長應勇昨天傍晚會見了來滬出席上海台
北城市論壇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一行。雙方就城
市發展和城市建設等若干問題交換了意見。會
見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進行，兩位市長都穿着
襯衫並沒有繫領帶。會見之前，應勇代表上海
市政府贈送了一尊熱瓷花雕塑「金玉滿堂」給
柯文哲，上面雕有上海市市花白玉蘭。而柯文
哲則回贈應勇世大運編製竹製擺燈飾、2017
雙城論壇紀念悠遊卡和世大運Polo衫。
據了解，「2017上海台北城市論壇」今日

在滬舉行。此次論壇以「健康城市」為主題，
將通過交流研討，推動兩市在社區衛生、智慧
城市與民生服務、環保、青年創業的機遇和挑
戰等方面的經驗分享和交流互動。論壇期間，
兩市將簽署有關交流合作備忘錄，包括《上海
市浦東新區與台北市內湖區交流合作備忘
錄》、《上海市與台北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合作
交流備忘錄》、《上海市與台北市推廣籃球運
動交流合作備忘錄》和《上海大學與台北市立
大學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據中央社報道，台當局外事主管部門
稱，自 1 月尼日利亞要求駐處更

名、遷址、減員，迄今，台灣方面與對
方「積極協調」但無果，指責尼方「粗
暴、不友善」。 此前，繼巴拿馬上月13
日宣佈與台當局「斷交」後，阿聯酋迪
拜、約旦、厄瓜多爾、巴林四個「非邦
交國」，已經要求台灣在當地的代表處
更名。

尼方三月已促台駐尼代表離境
尼日利亞要求台灣更改代表處名稱並非
突發事件。今年1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對尼日利亞進行訪問，訪尼期間，兩國外
長簽署了關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聯合聲
明。尼日利亞政府還嚴令台灣駐尼機構摘
牌更名、遷出首都、削權減人，並禁止尼
政府官員和機構同台灣發生任何官方往

來。3月31日，尼日利亞要求台灣駐尼代
表限期離境，否則無法保障其安全。當地
時間6月30日，尼日利亞政府派遣25名武
警，將台灣的代表處封鎖，並強制駐處人
員離開代表處。
國民黨「立委」江啟臣說，當局應找出因

應之道，最大關鍵就是兩岸問題，不能治標
不治本，「不希望看到下一個尼日利亞」。
1971年2月10日，尼日利亞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交。同年10月25日，尼日利亞支
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
合國的席位。根據台當局外事主管部門的
信息，台灣和尼日利亞於1990年11月簽署
「互設商務代表團備忘錄」。1991 年 4
月，台灣在尼當時的首都拉各斯設立商務
代表團，尼則在翌年11月在台灣設立「商
務辦事處」。2001年8月，台代表團遷往
新都阿布賈。

2002年，考古人員在位於河南新鄭的鄭國貴族墓地，發現了
春秋時期鄭國墓葬3,000多座，大中型車
馬坑18座，其中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
座，長、寬均超過 20米的特大型墓 4
座。鄭國車馬坑景區負責人介紹，其中
的鄭公大墓是內地迄今為止所發現的鄭
國墓葬中最大的貴族墓葬，也是迄今為
止所有鄭國墓葬中發現的第一例有墓道
的墓葬，此墓主人為春秋晚期的鄭國國
君。

目前已發掘4馬車
今年2月，考古學家對鄭國三號車馬坑

進行公開考古發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員馬俊才表示，此次發掘的三
號車馬坑位於鄭公大墓西側，屬鄭公大
墓的陪葬坑，經過130多天的發掘，目前
已經發現了4輛馬車。
記者近日探訪了鄭國三號車馬坑發掘

現場，6名工作人員正在距離地表5米左
右、呈長方形的坑內小心翼翼地進行發
掘工作。與以往考古發掘不同的是，此
次考古人員專門動用醫用手術刀，相當
於給坑內古代馬車做手術。
鄭國三號車馬坑發掘項目負責人孫春

玲介紹說，以往考古發掘常使用竹籤分
離土層，「三號坑土質黏，很有可能與
在埋葬時下暴雨有關，使用竹籤創面比
較大。」而使用手術刀，一方面是好分

離馬車上的細紋、紋飾土層；另一方面
是減少對馬車原形的破壞，盡量「復
活」春秋晚期鄭國車轔馬蕭的情景。
史料記載，春秋戰爭之多莫如鄭，鄭

國居東西、南北交通之要衝，為兵家必
爭之地，故而造就了鄭國先進的馬車製
造技術，從而使鄭國成為東周時期具有
重要影響力的諸侯國之一。
「這些車輛應該屬於鄭國國君的豪華

車隊。」馬俊才表示，出土的大型鞍車
是鄭國國君和夫人生前所乘坐的車輛。
馬俊才認為，此次發掘不僅真實地體
現了鄭國國君車馬埋葬制度，也對研究
春秋戰國時期的生產、文明、科技提供
了有力證據。

一名江西女遊客日前在雲南瑞麗不慎跌
斷一枚名貴玉鐲，第三方鑒定機構鑒價18
萬元（人民幣，下同），該費姓女士只願
意賠償3萬元，玉鐲賣家上月30日稱，已
經無法聯繫上這名女士，決定根據相關法
律提起民事訴訟。
日前，一段「遊客摔壞30萬元玉鐲當場

嚇暈」的新聞在內地社交媒體上流傳，講的
正是費女士在雲南瑞麗一家玉石商舖試戴玉
鐲卻意外摔壞的事情，費女士嚇暈，旁人緊
急為她掐人中的照片也被網友拍下。
上月28日，標價30萬元的玉鐲被第三方
鑑價為18萬元，店方希望費女士賠償17萬
元了事，但費女士最終願意賠償的上限額
度為3萬元，雙方未能就賠償一事達成一
致。在簽訂了調解協議書後，商家決定根
據相關法律規定提起民事訴訟。
但是商家表示，上月30日後他們就無法

聯繫上費女士，商家在微信公眾號上隔空
喊話，譴責費女士涉嫌逃避責任，不正面
出來解決此事，導致事情一拖再拖，令商
家失望。

■綜合《成都商報》及澎湃新聞報道

為了弘揚號稱「唐音活化石」的
福州語，創新、推廣「喝詩」藝
術，首屆福州語「喝詩」大賽日前
在福建福州舉行，現場三十名「喝
詩」選手將朗朗上口、喜聞樂見的
本土「喝詩」作品表演得精彩紛
呈，讓市民感受到福州語「喝詩」
藝術的特殊魅力。
「上下杭歷史長 ，一街都是大

商行，商店會館共酒家，還有香香
花生糖；上下杭生丫俊，依嬤人看
迷濛濛，依公歡喜笑哈哈，唉呀呀
古香古色有名堂……」來自閩侯滬
嶼小學的林宸萱小朋友用福州語朗
誦的童謠《上下杭》勾起了現場一

群「老福州」的美好回憶。
市民林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福州台江的上杭路和下杭路，
俗稱「雙杭」。這裡早年是福州的
商業中心和航運碼頭，有着「福州
傳統商業博物館」之稱，在福州尋
常百姓中留着永不褪色的記憶。這
首童謠令人憶起福州上下杭往昔的
同時，更讓人對正在修復改造中的
上下杭充滿了美好期待。

盼創新民間文化
福州市福州語歌曲協會會長賴董

芳表示，舉辦首屆「喝詩」大賽，
是希望能夠將「喝詩」這一優秀的

福州民間文化進一步向世人展示，
讓本土好聲音、新風尚在海內外舞
台發揚光大。「本屆賽事雖以福州
話為主體進行創作、表演，但希望
通過各種形式的嫁接與創新，讓福
州的『喝詩』元素為眾多年輕人、
藝術家提供一個跨界融合、文化突
圍的空間。」
據介紹，「喝詩」是福州源遠流

長、土生土長的古老民間藝術，數百
年以來，伴隨一代代先人在辛勤勞作
的田間溪畔、在市井街巷的喜慶場
合、在文人墨客的推杯換盞之際即興
唱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記者昨日從廣
東省海洋與漁業
廳獲悉，15天前
產卵138枚的綠
海龜，再次成功
登陸廣東省惠東
海龜保護區海龜
灣產卵131枚。
惠東海龜灣是目前中國18,000公里海岸線上唯一每

年仍有海龜上岸產卵的沙灘。目前正是海龜產卵繁殖
期，保護區工作人員通過芯片標識和紅外線監控技
術，確認是編號為A-0120綠海龜，而這隻綠海龜，
在15天前同樣在海龜灣上岸產卵138枚。經過3次在
大海與沙灘之間往返，6月29日晚上22時10分，這
隻綠海龜再次上岸，終於在6月30日凌晨零時18分
成功產卵131枚。據介紹，繁殖季內，同一隻海龜產
卵間隔期為15天，預計海龜下次回來產卵時間為7月
14日左右。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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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海龜再上惠東產卵131枚
福州語「喝詩」賽 弘揚本土好聲音

探訪探訪27002700年前鄭國車馬坑年前鄭國車馬坑：：

手術刀手術刀「「復活復活」」豪華車隊豪華車隊2,700年前，古老的

溱洧匯流處傳來車轔

轔、馬蕭蕭之聲，鄭

武公將鄭桓公在陝西

棫林建立的鄭國遷都

於此，從此將春秋列

國帶入到群雄逐鹿的

中原時代。如今，考

古工作者們用一把把

手術刀將一個遙遠而

又 輝 煌 的 鄭 國 「 復

活」在當下。

■中新社

■來自閩侯滬嶼小學的林宸萱用福州語朗誦童謠《上
下杭》。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

■被摔成
兩段的玉
鐲。
網上圖片

■■在河南鄭國三號車馬坑發掘現場在河南鄭國三號車馬坑發掘現場，，工作工作
人員小心翼翼地進行發掘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進行發掘工作。。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號車馬坑出土的馬車。 網上圖片

■保護區工作人員記錄下的海龜登
陸海龜灣的身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