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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閩實習 為「登陸」試水溫

柯文哲轟蔡：
換了你也沒好

福建以創業園形式共享資源 推動兩岸青年創業
21歲的台灣逢甲大學統計學系大學生李佳
瑄正在緊張地分析「索佳藝」微信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越來越多的台灣學子看好大陸及兩
岸關係發展， 以實習的方式為「登陸」試水溫。索佳藝台灣青年創

號的流量數據。「大陸的大數據應用已經走在
業基地和福州台灣青年三創中心 15 日舉辦的「台玩客文創集市」 全球前列，物聯網發展也指日可待。在這裡我
上，來自台灣大學、台灣逢甲大學的台灣大學生們忙前忙後，儼然 算專業對口，學有所用。」她開玩笑說，「我
所經手的每一組數據，也許就是下一頁物聯網
已進入職場狀態。兩個星期前，他們來到索佳藝台灣青年創業基地 的新篇章。」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生黃俊嘉坦言，
實習。
「大陸職場和台灣最大的不同在於，年輕人
們有很多新想法，只要是可行的，都有機會
去實現。」福建以創業園形式共享資源、交
流創意，推動閩台青年創業的模式和經驗，
值得台灣借鑒。

快速融入福州「風土人情」
台灣大學中文學系的楊慈慧融入大陸職場的
「妙招」，則在於快速融入福州當地的「風土
人情」。在她的手機裡，已經多了「摩拜」、
「福建掌上公交」、「百度外賣」等十餘種
「地方特色」的APP，「所以我現在最擔心的
事情和大陸同學一樣，就是手機沒電。」
楊慈慧正在了解台生報讀復旦大學中文碩
士的招生政策。「中文的根就在大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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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說，在她身邊，到大陸實習、作交流生和
念研究所，越來越流行，「大家都不排除到
大陸工作，把這當作試試大陸水溫。」
對台商二代、逢甲大學市場營銷學系的黃
寶儀來說，融入大陸職場有「親緣」優勢。
她在索佳藝裡負責對接廠家、參與活動策劃
執行，「原來以為到大陸實習是打雜、倒茶
水，沒想到『來真的』。」

台青湧閩發展料成趨勢
索佳藝台灣青年創業基地管理方、福建索
佳藝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榕冰透露，正力
求通過吸納台灣優秀人才實現傳統陶瓷業態
轉型。自去年招募台灣青年設計團隊，僅軟
裝工藝瓷產出即超過 2,000 萬元人民幣，
「未來將許予台灣團隊七成業務量，藉助台
灣原創力量完成轉型。」
台盟中央委員、福建省全民終身教育促進
會副理事長陳宜安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表
示，隨着閩台高度融合發展和平潭進一步開
放開發，以及福建省鼓勵台灣青年來閩創業
就業政策出台，台灣青年和台灣大學生不斷
湧入福建發展是大勢所趨。

電價降核能減 台電上半年虧 18 億
電公司（電）、台糖公司（糖）及台水公
司（水）中，只有台電一家未獲利，其上
半年稅前虧損近 71 億元，相較去年同期稅
前盈餘達 247 億元，一來一往落差多達 318
億元，表現「吊車尾」。

今年財務狀況堪憂
台電說明虧損原因指，主要由於去年4月
以來電價調降幅度達9.56%使得電費收入減
少近百億元，加上今年核能發電量減少，必
須調度燃油、燃天然氣機組填補供電缺額，
添購油、氣成本就增加128.7億元，而今年

油、煤、氣等國際燃料價格均較去年同期上
漲，多支出成本約106.5億元，還有其餘購
電成本支出約9億元。台電預計，第三季夏
季用電高峰期，這部分支出還會再擴大。
有台媒提醒，值得注意的是，台電今年
已發行 3 期公司債，累計共達 430 億元，其
今年財務狀況也令外界憂心。
據了解，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轄管的
公營企業油電糖水去年營運績效表現亮眼，
油電糖水去年的稅前盈餘，總計共超過800
億元，其中以台電大賺396億元居冠。今年 ■台電今年財務狀況令人憂心，上半年虧
18億元，累積虧損達260億元。 資料圖片
上半年，油糖水營運也均有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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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師範大學 2017 年錄取
通知書的書寫工作 15 日上午 9
時開始。老教授們用尖細的小
楷狼毫筆蘸上墨汁，仔細對照
着一份錄取名單，然後在錄取
通知書上，一筆一畫地寫下新
生的姓名、專業。
■《光明日報》

■在毛筆書寫錄取通知書現場，老教授們認
真寫下每一封錄取通知書。
網上圖片

陝師大老教授墨香化人

十一載揮毫寫錄取通知
年起，陝西師範大學開始採用
自2007
毛筆書寫的方式，為新生獻上一份

沾染墨香的錄取通知書。今年，文占
申、呂九如、耿征、郭祖儀等逾 20 位退
休教師、校友代表，將在 10 天內共同完
成約4,500份錄取通知書的書寫工作。
從 32 開到 16 開，從普通銅版紙到布紋
紙，從印刷版到手寫版，這些被稱為「最
值得珍藏的通知書」、「溫暖人心的通知
書」已成為陝師大的特色和標籤。

冀傳統藝術得以重視
陝西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黨委書記惠

剛是毛筆書寫錄取通知書的發起人 。
在他看來，陝師大有着悠久的傳統和
深厚的書法文化底蘊，「採用毛筆書
寫錄取通知書，也是為了喚起人們對
傳統藝術的重視，重新認識書法文
化」。
作為一所以文科見長的綜合性師範
大學，為了進一步彰顯學校底蘊 ，吸
引 更 多 人 關 注 傳 統 書 法 文 化 ， 2012
年，惠剛向時任陝師大書畫研究會會
長賈溫性提出組織退休教師 、書法家
手寫錄取通知書的請求。這個請求很
快得到了賈溫性的回應：「需要多少

人，什麼時候，隨叫隨到。」

病中仍心繫書寫工作
2016 年 4 月，賈溫性因病住院。住院
期間，他還在詢問書寫工作的安排情
況，並不無遺憾地說：「太抱歉了，
我住院了，今年寫不成了，明年我接
着給娃兒們好好寫。」他給其他參與
者打電話，叮囑大家要認真地寫好每
一封錄取通知書。然而，賈溫性最終
因肺部感染，於當年 8 月逝世，年僅
62 歲。
花了 3 個小時車程，陝西省隴縣中學

的數學教師李建順回到了母校陝西師
範大學。今年，他作為校友代表也加
入了手寫通知書的隊伍。
惠剛表示，我們學校是培養教師的
搖籃，寫好字是對教師的基本要求 。
李建順是受到陝師大書法文化熏陶的
例子，他也會把對書法感興趣，潛移
默化地傳遞到他的學生身上 ，起到示
範作用。
每當新生們拿着手寫錄取通知書，
因受到傳統文化的感染和鼓舞 ，而滿
懷期待地走進大學校門時 ，或許是陝
師大堅守十一載最大的收穫。

也要咬對對象。」
據報道，柯文哲日前對北車聯合防災中心
預定2019年3月竣工很不滿，批交通部門擺
爛。王國材當下回應，看到一張紙就開罵，
「宇宙超級莫名其妙」，因「台鐵局」原規
劃建北車緊急應變中心，是應柯要求改聯合
處理中心，並敲定後年3月完成。
柯文哲昨下午再拉高分貝痛批，防災中心
講了 11 年，從上任一直罵到現在，本想說
換個蔡當局來會不會比較快，結果卻一樣沒
效。對於王國材聲稱是因柯文哲要求變更，
柯脫口說，「那大家來對質，要把王國材宰
了」。他說，台北火車站每天出入五六十萬
人次，沒聯合防災中心合理嗎？
王國材火大響應，過去該案遭擱置到蔡當
局上台，應柯要求積極推動，並訂出 2019
年 3 月完工的目標，「咬人也要咬對對
象。」王國材說，柯文哲去年訪日後，提議
高鐵、台鐵、台北地鐵防災中心統合起來，
交通部門順應要求，以2019年3月完工為目
標，罵過去 10 年的帳他接受，但罵現在交
通部門負責人賀陳旦沒道理。

吳：打贏2018 為2020全面執政奠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
主席當選人吳敦義昨日表示，當選後最重要
的任務就是要打贏 2018 年基層首長選舉。
他拜託大家用心、全力以赴，爭取更多的執
政縣市，作為2020年全面執政的基礎。
吳敦義當選國民黨主席，新北市三峽、樹
林、鶯歌地區感恩餐會昨日下午在三峽的餐
廳舉行，吳敦義夫婦一起出席，感謝競選期
間大家的支持。

湘民駕衝鋒舟戰「洪魔」 救數百鄉親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
電力公司（台電）今年上半年虧損近 71 億
元（新台幣，下同，約合港幣 18 億），也
成為上半年台經濟部門轄下唯一虧損公營
企業。同時，台電累積虧損已突破千億，
達到1,010億元（約合港幣260億）。
台電自 2013 年虧損 175.43 億元後，從
2014 年起轉虧為盈、賺 141.47 億元，2015
年、2016 年分別獲利 617.76 億、396.09 億
元，實現連續 3 年取得盈利。不過，這一
連續盈利勢頭今年上半年終結，且在台經
濟部門轄下公營企業中油公司（油）、台

■柯文哲表示：
「換了蔡當局也
沒 比 馬 當 局
好」。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
台灣網報道，因台北車
站防災中心設置太慢，
台北市長柯文哲 15 日杠
上台當局，火力全開批
「換了蔡當局也沒比馬
當局好」，並揚言要把
王國材（台當局交通主
管部門政務次長）「給
宰了」。王國材則反批
柯文哲不講理，「咬人

「沒有唐偉，我們可能都沒了。」儘
管洪水過去了十幾天，湖南長沙市寧鄉
縣壩塘鎮南田坪村村民唐偉家中，每天
仍有村民前來向他道謝。7 月 1 日，34
歲的唐偉駕駛着自家的衝鋒舟不斷往返
洪水中，18 小時晝夜不停將逾 300 名鄉
親轉移出來。
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手臂粗壯有
力，被曬得黝黑的臉上泛着光……記者
見到唐偉時，他正在家中搬運着朋友捐
贈的生活用品，準備送往困難的村民家
中，那艘淡藍色的衝鋒舟擺放庭院角落
晾曬。
「那天八點剛到家，水已經漲到家門
口，而鄰居家已經淹了近一米深。」唐
偉回憶說，當時水情緊急，短短兩個小
時，齊腰的水就漲過頭頂，村裡住平房
的村民爬上屋頂呼救。
迎着湍急的洪水，唐偉帶兩個朋友駕
駛衝鋒舟，搭載上七八個鄉親，一次次
往返村莊與大堤間，身旁的積水也慢慢
沒過屋頂、電線杆以及樹木。
壩塘鎮黨委副書記張建軍當時負責南
田坪等村的救援指揮。他說，幸虧有唐
偉駕着船幫忙，南田坪的救援壓力減
少，沒有出現人員傷亡。
■中新社

■長沙寧鄉日前洪澇災害嚴重。圖為寧鄉溈江
邊多艘船被洪水沖擊後堆積在一起。 網上圖片

孔子博館館藏文物將達70萬件

西周青銅「兮甲盤」逾 2 億拍出
西泠印社 2017 年春季拍賣會 15 日在
浙江杭州舉行，備受關注的西周青銅器
「兮甲盤」15 日深夜亮相，從 1.2 億元
（人民幣，下同）起拍，以 1.85 億元落
槌，最終以2.1275億元成交。
「兮甲盤」現高 11.7 厘米，直徑 47
厘米，敞口淺腹，外附雙耳，上有銘文
133 字。銘文不但具有極高的金文書法
價值，而且因其內容記載了西周征伐北
方獫狁部族，管理東都成周地區和與南
方淮夷部族開展商貿，因此具有極高的
史料價值，對於研究西周的官員、戰

爭、封賞、稅賦、奴隸和商貿等制度均
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歷朝歷代的學者
對它作了上百次的著錄。

經歷代收藏 惜圈足折斷
據史料記載，「兮甲盤」於宋代出
土，後被南宋宮廷收藏，南宋滅亡後流
散民間，後被元代大書法家鮮于樞在其
下屬家裏發現。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其
圈足已經被人折斷，「兮甲盤」被當作
了炊餅的「平底鍋」。經過歷代收藏，
到清朝末年以後，「兮甲盤」又不知下

落，直到2014年才在內地出現，經多位
專家確定為真品，並在當時的中國（湖
北）文化藝術品博覽會上亮相。
據國學大師王國維考證，此盤的鑄造
者「兮甲」是周宣王的重臣尹吉甫，一
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銘
文 顯 示 ， 周 宣 王 五 年 （ 公 元 前 823
年），周宣王征討獫狁，尹吉甫立下戰
功，不但得到周王賞賜，而且也獲得了
新的職權，來管理成周地區和周朝與淮
夷的商貿關係。為此，他鑄造了「兮甲
盤」以示榮耀。
■新華社

■身價逾 2 億的西周青銅「兮甲盤」，上
有銘文133字。
網上圖片

30 多萬件孔府私家文書檔案、4 萬多冊善本古
書、8,000 多件明清衣冠服飾……「孔子博物館
展陳方案最終評審會」近日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
召開，這一博物館將館藏各類文物70多萬件。
孔子博物館副館長楊金泉 15 日介紹，孔子博
物館展陳將由「孔子的時代」、「孔子的一
生」、「孔子的智慧」、「孔子與中華文明」、
「孔子與世界文明」、「永遠的孔子」六大部分
構成。其中「上行展線」集中展示孔子文化，
「下行展線」則展示孔府家傳文物、孔府歷史。
另設一個特色展廳，展陳曲阜著名的漢魏碑刻及
漢畫像石。
楊金泉說，孔子博物館將館藏各類文物約 70
萬件，其中展陳展示的文物將定期輪換，展陳文
物數量、規模根據佈展需求、文物大小等會有所
不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