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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

琳 瀋陽報道）今年是中華全

民族抗戰爆發80周年，也是

「九一八事變」86 周年。

「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前夕，

一批珍貴史料、抗戰老兵口述

歷史資料等在遼寧瀋陽「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向社會公

開。由民間收藏家詹洪閣捐贈

的 1936 年發行的日本文獻

《滿洲概況畫冊》，其中首次

公開的大篇幅圖片清晰記載了

日本曾在侵華戰爭期間，在瀋

陽故宮博物館中違反國際文物

公約設立「帝政紀念碑」，證

實了日軍企圖把東北割裂出中

國繼而吞併東北的野心。

日軍侵華再添新證
瀋陽故宮內曾設「帝政紀念碑」 顯示吞併東北野心

昨日上午，已連續16年、先後21次
向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捐

贈文物史料的詹洪閣，對《滿洲概況畫
冊》一書作介紹。他提出該文獻有力證
實了日軍在東北的經濟侵略，書中大量
清晰圖片見證了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
爭期間從未間斷的大肆掠奪東北礦產資
源的過程。記者在現場翻閱該文獻時看
到，該書中不僅精確記錄了偽滿洲國境
內的人口、礦藏、農林情況，更以數
組大圖、分章節展示了日軍入侵中國
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及朝鮮
等城市風貌，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其侵

略行徑。

日宣揚戰績刊物反成侵略證據
中國近現代史料學會副會長、「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顧問王建學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該史料的公佈昭
示了日本處心積慮吞併東北的野心，特
別是在故宮這一文物中設立「帝政紀念
碑」，是其在「九一八事變」後歌頌、
紀念侵略行徑的一個縮影。「日本侵略
時在中國設有隨軍寫真部（攝影部），
期間出版的《支那畫報》等刊物都成為
宣揚日本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績的載體，
而現在恰好成為侵略的證據。」他續
說，日本曾在國內大肆發行此類文
獻，「史料他們可以抹掉，但大量散
落在民間的證據日本是改變不了
的。」王建學指出，目前搜集自日本
的此類史料多數來自舊書市場、古舊
書書店等民間渠道。

舊皮箱填補長城抗戰文物空白
捐贈現場，一個被珍藏82年的舊皮箱

揭開了長城抗戰被塵封多年的歷史。它

的捐贈者——原東北陸軍講武堂第四期
炮兵科學員、東北軍112師參謀長劉墨林
的長孫女劉偉在現場不禁動容地說：
「今天（14 日）我的心情是沉甸甸
的……爺爺去世後，它伴隨着我們的家
人走過了82年，無論歷經怎樣的風雨，
我們都勇敢精心地護衛着它。今天它回
歸到它應該回歸的地方，這是它最好的
歸處。」
王建學高度評價該文物的史料價值，

提出長城抗戰是張學良為收復東北組織
的一場非常壯烈的抗戰，無論是展覽
還是被發現的史料文物都極為少有，
皮箱作為這一抗戰重要將領劉墨林隨
軍隨身的物件，填補了這一歷史研究
的文物空白。
劉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

古北口長城抗戰阻擊了日軍對平津的進
犯進程，戰鬥悲壯、慘烈。發生於1933
年的長城抗戰古北口戰役打響了北京抗
日戰爭的第一槍，是長城抗戰中規模最
大、最為慘烈的戰役，更激發了田漢奮
筆作詞、聶耳譜曲而創作出《義勇軍進
行曲》。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
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分別向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學開學典禮致賀辭。習主席在賀詞中
強調，希望中俄兩國教育主管部門和教育
工作者發揮各自優勢，深挖合作潛力，加
快完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各項建設，努
力建設高水平大學、培養高素質人才，為
深化中俄教育合作、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作
出貢獻。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指
出，辦好高等教育，事關國家發展、事關
民族未來。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

記高度重視和關心高等教育發展，從全
局和戰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構成了習近平教育思想的重
要內容。
文章說，放眼全球，世界經濟強國無一

不是教育強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征程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發重要，
教育強國的發展目標越發堅定。黨中央作
出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戰
略決策，就是要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水
平，培養高素質人才隊伍，增強國家核心
競爭力。

文章介紹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是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莫斯科大學、北京
理工大學三方合作舉辦的非牟性中外合
作辦學機構，是加快我國高等教育事業
發展的重要創新舉措。加快建設一批高
水平大學，國家已經確定了推進世界
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重大舉
措，明確鼓勵公辦民辦各類學校辦出
特色、分類發展。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
的創辦，正得益於這一點。深圳北理莫
斯科大學是國內第一所引進俄羅斯優質
教育資源的中外合作大學，也是中俄兩

國在人文領域合作的標誌性成果，飽
含着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和殷切
期望。
文章指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是高等

教育創新發展的試驗田，對中國特別是廣
東高等教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全省各地
區、各部門、各高校務必深入學習貫徹習
近平教育思想，加快高水平大學建設，加
快高素質人才培養，不斷開創廣東高等教
育事業發展新局面，為實踐「四個堅持、
三個支撐、兩個走在前列」提供有力人才
支撐。

南方日報：建設高水平大學 培養高素質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黑龍江省雞
東縣裕晨煤礦前日下午2時40分發生氣體爆
炸，有9名礦工遇難。
經當地政府部門核查，事故發生時井下作

業者17人，經地方政府全力組織搶險救援，
有8名礦工升井，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生命
體徵平穩。被困9名礦工均已遇難，遺體已
升井。
目前，搶險救援工作結束，事故調查和善後

工作正在進行。

黑龍江煤礦氣體爆炸
9礦工遇難

■■19361936年發行的日本文獻年發行的日本文獻《《滿洲概況畫冊滿洲概況畫冊》》一書中一書中，，
一張大篇幅圖片清晰記載了日本曾在侵華戰爭期間一張大篇幅圖片清晰記載了日本曾在侵華戰爭期間，，在在
瀋陽故宮博物館中設立瀋陽故宮博物館中設立「「帝政紀念碑帝政紀念碑」（」（左圖左圖），），證實證實
日軍圖把東北割裂出中國繼而吞併東北的野心日軍圖把東北割裂出中國繼而吞併東北的野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攝

■■《《滿洲概況畫冊滿洲概況畫冊》》內頁中精確記錄了偽內頁中精確記錄了偽
滿洲國境內的人口滿洲國境內的人口、、礦藏礦藏、、農林情況等農林情況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攝

■■劉墨林的長孫女劉偉劉墨林的長孫女劉偉（（右二右二））捐贈的皮捐贈的皮
箱填補了長城抗戰的文物空白箱填補了長城抗戰的文物空白。。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攝

郝龍斌訪陸：兩岸交流不能停 美威州獎勵方案
鴻海盼本周完成最後程序

售黑心油囚22年
強冠董座輕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剛剛宣佈了2018年縣市長選舉特

別條款的民進黨，翌日即聞到提名火藥味。四年前曾經「禮讓」 現市長

柯文哲的黨內資深「立法委員」 姚文智有意捲土重來，昨日正式對外公

佈，爭取代表黨內參選台北市長，他表示已經向黨主席蔡英文報告，但蔡

「只有微笑」 。

民進黨台北市長提名現火藥味
四年前「禮讓」柯文哲 資深「立委」捲土重來

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會）13
日通過2018年縣市長提名特別條例

草案，非執政縣市如台北市由選舉對策
委員會（選對會）協調適當人選，未規
定要入黨，被視為因應選戰、「禮讓」
現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條款」。
姚文智表示，原計劃近日公佈，但由
於民進黨決定非執政縣市採「徵召」原
則，才決定正式對外說明，強調全力準
備爭取提名。
對於「柯文哲條款」，姚文智說，能

不能參選要看個人努力，選舉時間還
早，他會想辦法讓它成為「姚文智條
款」。
傳媒人出身的姚文智曾任高雄市新聞

處處長、高雄市副秘書長、台灣行政主
管部門新聞局局長。卸任局長後，曾協
助謝長廷競選台北市長，不過仍敗給了
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郝龍斌。2012年轉戰
台北市第二選舉區，雖在土生土長的士
林落後，最終仍以三千票的些微差距擊
敗挑戰三連霸的國民黨資深「立委」周
守訓。
2014年，姚文智參與台北市長民進黨

第一階段初選勝出，第二階段的在野整
合民調與無黨籍的柯文哲皆贏過國民黨
提名的連勝文，但因柯文哲領先幅度較

大，故禮讓柯文哲並擔任其競選後援會
總會長。

初選由民調產生 選對會統籌
根據民進黨中執會在13日討論的2018
年縣市長提名特別條例草案，民進黨執
政要爭取連任縣市如桃園市、台中市與
彰化縣等，由民進黨主席提名，送中執
會通過；民進黨縣市長執政已2屆縣市
如高雄市、台南市辦理提名初選，採民
意調查方式產生，提名初選時程由選對
會統籌規劃。
非民進黨執政縣市如台北市、新北市

將由選對會評估整體條件後，提單一適
當人選；如果選對會徵詢後有2名以上
適當人選，協調產生單一適當人選。如
果協調後仍無法產生單一適當人選時，
協調對象對解決競爭機制有共識，就採
共識方式產生單一人選；如果協調對象
沒共識，由選對會綜合評估後向民進黨
主席提出單一人選建議，再由民進黨主
席提名經中執會通過。
由於未提到須入黨，被民進黨黨內人

士認為這是保留與柯文哲合作空間的
「柯文哲條款」。有台媒分析，這也將
讓柯文哲謀求連任台北市長的成功機率
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評社及中廣新聞
報道，前往大陸訪問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
郝龍斌，昨日一早離開深圳，中午抵達廣
西南寧，準備出席今日開幕的「桂台經貿
合作論壇」，郝龍斌在和廣西自治區副主
席張曉欽會面時表示，兩岸交流不能停，
國民黨雖然在野，但會用實際行動，為兩
岸和平盡最大心力。
報道指，郝龍斌昨日結束在深圳的訪
問，於中午搭機抵達廣西南寧，參加今
日開幕的「桂台經貿合作論壇」。郝龍

斌抵達南寧，張曉欽以午宴接待，兩人
針對廣西在「一帶一路」中所佔戰略位
置與發展政策交換意見，郝龍斌則為到
廣西就業、創業的台灣年輕人請命，希
望廣西能多協助台灣來的優秀人才，給
他們更多發揮舞台；張曉欽則表示，兩
岸需加強更多層面的交流，廣西會增加
提供台灣年輕人到廣西的各項照顧及獎
勵政策，並積極為台商搭建參與「一帶
一路」的橋樑。
郝龍斌說，（兩岸）交流不能停，交流

才會促進雙方的了解和情誼，只有透過不
間斷的交流，才能有效縮短兩個城市民眾
彼此間的距離與認識。國民黨雖然目前在
野，但仍會用實際行動，為兩岸和平與合
作盡最大心力。

國民黨將辦兩岸30年紀念活動
另據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近日

指示，要求擴大舉辦兩岸交流30周年紀念
活動。國民黨發言人洪孟楷證實，紀念活
動將在十月下旬舉行，屆時將參考七月間

舉辦紀念七七事變八十周年紀念活動模
式，在十月底開放探親紀念日前舉辦紀念
大會，邀曾返鄉探親的老兵現身分享。另
外還會舉辦學術研討會，討論開放探親與
兩岸交流成果。
洪孟楷表示，今年是兩岸交流三十周

年，吳敦義對具歷史傳承的大事件都非常
重視，有國民黨執政時的開放老兵返大陸
探親，才讓兩岸重啟交流，也才有之後的
兩岸榮景，所以兩岸交流三十周年，國民
黨當然應有紀念動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強冠
油品公司董事長葉文祥因涉販售黑心油被重
判22年徒刑，昨日上午被發現喝濃縮清潔
劑自殺，經送醫救治後，已無生命危險。
2014年，強冠公司使用劣質油製作豬油

行銷，引發一連串食用油風波，最高法院
13日宣判，負責人葉文祥違反食安法及加
重詐欺罪等罪嫌，共判刑22年，17年須入
監、5年可易科罰金，罰金新台幣1億2,000
萬元（約合港幣3,111萬元），全案定讞。
高雄市仁武分局長李金龍昨日向媒體證

實，強冠油品公司董事長葉文祥喝下1瓶濃
縮清潔劑，目前沒有生命危險，但尚無法接
受偵訊。
葉文祥因案被判刑22年，檢方指示判刑

後到發監執行期間，為避免逃亡，葉文祥必
須到轄區派出所報到，但葉文祥13日晚未
到派出所報到。當天上午葉文祥的家人主動
聯絡警方，表示葉文祥輕生，警方已派人到
醫院戒護，全案交由檢方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美國威斯
康星州參議會當地時間13日通過向鴻海集
團提供近30億美元（約合港幣234.4億元）
現金獎勵方案。鴻海回應表示感謝，並期待
方案在本周完成最後程序。
鴻海集團首選美國威斯康星州，作為擴大

投資美國的第一步，規劃在威州設立先進液
晶顯示（LCD）面板廠，預計 2020年完
工，未來4年投資美國規模估計達100億美
元（約合港幣781.2億元），初期將僱用
3,000名員工，未來將僱用13,000名員工。

■■姚文智姚文智（（右右））曾在曾在20142014年最後關頭年最後關頭「「禮讓禮讓」」柯文哲柯文哲，，此次再戰此次再戰，，不會輕言放棄不會輕言放棄。。圖圖
為為20142014年兩人在電視辯論前握手致意年兩人在電視辯論前握手致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灣強冠
油品公司董
事長葉文祥
因涉販售黑
心油被判22
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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