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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兩岸交流30周年 郝龍斌籲兩岸共創雙贏

新北槍擊案1死5傷
兇手自首承認報仇

香港文匯報訊 蔡英文自去年上

台後，大行「去中國化」。據台

灣「聯合新聞網」昨日報道，台

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9月7日給中

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寄去兩封公

函，信封上原本蓋上收件人是

「中國國民黨」，但「中國」二

字卻被以塗改帶塗掉，引發國民

黨不滿。

發公函塗掉「中國」惹怒國民黨
台外事主管部門稱操作「疏忽」

20172017年年99月月212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新北
市土城區昨日發生槍擊案，造成一人死亡、
5人輕重傷。兇手已向警方自首。
當天下午一時許，前民進黨「立委」林國

慶與其侄仔、土城巡天府宮主林立昌等人在
土城巡天府參加活動時，一名男子突然闖入
開槍，造成2人當場失去生命跡象，另有4
人不同程度受傷。6人均被送醫，其中身中
6槍的林立昌經搶救後恢復呼吸心跳，一名
30歲的賴姓男子搶救無效已被宣告死亡。
警方稱，一名20多歲的陳姓男子當天下

午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投案。陳男
稱，開槍是要為黃姓男子報仇。警方分析，
該案與今年6月間一名黃姓男子遭人槍擊身
亡案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昆山報
道）為紀念海峽兩岸交流30周年，「兩岸
情一家親」主題晚會暨2017海峽兩岸（昆
山）中秋燈會亮燈儀式昨晚在江蘇昆山舉
行。海協會顧問陳雲林，國台辦副主任鄭
柵潔、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等嘉賓共
同為燈會點燈，郝龍斌並在現場呼籲兩岸
一起努力，讓兩岸共創雙贏、變得更好。
晚會和燈會主會場設在有中國第一水鄉

之譽的周莊古鎮，雖然天公不作美，當晚

一直飄着細雨，但現場氣氛極為溫馨。
「我是江蘇鹽城人，來到這裡就是來到

家鄉。三十年來看到家鄉的進步，看到大
陸的進步。」郝龍斌在點燈後發表簡短感
言道，很多台商台胞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
出力，也享受到大陸發展的紅利。「兩岸
一家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同文同種，
我們有血濃於水的兄弟之誼。讓我們一起
努力，讓兩岸變得更好，讓我們一起努
力，讓兩岸共創雙贏。」

星雲大師白先勇送寄語
晚會上，台灣的周純娟奶奶講述了自己

艱辛的回家之路。祖籍江蘇常州的周純娟
19歲時就被時代風雲裹挾着輾轉到了台
灣，苦苦等了近40年才等到兩岸破冰的時
刻，並幸運地拿到「001號」交流簽證，
成為歷史的見證者。
因身體原因無法親臨晚會現場的星雲大

師、白先勇等台灣名流通過錄影機送寄語。

此事原委，要從上周一國民黨收到由台
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經「國史館」郵

局給黨部的兩封公文，一為密件、一為一
般公文，但公文信封上原本以制式印章蓋
印的收件人「中國國民黨」，「中國」二
字都被塗改帶塗銷，卻以手寫加註「中央
黨部」。

文首不如其他機關載以全稱
而當國民黨打開台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
公文，又發現文首「受文者」一欄也不如
其他機關寄給國民黨的公文以「中國國民

黨」全稱，只載明「國民黨中央黨部」。
當發現這種狀況後，國民黨內收發單位

一度傻眼，質疑怎麼這麼沒禮貌，信封收
件人這樣亂塗改。收發單位轉交黨內相關
單位處理時，還引發爭執，「質疑自己人
幹的」，最後了解狀況後，經手公文的黨
工批評，台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根本是想
借刀殺人，製造內訌。

國民黨要求說清楚並道歉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李明賢質疑道，台灣

地區外事主管部門負責人李大維曾為國民

黨員，這樣對曾經的自家人開「去中國
化」這一刀，要消滅國民黨，這樣厚道
嗎？應好好管好自己人。另外，若蔡英文
要推動近似當初陳水扁「外館正名政
策」，全面「去中國化」，那「中華郵
政」、「中國石油」等企業應率先更
名，不應從「中國國民黨」這個民間社
團開刀。
當天，外事主管部門發佈聲明回應聲

稱，歷來發文給各政黨或相關機構，公
文的受文者均以全名稱之。這宗事件經
查純屬單一個案作業「疏忽」，無外界

所指涉「去中國化」的說法，同時對造
成外界誤解感到抱歉，未來亦將加強注
意及要求。
不過，國民黨並不接受這個說法，李明

賢說，呼籲外事主管部門說清楚並道歉。
據《聯合晚報》消息，有「知情人

士」解釋，這的確是烏龍一場，因公文
內文和信封是由不同單位處理，內文致
函對象是國民黨，而非「中國國民黨」
全名，工作人員發函時，為了讓單位名
稱一致，所以自行用修正帶將「中國」
兩字塗去。

■■兩岸嘉賓共同為兩岸嘉賓共同為20172017海峽兩岸海峽兩岸（（昆昆
山山））中秋燈會點燈中秋燈會點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攝攝

■■國民黨稱國民黨稱，，一般發給國民黨的公文一般發給國民黨的公文，，都會寫都會寫「「中國國民中國國民
黨黨」」全稱全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發給中國國民黨的信函台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發給中國國民黨的信函，，信封上收件人信封上收件人
原本蓋的是原本蓋的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中國中國」」兩字被塗掉兩字被塗掉。。紅框內在紅框內在
「「國民黨國民黨」」前留有白色塗改帶前留有白色塗改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與佛像山林為伴22年
晉文保員孤身護古剎

位於廣東汕頭潮陽、始建於北宋的趙氏
始祖祠昨日舉行重光晉主慶典，眾多海內
外宗親聚首古祠，着漢服行古禮祭祀祖
先、敦睦親情。
趙氏始祖祠，又稱趙嗣助故居、趙厝
祠，佔地1,386平方米，為「三廳二天加
拜亭」建築格局，是潮汕地區現存歷史最
悠久的祠堂建築之一，明、清曾修葺，至
今主體結構完好，保持了宋代建築風格和
明、清樑架與木雕藝術。
因年久失修，趙厝祠內屋頂樑角蟻蛀嚴

重，經過趙氏始祖祠棉城理事會與族內賢士
和有關主管部門磋商，族內子孫籌資對祠堂
進行全面修葺，並於昨日重光晉祠。

當天的晉主儀式上，眾多海內外趙氏族人
身着傳統服飾，重現祭門神、開大門、升香
爐、開龕門等傳統晉主儀程。裔孫祭祖儀式
亦採用傳統的「三獻禮」祭禮，主祭、陪祭族
老面容肅穆，奉香茶、獻爵、獻牲等儀式，
重現中華民族傳統的祭祖儀式。 ■中新社

甘肅敦煌研究院昨日宣佈首次向全
球正式發佈「數字敦煌」資源庫英文
版，這是敦煌研究院繼去年5月發佈
「數字敦煌」資源庫平台中文版後，進
一步開創性地推進數字資源全球共享
模式。當天，來自港台及美英法意等
7個國家和地區的120多位學者、藝
術家共同見證了「數字敦煌」資源庫英
文版的啟動上線。
據介紹，「數字敦煌」的目標是

以二十多年來敦煌石窟藝術的數字
化成果為基礎，將已經獲得，正在
獲得和將要獲得的有關敦煌石窟的
圖像、影像、考古研究和保護等方
面的海量數據匯集起來，構建成一
個數字化、集成化的大型石窟壁畫
及敦煌研究數字資源保障體系和綜
合服務平台，完整有序並且永久地
保存這些數字資產，並為學界和大
眾共享，促進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
的傳承和弘揚。目前，敦煌研究院
已經完成了150個洞窟壁畫的數字
化拍攝，積累的數據量超過
300TB。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肖剛甘肅報道

海拔1,700米的林慮山巔，無水、

無車、無信號、無人煙，只有500餘

尊佛像和雲霧繚繞的山林。文物保

護員馮開平在此守護有600餘年歷史

的金燈寺已有22年。位於山西省的

金燈寺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由於地處偏僻、電訊不通，一度成

為不法分子盜竊的對象。緣於此，

馮開平自1995年被派到金燈寺看護

文物。 ■新華社

內地首家AI機械人咖啡廳亮相深圳 千年趙祠重光 子孫古禮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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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體驗機械人咖啡師沖泡咖啡市民在體驗機械人咖啡師沖泡咖啡。。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攝攝

■■廣東汕頭千年趙祠重光廣東汕頭千年趙祠重光，，子孫子孫
着漢服行古禮祭祀着漢服行古禮祭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數字敦煌」資源庫英文網站。網上圖片

■■馮開平在金燈寺孤獨地度過馮開平在金燈寺孤獨地度過88,,000000個日個日
夜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山西金燈寺內的佛像往往成為不法山西金燈寺內的佛像往往成為不法
分子盜竊的對象分子盜竊的對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文物保護員馮開平守護文物保護員馮開平守護
有有600600餘年歷史的金燈寺餘年歷史的金燈寺
已有已有2222年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金燈寺近金燈寺近1010年才通電年才通電，，並安裝了監並安裝了監
控屏幕控屏幕，，防止盜賊防止盜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早上從山西平順出發，車
輛一路顛簸到金燈寺，

足足用了7個小時。在方圓七
八里不見人煙的金燈寺，馮開
平卻沒有私家車。

「熬過」清苦寂寞
「沒車，您怎麼回家？」記

者問。
老馮答很少回家，因為要先

步行3小時到玉峽關，才能坐
上公共汽車。從2014年至今，
他還不曾回過家。
一間局促的小屋既是宿舍也

是辦公室，只容下一張床、2
張桌子、一個監控屏幕。老馮

說：「10年前還不通電呢！」
「沒電怎麼辦？」記者問。
「點蠟燭。」老馮說。除了

沒電，金燈寺的生活也是缺水
的。老馮說：「吃雨水。」
在這懸崖峭壁絕處，金燈寺

並無手機信號。「沒信號怎麼
與外界聯繫？」
「習慣了。」滿頭白髮的老馮
靠在懸崖邊的護欄上說。2005
年，老馮妻女出車禍，女兒手臂
骨折，妻子臉上縫了47針，但直
到妻女傷好，他才知曉此事。
剛到金燈寺時，馮開平的小

兒子才一歲。20餘年間，妻子
獨自把3個孩子拉扯大。

「挺過」偷盜危險
上世紀90年代，馮開平經歷

過4次偷盜，被刺傷、捆綁，
甚至被下蒙藥。先後有五六個
和他一起看護的老漢被嚇怕而
離開，只有他堅持了下來。
在孤立無援的懸崖絕壁上，

面對盜賊，老馮也害怕。他回憶
說，有天晚上，他聽見撬門聲，
緊接着進來一夥人，他躲在懸崖
邊上。負責巡邏的盜賊打着頭燈
轉來轉去，搬起石頭就往懸崖邊
投。馮開平緊貼崖壁，一旦被砸
中便會葬身懸崖。
「那次丟得最多，共破壞了

14尊佛像。盜賊一走，我就心
急地步行到玉峽關報案，當時
已是凌晨兩三點了。」馮開平
說，讓他稍微寬心的是，沒多
久，盜竊團夥在河北落網。
在金燈寺的8,000多個日日
夜夜，馮開平一人熬過黑暗、
危險、寂寞，但他的默默堅守
沒有白費，如今的金燈寺愈來
愈好，寺裡通電了，安裝上監
控，國家開始搶救性保護金燈
寺的文物。
「我想平安、光榮地退休。

等2019年文物修完時，我就能
安心地退了。」即將退休的馮
開平說。

深圳(國際)科技影視周（下稱「科影
周」）在深圳揭幕，中國首家AI（Artifi-
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機械人咖啡
廳在深圳中國地質大學產學研基地C101
（硬蛋）亮相。只需在桌面前落單，智能
咖啡機就會現磨咖啡，Rethink Robotics研
發的Sawyer「上帝之手」機械人完成咖啡
的傳輸，再由機械人服務員將咖啡送到你
手中。這裡也是AI未來/科技展的現場。
硬蛋是科通芯城旗下智能硬件創新創業
平台。會踢足球做表演的少年派機械人、
迷你的曼塔智能無人機S6和M5、舉着餐
盤的愛莎妮機械人、家庭陪伴的小喧機械

人、銀行智能服務機械人艾娃等多款智能
產品亮相在科影周的硬蛋空間展廳。

「機械人咖啡」有智能味道
除了這些光怪陸離的智能機械人，硬蛋

在此次科影周期間展示的智能咖啡館和智
能餐廳兩大AI場景，成為本次展會的兩大
關注焦點。品嚐咖啡的遊客不僅可感受無
人化服務，更可置身在一個基於智能咖啡
的AI應用場景，包括機械人咖啡師、機械
人服務員、以及用於裝飾和體驗的更多人
工智能產品，如支持語音操控的音響、桌
前的燈光。現場不少體驗者表示，「機械

人咖啡」甜得恰到好處，有智能的味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宏達電今
日暫停交易，會公佈重大訊息。推特
（Twitter）爆料達人賬號@evleaks透露，
Google將收購宏達電特定硬體工程資產，
但宏達電將保有其品牌。
@evleaks昨日在推特發文表示，他收到一

封寄給宏達電員工的內部邀請函副本，將於
9月21日在宏達電大廳舉行記者會，主旨為
「Google收購」。
@evleaks引述知情人士說法指出，宏達電

與Google已達成協議，Google將收購宏達
電特定硬體工程資產，但宏達電將保有其品
牌，品牌可能用於專注發展虛擬實境
（VR）裝置Vive。不過，@evleaks的爆料
內容未獲得宏達電證實。
島內知名BBS平台批踢踢（PTT）有網友

表示，Vive 最近一季的出貨年減50%，質
疑宏達電真的有信心能搞起來？另有網友分
析，對Google來說，HTC這三個字恐怕不
值錢。還有網友感嘆，以後恐怕沒有HTC
手機了。
此外，有網友詢問，自己現在還有HTC

的面試邀請，不知可否直接去當Google員
工？也有網友說，後悔自己拒絕了HTC的
工作機會。有網友透露，Google不太砍人，
只能說這些被合併的人「祖上有積德」。

宏達電今停牌
爆料達人：Google將收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