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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全集》台北發表 兩岸學者展開研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大陸一年一度的「雙十一」購物節即將到

來，在福建廈門參加第十屆海峽兩岸文化產業博覽會之台灣文創購物節的台灣年輕創

客們，陸續開始暖身，為加入大陸電商狂歡作準備。台灣澎湖保健作物生產合作社陳

智表示，看好今年電商渠道銷售，將比往年多備貨三成，以應對大陸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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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創客迎戰「雙十一」備貨增三成
看好電商銷售渠道 冀在陸設倉儲

與第十屆海峽兩岸文博會同日開幕的台灣文創
購物節，滿滿台灣特色手信、文創旅遊商

品，在金門、南投、嘉義、台東等主題館，即可
「一站」逛遍台灣，令大陸遊客大呼過癮。陳智
說，網絡無界，當前電商很火爆，從個人電腦端轉
移到手機端，台灣人不應該排斥市場，而應該擁抱
市場，樂見其成。
「現在大陸的幾個大電商平台都有在跟我們接
洽，打算把我們的商品放在他們的平台上銷售。我
們也很積極跟他們對接。」陳智說：「我們也鼓勵
經銷商多通過網絡銷售。今年『雙十一』，我們評
估了去年每個電商平台的銷售狀況後，比照增加了
三成的備貨。」

亟需開通移動支付及電商渠道
首次來大陸參展的Willy，從台灣帶來了手工品

牌箱包。他舉着微信支付二維碼說，因為對大陸電
商和移動支付不了解，「連微信支付二維碼都是找
別人借的」。
Willy急切地需要在這次參展的間隙找到開通移

動支付及打開電商渠道的辦法。他說：「如果可以
的話，馬上開戶，就可以馬上在網絡上進行推
廣。」
Willy說，大陸的「雙十一」狂歡已經深刻影響
了台灣市場。「現在台灣也有了『雙十一』，我們
在台灣的專櫃也會推出『雙十一』的活動，台灣很
多人也都把這一天當成購物時間了。」
Willy承認，台灣的電商沒有大陸電商平台大，

他也擔心若在大陸的電商平台進行推廣，自己的東
西會不會被埋沒在大陸龐大的商品之中。
在台灣從事食品加工出口的陳先生說，民進黨執

政以來兩岸關係「速凍」，導致台灣有很多方面都
受到不好的影響。「僅觀光客就掉了七成，我自己
的企業業績也下滑了快一半。」陳先生亦迫切希望
能通過大陸電商平台提升銷量，以減少此前受到的
銷量下滑影響。
「當然，產品從台灣到大陸，成本和時間都變

成沒有優勢，如果能在大陸設置倉庫，或許會有
更大競爭力。」陳先生建議廣大台青作好充分準
備後西進大陸，借助電商打開新的機遇。

■連微信支付二維碼都是找別人借的Willy，急切地需要找到開通移動
支付以及打開電商渠道的辦法，加入大陸電商狂歡。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使用人次最多的網絡論壇「批踢踢實業坊」
（下稱PTT）近日出現歧視穆斯林言論。
台灣伊斯蘭協會提出嚴正抗議，並與有關單
位召開協調會，達成建請台灣大學（PTT
管理者）對穆斯林誣衊言論作出適當處置等
三項結論。
台灣伊斯蘭協會曾於10月31日發表聲

明，譴責PTT出現攻擊穆斯林言論，前日
與台灣地區教育部門、法務部門、「警政
署」、台灣大學等單位，針對此一事件舉行
協調座談會，會中作出三項結論。
第一，建請台大加強PTT各站長、版主
的相關法制教育及《台灣學術網路規範》、
《BBS站使用公約》的落實。第二，建請台
大針對各版論壇對於穆斯林的誣衊言論，作
出適當處置，並建議在PTT網站入口處刊
登相關公告，以化解站內不當言論對於穆斯
林的傷害。第三，若陳情人士選擇循法律途
徑提訴，建請警政署及法務部門提供協助及
偵辦。

台知名網絡論壇
現歧視穆斯林言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前台灣地
區領導人馬英九昨晚搭機前往美國洛杉磯，
展開3天訪問。此行除了與僑界聚會外，他
也應邀前往大學演講，並將與美國智庫座
談。這是馬英九卸任後第三度出訪。
根據行程安排，馬英九當晚11時50分將

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前往洛杉磯，預計當地時
間4日晚上8時25分抵達。
當地時間5日上午，馬英九將拜會中華會
館，向孫中山銅像獻花，並拜會馬氏宗親
會；下午參觀愛荷華戰艦博物館，晚上出席
僑宴。6日中午，他應邀在南加州大學發表
專題演講，下午將與華裔學生交流。據悉，
馬英九的演說內容包括兩岸關係、商貿及旅
遊方面的交流，為近60年來兩岸關係開闢
新局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2015年引發熱
烈討論的「習馬會」等議題。7日下午，馬
英九將與美國智庫太平洋國際政策理事會進
行座談交流，結束後當晚搭機返台。

馬英九今抵美
展開3天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陳映
真全集》前16卷昨日在台北發表。出版
方人間出版社表示，全集是了解1960年
至2010年這50年間台灣政治、社會、思
想狀況，以及研究作家陳映真必不可少的
資料。
當天，人間出版社在台灣師範大學同步
主辦《陳映真全集》發表會與第一屆陳映
真思想研討會。

1937年11月6日出生於台灣苗栗的陳映
真，去年11月22日逝世於北京，他是著
名文學家，也被視為台灣愛國統一陣營的
傑出領袖和理論家。

作品反映獨特思想價值
包含他820篇（含小說）文章、450萬字
規模的《陳映真全集》共計23卷，還有7
卷將於12月20日出版。出版社發行人呂

正惠介紹說，全集打破文類界限，採編
年形式將陳映真所有作品、文章、訪談
按時間排列。他認為，惟有了解陳映真
全部作品、看到其思想整體面貌，才能
看清他對於台灣、全中國以至於現今世
界的獨特價值。
台灣大學中文系前主任齊益壽在發表會

上說，在陳映真的靈魂中，中國就是母
親，既是幾千年的文化、也是近百年的屈

辱。陳映真在小學時偶然閱讀了魯迅小說
《吶喊》、《阿Q正傳》，隨年歲增長，
才知道中國的貧窮、愚昧、落後。他說
「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應該全心地去
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
另外，在為期兩天的陳映真思想研討會

中，來自上海、福建廈門及台灣本地的學
者專家將從不同世代、小說、思想脈絡等
角度發表論文並展開討論。

朝陽區西貝莜面村望京店內，透明廚房
內的大廚們有條不紊地忙活着，所有

菜品都是在顧客眼前製作完成的。「後廚
公開很有意義，老百姓應該有知情權。」
在此就餐的顧客韓女士說。
位於西城區的華天延吉餐廳是一家老字
號飯店。在其總店內，每層用餐區都已經
掛上了顯示器，多畫面、全方位、無死角
地向顧客「晒」出後廚。「我就在附近上
班，中午總在這兒吃。」顧客劉先生指着

牆上的顯示器說：「我時常就會抬頭看一
眼，親眼看看後廚的操作，心裡踏實。」
「後廚公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透

明廚房，另一種是視頻廚房。」北京市食
藥監局餐飲服務監管處處長段志永說。

「民眾吃得更安全放心」
今年5月起，北京市開始全面實施「陽光

餐飲」工程建設。據段志永介紹，截至目
前，實現後廚公開的各類餐飲服務單位遍

佈北京的16個區，已達17,584家。
「現在老百姓都關注食品安全問題。」段
志永說：「實現後廚可視化，讓人民群眾吃
得更安全、更放心、更滿意，這是我們義不
容辭的責任。」
為方便市民進一步了解餐廳的食品安全情

況，北京市食藥監局近期還將推出「陽光餐
飲」手機APP，西城、東城、海淀等區也開
展了區級「陽光餐飲APP」的開發。
「你看！」海淀區東升鎮故香思餐廳店

長張磊博操作着「海淀陽光餐飲APP」
說：「在APP上選擇我們店，就能實時觀
看後廚的情況。很多顧客給我們留言說吃
得更放心了。」消費者除了在線觀看後廚
直播外，還可以查看經營者資質證明、員
工健康證，同時也可以評價留言。
據海淀區食藥監局副局長陳建敏介紹，

率先投入使用的「海淀陽光餐飲APP」，
截至目前，上線的餐飲單位共有3,225家，
佔海淀區餐飲服務單位總數的45.4%。
據悉，北京市「陽光餐飲」工程計劃分3
年完成，其中今年完成500家中小學校、託
幼機構、養老機構食堂和3,000家餐飲企
業；2018年完成70%以上餐飲服務單位；
2019年實現各類餐飲服務單位基本覆蓋。

書法長期以繁體字為尊，
「現代漢字書法」還是新鮮事
物。湖南省書法家譚彭劍書法
藝術公益展覽日前在湖南師
範大學文學院舉行，這是長
沙首次舉辦「現代漢字書
法」展，受到大學生的歡迎。
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為落

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
用語言文字法》，推廣現代
漢字在人們日常工作和生活
的運用，從2014年起開設
了「現代漢字書法學科」，
譚彭劍應邀為該專業的碩士
研究生授課。當今的書法藝
術雖然蓬勃發展，但是書法
家普遍不習慣書寫現代漢
字，與實際生活和年輕人的
需求相去較遠，不適合現代

漢字的推廣與運用，而漢字書法不能一直停留
在對古人的模仿上，時代發展呼喚新鮮事物的
到來。湖南師大文學院與譚彭劍特地舉辦了這
次展覽，向全社會推廣「現代漢字書法」藝
術，同時也展出了不少傳統書法作品，「不薄
今人愛古人」。 ■《長沙晚報》

西藏首座
天文館將於
明年動工建
設。建成之
後，西藏天
文館將成為
世界海拔最
高的天文
館，將設置
西藏目前最
大口徑的光

學天文望遠鏡，並成為公眾天文科普的場所。
據了解，西藏天文館建設地點位於拉薩市區西

藏自然科學博物館東南角，預計2019年完工，建
成後與自然科學博物館、科技館、展覽館「四館
合一」。天文館將聯合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建
設一米口徑的光學天文望遠鏡，在變星觀測、時
域天文等方面發揮作用。
「這將是目前西藏最大口徑的光學天文望遠

鏡，意味着西藏天文館將完全有能力承擔專業
天文學科研工作。」西藏科技廳副廳長王俊傑
介紹。
目前，西藏已有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西

藏羊八井觀測站、阿里天文觀測基地等，天
文館未來將成為西藏地區重要的天文科研和
科普基地。 ■新華社

他們本該是一對先後呱呱落地
的龍鳳雙胞胎兄妹。但媽媽在孕
25周時發生早產，不足月的哥哥
不幸夭折。上海產科專家嘗試實
施延遲分娩方案，幫助妹妹在媽
媽的子宮裡多生長32天後順利降
世。據查，雙胎延遲分娩的成功
救治病例，國內外都很罕見。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一
婦嬰」）昨日披露，剛剛重回新
生兒科隨訪的寶寶體重約逾9磅，
身長53.7厘米，發育正常，各項
生理指標健康，正在茁壯成長。
據介紹，寶寶媽媽海女士（化
名）通過試管移植懷上雙胞胎，
預產期本在今年10月。但6月29
日凌晨，海女士突感不適，急診
進入其建卡醫院。翌日，她分娩

出第一個胎兒，這個只有25周的
胎兒不幸夭折。

爭取器官系統生長發育
上海一婦嬰醫院方面表示，如

果此時肚子裡的「妹妹」接着娩
出，生存機會相當渺茫。但是，
如果繼續延長第二個胎兒留在宮
內的生長時間，對產婦來說風險
巨大。
當時，在極度傷心的孕婦和家

屬強烈要求下，其建卡醫院為保
住第二個珍貴的寶寶，給予斷臍
後觀察的處理：流產的第一個胎
兒的胎盤仍在子宮中。在幾名婦
產科醫院給出否定答覆後，海女
士一家來到上海一婦嬰，求助產
科副主任劉銘。

最終，劉銘醫生團隊決定實施
延遲分娩方案，為第二個寶寶爭
取32天的宮內生長發育時間，其
各器官結構、各系統功能發育得
更好。在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
下，通過延遲分娩技術，子宮內
的妹妹在滿30周後呱呱落地，出
生體重約逾3磅。 ■中新社

京2萬餐廳公開後廚
食客手機可「監控」

11月1日中午，北京市東城區簋街的胡大飯館總店內，幾位顧客正圍着大廳內的顯示屏觀

看「後廚直播」。從食材的清洗、切配、加工，到廚具的清潔、消毒，餐廳後廚的情況一覽

無遺。據了解，年底前，加入公開後廚的「陽光餐飲」工程的當地餐飲業者將達到2萬家。
��

滬醫院施延遲分娩滬醫院施延遲分娩
龍鳳胎妹妹晚龍鳳胎妹妹晚生生3322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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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海拔高、空氣污染與光
污染少，是亞洲乃至全球的觀
星天堂。 網上圖片

■湖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舉辦簡體
書法展。圖為參
展作品。

網上圖片

■龍鳳胎妹妹健康誕生，醫護人
員正為寶寶進行檢查。網上圖片

■■北京朝陽區望京路部分北京朝陽區望京路部分
餐飲經營企業開展了廚房餐飲經營企業開展了廚房
直播工程直播工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陽光餐
飲 APP」
展示廚房實
行情況。
網上圖片

■到年底將有
6,000 家外賣餐
廳接受北京市
「陽光餐飲」工
程的統一公示和
展示，這些餐廳
也將實現後廚直
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