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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硬幣60周歲：
國家圖書館設歷程展

12月1日，人民幣硬幣迎來「六十周歲生
日」。由中國人民銀行貨幣金銀局主辦、中
國印鈔造幣總公司承辦的「國幣之尊，藝術
之美——人民幣硬幣發行60周年紀念展」在
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拉開帷幕，詳解人民
幣硬幣的「進化史」。截至目前，中國已發
行人民幣流通硬幣4套、普通紀念幣96個品
種108枚、貴金屬紀念幣2,000餘種。

式樣沿革 材質升級
截至目前，中國共發行了五套人民幣。其

中，第一套人民幣全部為紙幣。1957年12
月1日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開始發行流通硬
幣，有壹分、貳分、伍分三種面額。第三套
人民幣於1980年4月15日發行，有壹角、貳
角、伍角、壹圓四種面額，這套硬幣中的壹
圓硬幣背面採用長城圖案，因此被稱為「長
城幣」。1992年6月1日發行第四套人民幣
的流通硬幣首次採用了花卉圖案，壹角、伍
角、壹圓背面主景圖案分別為菊花、梅花和
牡丹花，業內俗稱「老三花」；其中壹圓硬
幣開啟了中國大規模使用鎳包鋼材料製造硬

幣的歷史。第五套人民幣的流通硬幣於2000
年 10月 16日起陸續發行，正面首次採用
「中國人民銀行」為名；壹角、伍角、壹圓
背面圖案主景分別為蘭花、荷花和菊花，也
被稱為「新三花」。為了讓硬幣壽命更長，
「顏值」更高，硬幣的材質也從最初的鋁、
銅演變為現在的銅鋅合金和鋼芯鍍鎳。

■《北京日報》

2002 年，30歲出頭
的徐文到達縣（註：現
達州市達川區）交警二
大隊鐵山中隊擔任中隊
長。中隊駐地所在的
S202 省道鐵山隧洞一
帶，車多路窄彎急，事
故不斷，常常堵車。徐
文帶領十多名同事吃住
在中隊駐地，白天夜裡
在路上穿梭指揮，對過
往車輛科學疏導，對來
往群眾周到服務，對超
載司機耐心教育。很
快，這一路段的交通狀
況得以改善。
2005年，徐文擔任副

大隊長後和同事楊明全
利用空餘時間，逐一梳
理統計多年來所有事故
的記錄檔案，並驅車跑
遍了全縣所有省、縣、
鄉道。他實地勘查、測
量、記錄每處危險路
段，歷時數月繪製出
《達縣轄區道路交通事
故易發路段圖》。政府
以此圖在交通事故易發
路段設立安全提示標
誌、安裝安全防護設
施，這張圖至今仍在使
用中。 ■四川新聞網

12月1日，寧夏彭陽縣召開姚河塬商
周遺址專家論證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
學院教授李伯謙等多名商周考古專家參
加。與會專家們認為姚河塬遺址是近年
商周考古的重大發現之一，對研究先周
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西周對西部邊緣地
區管理模式、商周西北邊陲文化面貌和
社會變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2017年4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組

織8家單位在彭陽紅河流域發現了姚河
塬商周遺址。遺址位於塬地的東部，約
佔整個塬地的三分之一，面積60餘萬平
方米，有墓葬、車馬坑等遺蹟。
從出土文物判斷，該遺址從商代晚期
延續到西周中期。該遺址有鑄銅作坊，遺

址級別很高。「墓主人格局和地位與西周
早期齊、魯、燕諸侯國相當。」陝西省考
古研究院研究員張天恩說。目前，姚河塬
商周遺址已被申報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寧夏報道

■寧夏姚河塬商周遺址出土的車馬坑。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攝

■11月28
日凌晨三點多，的
士司機們列兩公里
長隊送別徐文。

網上圖片

■■市民正在觀看人民幣硬幣市民正在觀看人民幣硬幣
6060周年展覽周年展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寧夏發現商周遺址 墓主或屬諸侯級別

只因他「懂法更懂人情」

500的哥送別病逝交警
「交警徐文走了，11

月28日下葬。」聽聞這

一消息，11月28日凌晨

一點多，四川達州市的

的士司機們自發駕車前

往殯儀館的方向，在通

川區鳳凰大道熙河灣沿

線送別徐文。11 月 30

日，這一段500名的士

司機列隊送別病逝交警

的感人的視頻，廣為流

傳。人民日報微博撰文

評論：長街肅穆、車燈

撲閃，這是人民的眼睛

啊！ ■四川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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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
人，1988年12月參加公安工

作，199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曾任達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
直屬三大隊大隊長，一級警督。
2016年6月10日端午佳節，他突
發急病倒在工作崗位上，就醫確
診為十二指腸乳頭瘤，病情嚴
重，並實施了切除手術。術後三
個月，他便要求重返崗位，瞞
單位所有人，帶病堅持工作一年
多。2017年11月25日，徐文病情
惡化，不幸去世，享年48歲。

公正講道理 親民有原則
「我們私下跟他也並沒有任何

關係。」陳傑在達州市永聖出租
車營運公司工作，認識徐文已經
20多年。「他總是講道理，哪怕
他罰我們款，我們也是心服口
服。」在陳傑眼中，徐文秉公執

法，非常平易近人但又很堅持原
則，同時他執法也很人性化。從
一位普通民警到三大隊大隊長，
徐文從未改變。
11月27日，追悼會當天上午，
20餘名的士司機作為代表送上花
圈；追悼會完畢，還有很多未能
到場的司機不捨，「乾脆就在晚
上出殯時再送他一程」司機們商
量決定。11月28日凌晨三點多，
的士司機們紛紛站到車外，緊挨
駕駛位，排成一排。靈車駛
過，司機伍亞軍鳴了三聲喇叭
「一聲是感謝，一聲是哀悼，一
聲是祝福。徐大隊，願天堂沒有
病魔纏身。」
「給人民的好交警徐文同志告

別送行活動，是我見到的，達州
市有史以來最為壯觀和龐大的一
次，讓人震撼！」一位駕駛員在
網上留言。

■■ 徐文生前徐文生前
曾在一架巴曾在一架巴
士裡執勤士裡執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與台讀者見面

日企圖更改行政地名
台釣魚台教育協會：不排除再發動保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笑 北京報道）昨日，
2017海峽兩岸武術交流會在京舉辦，共有600餘
名來自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和台灣地區的武
術愛好者參加。據了解，此次賽事是2017海峽
兩岸系列文化交流活動的「重頭戲」，以「弘揚
中華文化，傳承民族武術」為主題，圍繞南拳、
長拳、太極拳、刀術、劍術等80多個專項切磋
技藝，增進海峽兩岸年輕武術選手間的了解。開
幕式上，200餘名京台兩地的武術師生向在場的
觀眾展示了中國傳統的敬師禮儀。
台灣中華洪門武術聯盟會長劉會進介紹，台灣運

動員多數為大中小學學生。在島內徵集報名時，不
足一周便滿額，群情踴躍，足見台灣居民對來到大
陸、參與武術交流的熱情。他表示，武術是中華傳
統文化的精粹之一，兩岸青年應攜手將其發揚光大。

兩岸青年以武會友
攜手發揚中華武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01年，12歲
的袁亮天隨父母從台灣遷居大陸，一路升學，在
上海完成學士、碩士學業，並選擇在這座國際大
都市開創事業。16年過去了，如今的袁亮天已變
成說話毫無「台灣腔」的「新上海人」。
「父親說，大陸有好的教育、好的熏陶，未來
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大陸」袁亮天說，父親當日的
這番遠見，如今的自己深有體會。昨日，袁亮天
出現在「2017兩岸青年匯」分享報告會現場，講
述從台灣到上海心路歷程。「兩岸青年匯」是浦
江之聲廣播電台的原創節目品牌，專為兩岸青年
製作，今年的活動主題是「兩岸青年記錄上海，
追尋滬台交流30年足跡」。
過去一個月，來自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大學、上海海洋大學的台生和大陸夥伴們循
當年台商、台胞在上海的腳步，聆聽他們在大
陸打拚和生活的故事，通過諸多真人真事，感受
30年來滬台交流的日漸深入和多元。兩岸青年們
表示，學會了珍惜來之不易的交流成果，希望多
為維護兩岸和平作貢獻。

聆聽台滬交流30年故事
兩岸青年追尋「足跡」

■■「「20172017海峽兩岸武術交流會海峽兩岸武術交流會」」
決賽決賽22日在北京市展開日在北京市展開。。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人民網報道，
浙台兩地出版機構12月1日在台北舉辦一場大
陸簡體字圖書展銷活動。主辦方介紹，《習近
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已在近日與台灣讀者見
面。他介紹，此次從浙江出版聯合集團引進的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首批200本已
於數周前售罄；第二批1,000餘本上周上櫃，
銷售情況遠超其他簡體字書籍，接下來還將委
託北中南部經銷商在全台近300家書店銷售。
該書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
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編輯，外文出
版社今年11月以中英文版出版，收入了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在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9
月29日期間的講話、談話、演講、批示、賀電
等共99篇，分17個專題。為了便於讀者閱讀，

編輯時作了註釋，附在篇末。該書還收入習近
平的圖片29幅。

受眾較前卷普及
兩岸出版交流協會副秘書長趙立雍介紹，購

買《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的台灣讀者多
為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第二卷的受眾會比前
卷更加普及。他表示，「這本書對於希望兩岸
關係向好的人來說，是有幫助的。」
台灣天龍文創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兩

岸出版交流協會理事長沈榮裕說，2014年《習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引進到台灣並委託各
大書商全台發行，短時間內便取得不錯的銷售
成果。可見，台灣民眾有強烈的好奇心，希望
了解今時今日的大陸。

■12月1日，浙台兩地出版機構在台北舉辦一場大陸簡體字圖書展銷活
動。據介紹，《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在近日與台灣讀者見面。中新社

台灣釣魚台教育協會表示，釣魚島早
不存主權爭議。然而美國不顧《開

羅宣言》中的規定，於1971年6月17日
與日本私相授受，簽署了《關於琉球諸
島及大東諸島的協定》，將琉球群島和
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不
僅留下戰前日本佔領琉球、戰後卻未歸
還主權爭議，至今也仍然默許日本宣示
釣魚島主權的爭議行徑。

日從來不具釣島主權
台灣釣魚台教育協會指出，在歷史
上、國際法上，日本從來不具有釣魚島
主權，日方卻一再就釣魚島列嶼之主權
引發爭議，就名稱上玩弄文字遊戲，破

壞和平關係。他們呼籲日方尊重歷史、
維護國際和平，切勿在名稱上大做文
章，一再蓄意引發釣魚島主權爭議，以
免引發台灣方面的保釣行動。
宜蘭蘇澳鎮鎮長陳金麟與蘇澳漁會幹

部公開抗議，陳金麟表示，釣魚島為中
國固有領土，絕不允許他國有任何侵奪
或排他行為。他並強調，釣魚島海域是
蘇澳漁民重要的漁場，日方不該一直提
出主權爭議，單方面破壞雙方關係。

蘇澳鎮公所擬去函表遺憾
宜蘭蘇澳區漁會總幹事陳春生說，若

情況屬實，石垣市這樣的文字遊戲將嚴
重破壞蘇澳鎮與石垣市兩姊妹市與漁民

的長期友誼。因此，漁會多名代表上午
前往蘇澳鎮公所，向鎮長陳金麟陳情。
日本當地市議會最快可能於15日表決

通過。與石垣市有22年姊妹市交情的台
灣宜蘭蘇澳鎮公所表示，蘇澳漁民已表
不滿，將去函表達遺憾。

■日本沖繩石垣市擬提案更改釣魚島原本登錄的行政地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日本沖繩石垣市4日擬提案把釣

魚島原本登錄的行政地名，由現行的「登野城」改為「登野城尖

閣」，藉此宣示釣魚島的所謂主權。台灣釣魚台教育協會表示，日方

切勿再度引發釣魚島主權爭議，也呼籲沖繩縣石垣市議會立即停止更

名提案，若持續單方面引發爭議，不排除台灣民間會引發新一輪的保

釣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