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昨日10時許，隨着一架中國民航包機降

落在天津國際機場，78名台灣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機關從菲律

賓押解回國，初核涉及全國數百起案件，涉案金額達上億元人民幣。這是

繼今年2月26日公安機關將73名大陸犯罪嫌疑人從菲律賓押解回國後，打

擊跨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工作取得的又一次重大戰果。

去年下半年以來，大陸多個省區市連續發
生冒充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實施電信網

絡詐騙犯罪的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
惡劣。經縝密工作，初步確定該批案件的犯罪
窩點位於菲律賓境內。按照公安部統一部署，
去年10月，公安部刑偵局派員率天津、河北、
安徽、廣西、重慶等地公安民警組成的工作組
赴菲律賓，開展打擊跨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警
務執法合作。在中国駐菲大使館的有力支持下，
工作組聯合菲警方循線追蹤，開展案件偵辦工
作。
經2個多月的艱苦工作，位於菲律賓馬尼拉
等地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窩點具體位置被最

終鎖定。今年1月13日，中方工作組聯合菲
警方，在馬尼拉、維甘等地開展統一收網行
動，成功搗毀6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窩點，抓
獲犯罪嫌疑人151名（大陸73人、台灣78
人），繳獲電腦、銀行卡等一大批作案工具。
2月26日，中方公安機關將其中73名大陸犯
罪嫌疑人押解回國，另78名台灣犯罪嫌疑人
由菲方作進一步審查。

多數為頭目或骨幹
據了解，78名台灣犯罪嫌疑人中大多數為跨

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的頭目或骨幹，對於
偵辦相關案件至關重要。為最大限度打擊電信

網絡詐騙犯罪，切實維護受害者合法權益，公
安部工作組會同中國駐菲使館積極推動案件偵
辦工作，加強與菲方協商，並最終達成一致意
見。近日，菲有關部門決定將78名台灣犯罪嫌
疑人移交中方處理。4月4日，中國公安機關
組織天津、河北、廣西等地公安民警將該78名
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國。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通過冒充公檢法機
關工作人員等方式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嚴重
侵害群眾財產權益，影響群眾安全感，損害公
檢法機關執法形象。公安機關將始終保持對電
信網絡詐騙犯罪高壓嚴打態勢，持續加強國際
執法合作，堅決把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切實維
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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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名台電騙疑犯押回大陸處理
犯罪窩點藏匿菲律賓 作案數百起金額上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台
灣網報道，中共中央台辦、
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昨日
在西安分別會見了前來出席
「戊戌年清明公祭軒轅黃帝
典禮」活動的中國國民黨前
主席洪秀柱、新黨主席郁慕
明。雙方就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及在
「一個中國」原則政治基礎
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等
深入交換了意見。
劉結一對洪秀柱、郁慕明

以及島內相關團體和人士長
期致力於堅持兩岸同屬「一
中」、反對「台獨」分裂行
徑所做的努力表示讚賞，希
望兩岸各界攜手同心，共擔
民族大義，為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
一進程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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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疾管部門昨日公佈，新增一名麻疹確定
個案，一名約20歲虎航女空服員日前
曾接觸今年首例麻疹境外移入患者後染
病，並在可傳染期間出勤6趟接觸852
人，曾到大阪、東京和澳門。
疾管部門上月29日公佈今年首例

境外移入麻疹個案，這名30多歲患
者從泰國回來後發燒，在可傳染期又
搭機飛往沖繩，傳染一名同事發病
後，一同搭機的台灣虎航男性空服員
也被傳染，航空公司隨即對機艙進行
消毒。
疾管部門表示，又有一名虎航空服

員確診，她在3月17日和今年首例境
外移入個案接觸，4月 1日發冷不
適，4月2日出現發燒及出疹症狀立
即就醫，4日確認感染麻疹。
據統計，今年以來，台灣共計6例

麻疹確定病例，3例境外移入病例，
感染地為泰國2例、印尼1例，另有
3例境內感染。其中，4例屬群聚感
染，整起群聚事件追蹤接觸者人數已
達1,357人.

台灣又有空服員
染麻疹並接觸852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
花 福州報道）值清明節返鄉
掃墓高峰期，福建增開對台航
線，為兩岸同胞清明祭祖提供
交通便利。另據氣象部門預
報，4月6日前後福建轄區將迎
來一次大風降溫天氣，沿海風
力將達到陣風8至9級，對節
日期間的水上交通安全造成不
利影響，福建海事部門對福州
黃岐-馬祖航線、泉金航線、平
潭-台北客滾輪、廈金航線等輪
船和水域加大了檢查和監管力

度，保障兩岸同胞清明水上安
全出行。
據福建海事部門介紹，清明

期間，福建對台航班運力充
足，廈金航線每日運營36班
次（4 月 7 日加開至 38 班
次）、泉金航線每日運營10
班次。海事部門統計，受清明
節因素影響，連日來福建對台
水上運輸人數持續保持在高位
運行，日均旅客人數運輸量超
過6,500人次，較往常增幅近
30%。

閩增開對台海上航班
助台胞返鄉掃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馬英九近日人氣高
漲，被外界認為是國民黨的「最強母雞」，市議員參
選人紛紛搶着和他同框。馬英九昨日與中國國民黨副
主席郝龍斌、台北市議員參選人游淑惠、徐巧芯、鍾
沛君等人一同參加兒童節活動，被問到是否「母雞帶
小雞」拉抬選情？馬英九妙答：「我是公的。」
馬英九與郝龍斌與議員參選人共同出席活動，外界
認為是為拉抬選情。郝龍斌說，國民黨希望年輕人參
選，希望優秀、認同國民黨理念的新人投入選戰，爭
取勝選，才能帶來改革跟改變。不過出席活動主要還
是慶祝兒童節，找一些年輕人辦這個活動，讓大家享
受親子之樂。

國民黨「民意代表」林為洲表示，馬英九近日人氣
回升，主要是和現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比較起
來，民眾認為馬英九表現更好，所以馬英九在今年年
底選舉，一定會扮演重要角色，不論是對於所謂「馬
家軍」或者其他國民黨的候選人，相信馬英九都會給
予加持。
林為洲透露，隨着選戰逼近，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將

帶領成立一個大型助選團。林為洲建議，根據不同的
選民屬性，助選團可以採取分組形式，比如由中生代
的「立委」包括江啟臣、蔣萬安等分成一組，馬英九
和舊有團隊包括江宜樺、郝龍斌等組成一隊，採取
「分進合擊」的戰略，使選票範圍最大化。

被稱國民黨「最強母雞」
馬英九神回覆「是公的」

■ 78 名台
灣電騙疑犯
從菲律賓押
回大陸。
網上圖片

中國人自古就有慎終追遠的傳統，每年
四月初的清明節是百姓最重視的傳

統祭祀節日之一。「小時候每年清明節
前，媽媽都會帶我到街角處給逝去親人燒
『紙錢』。」長春市民付垚對於兒時的祭
祀習俗記憶猶新，「燒『紙錢』之前要先
用棍子在地上畫一個圈，那時經常看到街
角地面上佈滿黑色圓圈。」

吉林：舉行「清明文化周」
敏銳的商家也會適時推出各種祭祀用品，
從黃紙、「金元寶」到紙質的「手機」、

「銀行卡」，甚至還有「豪宅豪車」。祭祀
先人時五花八門的祭品，往往成了一戶人家
經濟水平和對逝去親人重視程度的象徵。
「焚燒『紙錢』不僅給生態環境帶來巨大

壓力，也失去了清明節本身的意義。」吉林
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付誠說，「實際上，清
明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又有踏青節之稱，是
人們親近自然、反思生命意義的好時機。」
近年來，中國各地通過開發踏青郊遊、

清掃陵園、獻花等方式，引導人們形成綠色
的祭祀方式，改變一到清明就「煙火繚繞」
的現象。

在吉林，人們在清明節期間舉行「清明
文化周」活動，用詩歌朗誦、追思寄語等
祭祀方式紀念親人，還會走到戶外，開展
踢毽子、放風箏等傳統健康運動，倡導綠
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寫下一份親筆信投到「時空郵箱」中，

把思念「郵寄」給逝去親人；親手插一束
鮮花放在墓前，深深鞠上一躬；全家人一
起用糯米、艾草、紅豆沙做一份青糰，將
情感寄託在清明節傳統小吃當中……
「這不僅是祭祀先人的正確方式，更是一

股沁入心脾的暖流。」吉林省民政廳辦公室

副主任崔豔麗說，「在寄託哀思、緬懷先人
的同時，感悟中華傳統文化之美，禮讚生命
的不凡才是清明節真正的意義。」

陝西：社區組織文明公祭
在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區長樂坊街道，曾

經供不應求的祭祀用品生意今年顯得有些
清淡，用文明和環保的方式代替以往的
「非燒不可」，成為更多市民的選擇。
逝者照片悼念牆、200枝黃白菊花……4日

清晨，在長樂坊街道，一場集體祭奠活動正
在舉行。「現在燒冥幣，獻祭品，鞭炮齊

鳴，滿天紙灰的現象正在減少，取而代之的
社區組織的文明公祭，或者和學校聯合組織
的朗誦活動，社區居民也都很支持。」參與
集體祭奠活動的市民張小磊說。
行走在長樂坊街道的小巷內，兩旁大樹

投下滿地綠蔭，地面少見燒紙後留下的黑
灰。「現在好多了，以前這幾天別人燒紙賣
得停不下來，我們的掃把也停不下來。」一
位環衛工人說。
這樣的景象不僅發生在西安市的大街小

巷，文明祭祀的清風正氣也正在更多地方
蔓延。

「媽媽，家裡一切都好，只是我很想您……」在長春市綠園區鐵西街道青浦社區

的「追思牆」上，一張卡片上訴說着兒子對逝去母親的思念。牆上貼滿了大大小小

的卡片，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有些是社區居民親自寫好貼上去的，有些是來不了的

居民通過微信發送文字，拜託他們幫忙寫好貼上去的。 ■新華社

「這是曲裾，漢服的一種，穿法是左襟
壓右衽。」近日，在陝西省西安市灃東新
城的詩經里小鎮，來自意大利的西安交通
大學留學生莎拉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認
真地穿戴漢服，準備參加稍後的成人禮。
詩經里小鎮位於陝西境內灃河東岸，是
全國首個詩經主題特色小鎮，根據《詩
經》提到的風物、民宿、音樂和人物而
建。同時，這裡也是《詩經》中「蒹葭蒼
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
故事發生地。
4月2日，莎拉和其他70多名來自世

界各國的西安交通大學留學生一起，在
春水潺潺、春花爛漫的詩經里小鎮，體
驗了一場中國味的成人禮。加冠、加
笄、茶道、插花……對莎拉來說，這是
「一次很有趣很藝術的體驗」。

講好中國故事的有益探索
來自英國的留學生露比說：「英國的

學生也有類似的『甜蜜16歲』派對，雖
然跟中國成人禮的形式不一樣，但都標誌
着由少年到成人的一種轉變，我父母也為
我辦過，現在又體驗了中國傳統成人禮，
這種文化差異和對比非常奇妙。」
習慣了喝紅茶的露比在現場看到配合

着陰陽太極手勢的茶藝表演，大呼「好看
又好喝」。
西安交通大學國際學院教師趙婷認

為，通過漢服成人禮、茶藝的體驗活動，
留學生們切身感受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獨
特魅力，對中國成人禮儀和茶道文化的博
大精深紛紛感到讚嘆和震撼，這也是在國
際上講好中國故事的有益探索。■新華社

聖地起雅樂，清明祭先師。昨日上午，
戊戌年曲阜尼山春季祭孔大典隆重舉行。
孔子誕生地尼山，雅樂悠揚，《論語》誦
讀陣陣。尼山孔廟前面的智源溪橋及欞星門
上也都裹上了紅黃綢帶，大成門前擺設了特
鐘特磬，大成殿院內則懸掛着編鐘編磬。
上午9時，古老的尼山孔廟大成門緩緩打

開。在身着古代服飾的司禮官導引下，參
禮嘉賓向至聖先師敬獻花籃，行三鞠躬

禮。孔子第七十九代嫡長孫、中華大成至
聖先師孔子協會會長孔垂長擔任本次祭孔
活動的主祭官。
「春到尼山·詩禮風揚——戊戌年尼山清

明詩會」在尼山書院門前舉行，四位藝術
家滿懷激情吟唱詩詞，追思先哲。
正衣冠、拜師、硃砂啟智、擊鼓明志、啟
蒙描紅、夫子洞許願……在尼山夫子洞廣
場，一場學童啟蒙開筆禮儀式讓孩子們感受

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感召和儒家文化的浸潤。
據曲阜三孔文化旅遊服務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長尹洪福介紹，孔子誕辰日在孔廟舉
辦的祭孔活動皆屬於「秋祭」。2008年曲
阜首次恢復了傳統的春季祭孔，這既是對
傳統文化的弘揚，又是對祭孔大典這一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豐富與完善。自
2009年起，曲阜又將春季祭孔地點選擇在
孔子誕生地尼山，引導人們追根溯源緬懷
先師，走近尼山尋根朝聖。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曲阜報道

冬雪漸漸消融，黑龍江寶清七星河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一掃往日的寂靜，候鳥成群北
歸，幾乎將保護區內乾枯的蘆葦蕩「包圍」。
位於東北平原東北部的三江平原是中國

重要的候鳥遷徙停歇地和繁殖棲息地之
一。來自長江流域等地的候鳥往往經由這
裡飛往俄羅斯境內，也有部分鳥類留下

「安營紮寨」，其中不乏丹頂鶴、東方白
鸛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科研人員對七星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

多年來的鳥類數量進行統計發現，保護區
野生丹頂鶴數量由6隻增加到30多隻，白
額雁數量由不足5萬隻增加到15萬隻，其
他鳥類數量也較過去明顯增多。

七星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三江平原龐大
的候鳥種群縮影。據黑龍江省環保廳統計，
近年，黑龍江省珍稀鳥類數量不斷上升，其
中，三江平原野生東方白鸛數量已由2000年
的100餘隻增加到現在的400餘隻。
「候鳥像是環境的『試金石』，珍稀候
鳥數量增多得益於三江平原地區生態環境
的改善。」黑龍江省環保廳自然生態保護
處工作人員盧雲峰說。 ■新華社

着漢服品茶道讀《詩經》
留學生西安過「成人禮」

曲阜清明祭先師 聖地尼山揚禮風

三江平原生態改善成「候鳥天堂」

■■中國各地通過開發踏青郊遊中國各地通過開發踏青郊遊、、清掃陵園清掃陵園、、獻花等方式獻花等方式，，引導人們形成綠色祭祀方式引導人們形成綠色祭祀方式。。圖為圖為
江蘇省連雲港市灌雲縣在小學生中開展風箏製作江蘇省連雲港市灌雲縣在小學生中開展風箏製作、、放飛比賽放飛比賽，，感受傳統清明習俗感受傳統清明習俗。。 新華社新華社

清明節多地現追思新風氣清明節多地現追思新風氣 書寫寄語集體祭奠正流行書寫寄語集體祭奠正流行

「「綠色祭祀綠色祭祀」」
取代取代「「煙熏火燎煙熏火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