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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歷史走入歷史。。 兩岸學者表示兩岸學者表示，，台當局是機關算盡的台當局是機關算盡的「「去中國化去中國化」」，，但根本改變不了台灣但根本改變不了台灣

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為蔡英文當局再記上一筆為蔡英文當局再記上一筆「「柔性台獨柔性台獨」」和和「「漸進台獨漸進台獨」」的賬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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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圖「廢省」明年起取消預算
兩岸學者：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
報》報道，台灣又一科技大
廠將登陸A股，晶圓代工商
聯華電子（UMC）昨晚宣
佈，旗下大陸子公司、和艦
晶片製造（蘇州）股份有限
公司，將與另一家子公司廈
門聯芯集成，以及和艦從事
集成電路（IC）設計服務
的子公司山東聯暻半導體，
將由和艦向中國證監會申請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聯電新聞稿稱，上述兩

項決議目的是為強化全球
佈局，拓展海外市場，加
速業務增長。聯電總經理
王石表示，和艦在A股上
市後，將可取得更多元化
的在地資金來源，改善整
體報表結構，將資金留在
台灣，並可提升公司的資
產規模，進一步充實公司
的資本實力。
資料顯示，聯華電子創

立於1980年，總部設於台
灣新竹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是台灣第一家積體電
路公司，為台灣第一家半
導體公司，引領了台灣半

導體業的發展，為台灣第一家提供
晶圓專業代工服務的公司，在1985
年成為台灣第一家上市的半導體公
司，目前仍是世界上重要的晶圓代
工企業之一。2000年在紐約證券交
易所掛牌上市，2008年被列為道指
成分股。2013年：在江蘇省蘇州設
立和艦科技晶片製造公司，2015年
於福建廈門投資設立的聯芯集成電
路製造廠正式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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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因蔡英
文昨日要親到北投復興崗出席「三軍六校
聯合畢業典禮」，為防止去年抗議人士包
圍蔡英文事件重演，台北警方動員近千名
警力到場支援，區內大街小巷一大早塞滿
警察，並架起層層圍欄；當地居民出入受
阻，早上趕出門上班的居民直呼「太誇張
了吧！」「全台的警察都來北投了嗎？」

台北市警察局長親自坐鎮
為了避免今年再度發生類似事件，台北
市警方早於幾日前已開始佈防。區內一家
小學為避免當日封路造成學生出入混亂，
一度宣佈昨日停課一天，但卻引起家長和
社會人士不滿，迫得當局急匆匆安排學校
復課，以平息憤懣。

昨日清晨，為確保蔡英文「安全」，台
北市警方出動了6個警分局、近千警力於
清晨5時出勤到北投區集結，並由台北市
警察局長親自坐鎮擔任指揮官。首先，警
方部署10多輛大型警備車在大學門口排成
長長的、罕見的「警車長城」，完全阻絕
任何抗議人士接近校區。許多北投人一早
趕出門上班，看到整條大業路塞滿警察、

道路塞爆，直呼「全台的警察都來北投了
嗎？好扯（譏諷搞笑）」。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批

評，他已經接獲北投居民反映，當地沿街
600公尺圍起柵欄，車輛都被拖吊走；蔡
英文比過去皇帝出巡的「肅靜、迴避」更
強勢，這是擾民，希望蔡英文不要出門
了，否則每次出門都在擾民。

■■蔡英文昨日到北投出席蔡英文昨日到北投出席「「三軍六校聯合畢業三軍六校聯合畢業
典禮典禮」，」，警方以人牆圍在路口管制警方以人牆圍在路口管制。。 中央社中央社

■■「「台灣省政府台灣省政府」」位於南投縣中興位於南投縣中興
新村新村。。圖為中興會堂圖為中興會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投動用千警保護 蔡被批擾民

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
清德昨天表示，明年起將省級

機關預算歸零，員額與業務也將自
今年七月一日起移撥。台灣當局作
出此項決定，給出的理由是為使島
內資源作最有效的運用及提高行政
效能。台灣目前共有三個「省級機
關」，分別是「台灣省政府」、
「福建省政府」和「台灣省諮議
會」。「福建省政府」、「台灣省
政府」分別於1956、1997年起虛級
化；「台灣省諮議會」由「台灣省
議會」改設而來，業務與人員也於
1997年逐漸移轉。

「廢省」須過「修憲」關
依據台灣現行「憲法」規定，「省
級機關」不能廢除，明年起「省級業
務」全部歸零後，台灣當局仍須設
「省主席」跟「省諮議會長」，但已
無薪水可發，也無一兵一卒。台灣當
局要將「台灣省」和「福建省」徹底
剷除，還須過「修憲」這一關。

蔡當局再添「台獨」賬
台灣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賴清德的做法是
將「台灣省」和「福建省」從現行

體制中完全抹除掉，難免會啟人疑
竇。特別是在賴清德宣稱自己是「務
實的台獨工作者」，至今未作澄清或
修飾的情況下，這些動作很難逃脫
「去中國化」的嫌疑。「其結果，就是
讓蔡英文當局再記上一筆『柔性台
獨』和『漸進台獨』的賬。」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

生認為，不管是「福建省政府」還
是「台灣省政府」，早就已經虛級
化，也沒有實際行政權力、行政職
能，台當局現在徹底廢除也沒什
麼，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
事實，也改變不了台灣當局是地方
政府的事實。
張文生分析指，自1949年蔣介石

敗退台灣後，台灣的行政體制就處
在一個比較尷尬的處境。「台灣省
政府」管轄的範圍與台灣當局管轄
的範圍差不多大，經常有衝突，在
宋楚瑜擔任「台灣省長」時尤其激
烈且表面化。所以才有「凍省」、
虛級化的權力結構改變的改革。可
見，台當局也不得不承認他所管轄
的範圍只有「台澎（湖）金（門）馬
（祖）」的事實，說到底就是一個沒有
得到中國政府承認的一個地方政權
而已。

台灣在中國行政區劃上曾隸屬福建省，1885
年清政府才設置「台灣省」。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5年日本投降後，台灣終於回到祖國懷抱。

1945年 8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
立，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
備總司令，負責從日本人手中接管台灣。1947

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在民眾不滿聲
中，陳儀被迫辭職。同年4月，蔣介石政府撤銷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組織
法》改制，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
「台灣省政府」5月正式建立。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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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茲故城遺址龜茲故城遺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地球物理探測方法通常是用
於尋找地下很深的目標，

而探測古代遺蹟相比找礦要容易
些。因地下古代遺蹟一般距地表
較近，探測信號更強。」郭子祺
說，「但是，我們不能把探測地
球深部的技術直接用於考古，因
此我們開展了相關研究和技術調
整。」

地處交通要衝 連東西方貿易
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
衝，龜茲曾是西域36國中最大的
一個。龜茲古國連接東西方之貿
易，傳載東西方之文明，是古印
度、希臘－羅馬、波斯、漢唐幾
大文明的交匯處；印度佛教從龜
茲傳向中原，這裡擁有比敦煌莫
高窟歷史更久遠的石窟藝術。然
而，隨着時間推移，這座盛極一
時的西域都城遺址多數面積被現

代城市建築覆蓋。這給龜茲
城址的考證帶來很大困難。
據介紹，此前新疆文物
考古研究所和庫車文物局
主要依靠歷史文獻記載和
傳統考古工具洛陽鏟進行
考古，但遇到房屋、硬化
道路以及砂卵石遍佈的地
帶，洛陽鏟就無法使用。
地球物理探測技術剛好可
以大顯身手。
郭子祺團隊帶去了兩種儀器：

探地雷達和高密度電阻率儀。他
介紹，探地雷達可以較準確、連
續地反映出地下圖像，並有厘米
級的分辨能力，可直接探測較小
的地下目標，但探測深度有限。
而電阻率法能探測較深的古河
道、墓穴和墓道的分佈，可探測
尋找古城牆、大型夯土建築基址
的埋藏深度及夯土厚度等。

探測發現，龜茲故城外城墻在
地下的遺存平均寬度為15至 18
米，最寬處達30米，城牆遺存在
地下埋藏深淺不一，最深處距地
表達2.5米。
「我們對龜茲的內城也進行了

勘探，把皇宮的大致範圍圈了出
來，但這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工
作。考古學家還要依據探測結果
去進一步發掘。」郭子祺說。

用地球物探技術用地球物探技術
揭絲路古國面紗揭絲路古國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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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家利用在地球深處尋找石油和礦產的技術中國科學家利用在地球深處尋找石油和礦產的技術，，幫助考古學幫助考古學家家「「透視透視」」了被風沙與時光了被風沙與時光

掩埋的龜茲古國掩埋的龜茲古國，，揭開了這座絲路重鎮的神秘面紗揭開了這座絲路重鎮的神秘面紗。。最近最近，，受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請受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請，，

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遙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郭子祺率領其團隊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遙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郭子祺率領其團隊，，對位於新疆對位於新疆

庫車縣庫車縣、、有着約兩千年歷史的龜茲古國的城牆遺址展開了綜合地球物理探測有着約兩千年歷史的龜茲古國的城牆遺址展開了綜合地球物理探測。。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唯一的毛南族自治縣——廣西環
江毛南族自治縣昨日迎來傳統民族節日
「分龍節」，在當日舉行的節慶活動
上，一面直徑6.68米、厚度2.8米、重
50噸的銅鼓在環江縣城花竹帽廣場亮
相，並成功通過「世界最大銅鼓」健力
士世界紀錄認證。
此次刷新世界紀錄的銅鼓為雙面鼓，

由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壯族
銅鼓鑄造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韋啟初設
計，歷經10個月鑄造而成。鼓面設四
隻蛙形雕塑，兩蛙間各有毛南民族舞蹈
立體圖案，正上方為毛南三界公立體圖
案，正下方為毛南儺面舞蹈立體圖案，
底座為四頭2.68米高的毛南神牛石雕。

千鼓賀鼓王 場面震撼
在昨日的節慶現場，健力士世界紀錄

認證官當場宣佈，此銅鼓通過「世界最
大銅鼓」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隨後，
當地還舉行了世界最大銅鼓（中國．環
江）祭祀盛典暨健力士紀錄授匾儀式，
來自雲南、貴州及廣西的多支銅鼓隊在
儀式上進行了「千鼓賀鼓王」的表演，
場面十分震撼。
據了解，作為中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及

東南亞一些地區重要代表性文物之一，銅
鼓在廣西傳承已久，環江所在的廣西河池
市還享有「世界銅鼓之鄉」美譽。目前全
世界現存傳世銅鼓約2,400面，河池就有
1,400多面。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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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節慶現場在節慶現場，，認證官當場宣認證官當場宣
佈佈，，此銅鼓通此銅鼓通過過「「世界最大銅鼓世界最大銅鼓」」
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 新華社新華社

一名女乘客因為在3車廂洗手間噴灑
防曬噴霧的濃度過高，觸動洗手間內的
煙霧探測器，發出火災警報，26日由河
南鄭州市開往安陽市的高鐵G6602次列
車，在行駛中被迫緊急停車，因而延誤
3分鐘，也造成後續列車均告誤點。
根據事後流出的影片顯示，列車緊急

停車後，隨車機械師與服務人員立刻去
敲洗手間的門，急忙催促該名女乘客出
來。女乘客出來後手持一罐物品，並解
釋是防曬液，隨後就遭高鐵人員責備
「這裡面有煙霧報警器，妳知不知

道？」、「一報警馬上就自動停車」。
高鐵人員進入洗手間察看後又罵女乘

客「妳看看妳這濃度有多大」；被嚇壞
且一臉無辜的女乘客只能一再賠不是。
報導指出，高鐵的煙霧探測器都設置

了「減光系數」，範圍在0.1至0.19之
間，當探得數據達到設定的報警值時，
就會觸發警報。
看到新聞後，許多網民留言表示，只

知道高鐵禁止吸煙，根本不知道連香
水、防曬噴霧也不能使用。

■綜合央視新聞及梨視頻

■■授匾儀式授匾儀式。。 中新社中新社

女乘客噴防曬「嚇停」高鐵3分鐘昨日，山西
太原理工大學
國際教育交流
學院舉行畢業
典禮，外國留
學生在拍畢業
照的間隙自拍
留影，紀念
在中國的留
學時光。

■圖/文：
中新社

洋 生 畢 業

■■ 科學家科學家「「透視透視」」湮湮沒沒
的龜茲古國的龜茲古國。。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