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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昨日，來自台灣17所高校的93

名台灣青年在穗正式開啟為期兩個月的暑期實習生活。廣州23家企業將提供

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參加實習的台灣學生表示，到大陸實習能夠在規模較

大的企業裡學習，機會十分難得，「兩個月時間一定要好好把握。」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主辦方獲悉，此類實習
已經連續舉辦多屆，一方面期盼增進台

灣青年對內地企業創新創業發展情況的了解，
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們在共享「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的機遇中尋找到個人的職業路徑。
據主辦方介紹，從去年的39位青年實習生
到今年的93位，前來大陸實習的人數大大增
加，與此同時，廣州提供實習崗位的機構數量
也增加到23家，行業涉及金融、房地產、製
造業、服務業和社會服務，崗位包括行政助
理、營銷、財務、市場以及社工等。

溝通交流 積累經驗
台北商業大學設計專業大四學生李尚蓁告
訴記者，一開始在老師的介紹下報名參加，後
來又入選到協會，幫助老師和同學與廣州的實
習機構溝通，一路下來在溝通交流上就積累了
不少經驗。
李尚蓁說，在結合企業需求和同學的實習
意向後，今年在機構數量、行業覆蓋率上都

能讓前來實習的同學們感受到職場的挑戰和
魅力。李尚蓁透露，她之前在台灣的企業實
習，但是公司規模較小，這次會前往新能源
企業豐樂集團實習，希望在大企業裡學到更
多東西，為自己尋求更好的職業路徑和發展
機遇。

創造機會 體驗廣州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過去3年來，廣州一
直致力於吸收更多的台灣青年來廣州實習，以
加深台灣學生在大陸工作生活的體驗。隨着交
流的深入，如今實習交流活動的形式更為靈
活，也會讓台灣青年感受到在廣州生活的更多
便利與樂趣。
廣州團市委以及廣州市台辦相關負責人表

示，廣州一直在創造更多機會讓兩地青年面對
面交流，傳遞正能量。穗台兩地在社會經濟發
展、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合作空
間，而推動兩地合作發展關鍵在青年，青年是
兩地的未來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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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穗實習尋職業路徑
93名大學生走進23家大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
《遠見》雜誌昨日發佈「台灣最佳大
學排行榜」，綜合類大學由台灣大學
守住島內第一學府之名，新竹清華大
學攻上榜眼，台南成功大學位列第
三。
文法商類中，台灣師範大學、政治
大學和輔仁大學排名前三；醫科類是
長庚大學和台北醫學大學並列冠軍；

台灣科技大學奪得技職類榜首。
上月底，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
育》公佈亞太地區大學排行榜，台灣
共有31所大學上榜，雖比去年增加5
校，但最高排名的台灣大學比去年掉
了4名，位列第37名。
已連續舉辦三屆的「遠見台灣大學

排行榜」每年都會納入各大學正副校
長的互評分數。今年的調查顯示，校

長們對於台當局的高教政策信心流
失，一年不如一年，滿意度從2016年
的74分降至去年的70.3分，再降至今
年的67.2分。
在校務問題方面，今年「生源減

少、招生不易」成為校長們最頭疼的
難題，其他與生源相關的還包括境外
招生和大陸學生來台數量均不如預期
等。

《遠見》雜誌認為，「台生留不
住，外生招不來」已成為台灣高校目
前最大的困境。
此外，經費不足依然是老問題。

44.8%的受訪校長認為當局補助有限，
「企業與民間捐款意願低落」，「薪
水有限，因而難以聘請到名師」等。
今年的排行榜由「遠見研究調查」

與全球知名文獻出版社愛思唯爾合
作，通過5大類34項指標檢視台灣高
等教育，島內共有101所大學列入評
比。

《遠見》發佈台最佳大學榜 台大綜合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中時電子報
報道，一度在智能手機市場風生水起的台灣
宏達電（HTC）歷經多個季度虧損，昨日
宣佈啟動組織優化政策，將於今年9月底前
裁員1,500人，裁員幅度近四分之一，消息
如同在台灣島內投下「震撼彈」。
宏達電（HTC）發出聲明表示，HTC繼
2018年初開始海外優化組織計劃後，智能手
機和虛擬現實（VR）業務在各市場由單一
主管進行統籌管理。昨日再度宣佈，將於台
灣地區進行製造部門的組織優化與策略性人
力資源配置調整，預計縮減製造部門員工人
數共1,500人，讓未來能更有效運用資源與
專業人力，該計劃預計於9月底前執行完
畢。
桃園市勞動部門晚間發佈新聞稿證實，下

午接獲宏達電提出的「大量解僱勞工計劃
書」，根據計劃，桃園廠目前僱用員工
4,077人，預計於8月31日資遣1,100人，9
月15日資遣400人，因此於規定的60日前
主動通報，解僱員工為製造、後勤等部門。
據報道，截至今年6月，宏達電（HTC）

全球員工總數約6,450人。

「台灣股王」不復榮景
宏達電（HTC）股價曾在2011年4月衝上1,300元（新

台幣，下同，約合港幣333元），榮登「台灣股王」，市
值一度達到1.06萬億元歷史高峰。不過HTC在手機業務
強敵的挑戰下，選擇一舉投入VR，幾年來只有燒錢，在
目前業務挑戰重重的情況下，股價從高點直落，早已不復
榮景。
根據今年第一季度公佈的財報，宏達電（HTC）去年

第四季每股虧損11.93元，不僅連續11季虧損，更創單季
虧損新高，全年每股虧損20.58元，也創上市以來最大。

■宏達電（HTC）去年第四季每股虧損新台
幣11.93元。 網上圖片

■來自台灣17所高校的93名台灣青年在穗正式開啟為期2個月的
暑期實習生活。圖為台灣大學生李尚蓁，她希望了解大陸大企業，
為自己尋找職業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昨日，在巴林首都麥納麥舉行的世界遺產大
會上，中國貴州梵淨山獲准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名錄。至此，中國已擁有53處世界遺產。
據介紹，梵淨山被譽為黔山第一山，是武陵

山脈的主峰，位於貴州省東北部的印江、松
桃、江口三縣交界地帶，即中國階梯地勢第二
級與第三級的過渡地區。遺產地面積402.75平
方公里，緩衝區面積372.39平方公里。
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自然遺產評估機構世界自

然保護聯盟說，梵淨山滿足世界自然遺產生物
多樣性標準和完整性要求。梵
淨山主要由變質岩組成，周圍
被廣闊的喀斯特地貌環繞，其
形成始於距今10億至14億年之
間，該區為中國南方兩個最古
老的地塊之一，區內中新元古
代、寒武系地層發育，分佈廣
泛，是中國南方研究前寒武系
的重要窗口。

2017年，經國務院批准，梵淨山成為了2018
年內地申報世界自然遺產的唯一項目向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進行申報。

■綜合新華社、澎湃新聞

白白點兒在此次世界盃期間作為故宮點兒在此次世界盃期間作為故宮
「「宮貓競猜世界盃宮貓競猜世界盃」」主角之一主角之一，，

成功預測了葡萄牙成功預測了葡萄牙VSVS摩洛哥摩洛哥、、巴西巴西
VSVS瑞士瑞士、、阿根廷阿根廷VSVS克羅地亞等克羅地亞等66場比場比
賽賽。。66月月2626日日，，白點兒在工作人員還沒白點兒在工作人員還沒
擺好飯盆的時候擺好飯盆的時候，，就提前站到了就提前站到了2727日日
凌晨世界盃焦點戰的勝者阿根廷隊的凌晨世界盃焦點戰的勝者阿根廷隊的
位置上位置上。。這條預測微博轉發量早已破這條預測微博轉發量早已破
萬萬，「，「力挺力挺」」阿根廷的白點兒打動了阿根廷的白點兒打動了
無數阿根廷球迷無數阿根廷球迷，，不少球迷表示要為不少球迷表示要為
牠送貓糧牠送貓糧。。

患貓血栓倒下患貓血栓倒下 網友追思網友追思
正當廣大球迷期待着白點兒再顯神正當廣大球迷期待着白點兒再顯神

威時威時，，66月月2727日上午日上午，，白點兒在故宮院白點兒在故宮院
內突然下肢癱瘓內突然下肢癱瘓、、疼痛大叫疼痛大叫、、呼吸急呼吸急
促促，，經醫生診斷經醫生診斷，，白點兒的情況符合白點兒的情況符合
貓血栓特徵貓血栓特徵。。
在白點兒離世的微博下在白點兒離世的微博下，，網友們紛網友們紛
紛表達追思之情紛表達追思之情：「：「希望你在喵星球希望你在喵星球
還是那個可愛的天使貓還是那個可愛的天使貓，，沒有病痛沒有病痛，，
開開心心的開開心心的。」。」有球迷留言有球迷留言：「：「阿根阿根
廷球迷的罐頭還沒有吃到呢……廷球迷的罐頭還沒有吃到呢…… 第一第一
次那麼喜歡一個動物次那麼喜歡一個動物。」。」還有網友還有網友
說說：「：「謝謝你這幾天給我們帶來的快謝謝你這幾天給我們帶來的快
樂樂，，我們會永遠記住你我們會永遠記住你。。希望你在天希望你在天
堂裡堂裡，，每一天都過得開心幸福每一天都過得開心幸福，，天堂天堂
裡沒有病痛裡沒有病痛，，只有你可愛的身影只有你可愛的身影。」。」
實際上實際上，，白點兒只是故宮眾多白點兒只是故宮眾多「「網網

紅宮貓紅宮貓」」中的一隻中的一隻。。近年來近年來，，越來越越來越
多的故宮貓出現在網友的視野中多的故宮貓出現在網友的視野中。。
「「三隨子三隨子」」因為長相霸氣因為長相霸氣，，獲稱獲稱「「鰲鰲
拜拜」，」，實際上非常乖巧實際上非常乖巧。「。「小仔小仔」」則則
因為毛髮漂亮因為毛髮漂亮，，常常出現在故宮的各常常出現在故宮的各
種宣傳片中種宣傳片中，，吸引了不少愛貓人士專吸引了不少愛貓人士專
程送來貓糧程送來貓糧。。

收編收編200200多隻多隻 故宮無鼠患故宮無鼠患
據了解據了解，，故宮現有故宮現有 200200 多隻多隻「「宮宮

貓貓」，」，每隻貓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編每隻貓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編

號號，，牠們大多是被收編的流浪貓牠們大多是被收編的流浪貓，，還還
有部分可能是宮廷御貓的後代有部分可能是宮廷御貓的後代，，每天每天
都有工作人員餵養都有工作人員餵養。。
故宮人愛貓故宮人愛貓，，很多工作人員都在辦很多工作人員都在辦
公室裡放有貓糧公室裡放有貓糧，，一些人的抽屜裡還一些人的抽屜裡還
有維生素有維生素、、消炎藥等各種給貓準備的消炎藥等各種給貓準備的
藥物藥物。。事實上事實上，，作為北京故宮的作為北京故宮的「「貓貓
保安保安」，」，牠們發揮着獨特的作用牠們發揮着獨特的作用，，故故
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曾大讚牠們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曾大讚牠們：：
「「有了牠們有了牠們，，故宮更沒有鼠患了故宮更沒有鼠患了。」。」
早在早在20142014年年，，故宮在微博上展示了故宮在微博上展示了

「「紫禁城的物候紫禁城的物候」」系列攝影作品系列攝影作品，，一一
隻窗台上睡覺的宮貓因為可愛隻窗台上睡覺的宮貓因為可愛，，很快很快
成為成為「「網紅網紅」。」。此後此後，，故宮官方微博故宮官方微博
專門開設了故宮貓的互動話題專門開設了故宮貓的互動話題。。大量大量
以故宮貓為主題的文創產品也從這時以故宮貓為主題的文創產品也從這時
候開始逐步完善候開始逐步完善。。如今如今，，在淘寶網的在淘寶網的
故宮博物院文創旗艦店裡故宮博物院文創旗艦店裡，，小到卡通小到卡通
橡皮橡皮，，大到學生書包大到學生書包，，都可以看到故都可以看到故
宮貓的身影宮貓的身影。。

「空中田園」位於湖南張
家界市天子山老屋場組，是
一片三面臨淵、凌空托起的
崖台，崖台上的一丘稻田，
有心形旱地，佔1.5畝，環
繞旱地的是水田，佔 2.4
畝。水田呈葫蘆狀，奇妙的
是，這葫蘆腰處就是那塊心
形的地，有點像朱熹筆下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
影共徘徊」的景象。
彭齊雲生於1960年。1983年與同村姑娘張小

春結婚。婚後不久，父親便讓彭齊雲自立門
戶。由於居住在崇山峻嶺，四處是絕壁斷崖，
家裡僅有幾分水田和幾畝旱地，為了新過門的
兒媳不挨餓，彭父分了幾分地給兒子彭齊雲。
可是，靠幾分地養活不了妻子和自己，彭齊雲
決定自己開墾出一片田地來。

養活家人 甘作「愚公」
從1983年8月開始，彭齊雲帶着張小春起早

貪黑一點一點挖山。他們一個掄錘，一個握鏨
子，把石頭一點一點鑿開，搬走，之後，又從
其它地方刨出肥沃的土壤，一擔一擔挑回到壘
上，慢慢地才開墾出了這3.9畝的田。
2008年，彭齊雲發現時不時有人來他的空中

田園留影、拍照，一打聽才知道有人在網上發
了「空中田園」的照片。彭齊雲想，既然遊客
喜歡自己的空中田園，幹嘛不利用空中田園做
點文章？

彭齊雲在俯瞰空中田園的最佳位置搭建了一
個小屋，準備了各種飲料和礦泉水。屋子外面
還搭建了一個枱子，擺了他自己種的蔬菜瓜
果，半賣半送。有記者問：「一年收入有多
少？」彭齊雲說：「七八萬（人民幣，下
同），有時候也有十來萬。」

景在畫中 畫在雲中
從2017年開始，彭齊雲的田地裡再也不種糧

食和作物了，而是種一些花草，其中以油菜花
和荷花為主。「過去種糧食，現在種風景。」
彭齊雲對記者說。
登上「空中田園」，清風拂袖，雲霧纏身，

如臨仙境，使人有「青峰鳴翠鳥，高山響流
泉，身在田園裡，如上彩雲間」之感。當陽光
穿透雲霧，照到「空中田園」時，呈現出一片
紅、黃、綠、紫的色彩，顯得特別艷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貴州梵淨山入選世界自然遺產

張家界農民自墾「空中田園」成網紅景點網
紅
故
宮
貓
患
病
去
世

昨日昨日，，故宮博物院在故宮博物院在「「故宮宮喵白故宮宮喵白

點兒點兒」」的微博中發佈消息的微博中發佈消息，「，「對不對不

起起，，還是沒能留住牠……還是沒能留住牠……」」宣佈了網宣佈了網

紅故宮貓白點兒去世紅故宮貓白點兒去世。。這隻貓咪因連這隻貓咪因連

續續66場成功預測了比賽的勝負而成為場成功預測了比賽的勝負而成為

本屆世界盃本屆世界盃「「預言帝預言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琳孫琳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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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上午，白點兒在故宮院
內突然下肢癱瘓、疼痛大叫、呼吸
急促，經醫生診斷，白點兒的情況
符合貓血栓特徵。 網上圖片

■昨日，貴
州梵淨山正
式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
圖為遊客在
梵 淨 山 遊
玩。 新華社

■「空中田園」位於湖南張家界市天子山老屋
場組。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彭齊雲介紹他彭齊雲介紹他
的空中田園的空中田園。。

特約通訊員特約通訊員
傅春桂傅春桂攝攝

■■白點兒在此次世界盃期間作為故宮白點兒在此次世界盃期間作為故宮「「宮貓宮貓
競猜世界盃競猜世界盃」」主角之一主角之一，，成功預測了葡萄牙成功預測了葡萄牙
VSVS摩洛哥摩洛哥、、巴西巴西VSVS瑞士瑞士、、阿根廷阿根廷VSVS克羅克羅
地亞等地亞等66場比賽場比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隻貓咪因連續6場成功預測了比
賽勝負而成為本屆世界盃「預言
帝」。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