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邊有霧、西邊晴」。昨
日清晨，澎湖馬公市區出現罕見天氣，緊臨海邊出現霧
氣，接近市區則是陽光，一線之隔，令人稱奇。

圖/文：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第十五屆湖北．武漢台灣

周昨日揭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志軍

特別就兩岸經濟交流合作表示，大陸誠摯歡迎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

展機遇，冀兩岸共同做大做強中華民族經濟。張志軍還為大陸第三

個、中部首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授牌。

張志軍表示，大陸致力於不斷擴大
深化兩岸經濟交流合作，誠摯歡

迎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他分析
說，當前大陸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
時代，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最大市
場和第二大經濟體，也面臨新一輪科技
革命和產業變革、重構全球創新版圖、
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等機遇和挑戰。大陸
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將為擴大
深化兩岸經濟文化交流開闢更廣闊的前
景，為廣大台灣同胞在大陸發展創造更
多更好的機遇。希望台灣工商界把握機
遇，與大陸企業共同發揮優勢，攜手合
作共創民族品牌，共建行業標準，共組
產業鏈、價值鏈，實現互利共贏，共同
做大做強中華民族經濟。

落實台胞台企同等待遇
當日大陸第三個、中部首個海峽兩岸產

業合作區正式揭牌，張志軍向湖北省副省
長童道馳授牌。他表示，大陸正努力打造
更多兩岸經濟合作交流平台，為台商台企
開闢新的發展空間。去年大陸先後在廣西
和四川設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今次在
湖北設立第三個，目的是鼓勵台灣同胞到
大陸中西部的廣闊天地去，用好用足政策，
取得新的更大發展。同時，他表示，中央
「惠台31條措施」及6月底發佈的2018
年版《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
清單）》，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
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對台商台企也是一
體適用，大陸將積極落實台胞台企的同等

待遇。
張志軍最後強調，民進黨當局拒不承

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推動「去中國化」、「漸進『台獨』」
行徑，限縮兩岸交流合作，直接損害
台灣同胞利益，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
定，希望廣大台胞特別是工商界與大陸
一道共擔民族大義，旗幟鮮明地反對和
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維護和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
程。
湖北．武漢台灣周迄今共舉辦十五屆，

是大陸省份中舉辦時間最長的兩岸交流活
動之一。中國國民黨前副主席林政則、胡
志強、全國台企聯會長王屏生、台灣商業
總會理事長賴正鎰、台灣花蓮縣縣長傅崐
萁等台灣政界、工商界和基層代表等共約
800人參加了此次台灣周活動。

張志軍：兩岸攜手做大中華民族經濟
為大陸中部首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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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
花 福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福建省廈門市台辦獲
悉，廈門將率先為在廈就讀
的台胞中小學生設立獎學
金。獎學金分小學生項目和
中學生項目，有四個等級，
其中，小學生項目最高獎學
金為 2,000 元（人民幣，下
同）/人/學年；中學生項目
最高獎學金為4,000元/人/學
年。
據了解，該獎學金的設立是
全國首創。今年4月10日，廈

門為落實「惠台31條措施」，
出台了「惠台60條」，給廣大
台胞提供與廈門居民同等的待
遇，其中有33條是廈門率先推
出，先行先試，體現了特區作
為對台交流最前沿排頭兵、窗
口試驗田的作用。此次「廈門
市台灣中小學生獎學金」的設
立，是廈門市教育局等部門落
實「惠台60條」的具體行動。
目前在廈門就讀的台灣中

小學生共1,276人。獎學金按
照廈門市台胞中小學生總人
數的10%核發，並按照小學

生項目和中學生項目分別列
為特等獎、一等獎、二等
獎、三等獎4個等級。
此項獎學金按學年申請和

評審，每年4月開始受理申
請。申請人需於每年4月20
日前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於每年5月20日前擬定獲獎
學生名單，並於每年6月1日
前公示後對外公佈獲獎名
單，當年7月3日前一次性將
獎學金發放給獲獎學生。獎
學金每學年評審一次，符合
條件的學生可連續申請。

廈門首設台胞中小學生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
訊 據中央社報
道，中國國民黨
前主席馬英九昨
日強調，絕對沒
有賤賣黨產。案
子歷經嚴格檢
驗，民進黨執政
後重起調查，強
行起訴，有沒有
政治力的介入？
是不是奉命起

訴？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馬英九因出售三中（中視、中影、中廣）

案遭台北檢察機構起訴，黨主席吳敦義昨日
邀請他前來中常會，進行20分鐘的說明。
馬英九表示，「三中案」發生在2005、
2006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從2006年11月開
始深入調查，傳訊近百人次，調閱大量資
料，最後確認沒有涉嫌犯罪的具體事證，也
沒有賤賣黨產，因此在2014年7月簽結，8
月4日發佈新聞稿。

起訴令人錯愕
馬英九表示，2005年的時空環境，當時

「廣電法」規定，「黨政軍」必須在12月26
日前退出媒體，但民進黨政府用各種手段，
全力嚇阻潛在的買家，因此很少買家願意跟
國民黨洽談。「在這樣艱難環境下，我仍極
力維護國民黨合法權益，要求必須以合法及
合理價格出售黨產。」
他說，13年前的合法交易，現在卻被檢察

機構用民進黨當局2016年執政後才立法的
「不當黨產條例」起訴他，實在令人錯愕，
「難道我13年前就應該預測到，13年後會出
現一個『不當黨產條例』嗎？」

錄音斷章取義
馬英九說，國民黨不是企業，在當時是一

個追求重新執政的政黨。在當時，國民黨也
已召開中常會，核備黨產處理過程。今年1

月，中常會也確認國民黨權益沒有受損。
他說，檢察機構動用空前司法資源，查了好幾年，證明

他沒有從黨產拿一毛錢進自己的口袋，也沒有收取任何買
家的一毛錢，三中交易的所得款項也都用於黨務及人事精
簡，這一切都攤在陽光下。
馬英九說，檢察機構和特定媒體一再聲稱的定罪證物，

也就是上百片錄音光碟，其實就是無數次內部會議記錄錄
音帶。檢察機構公佈的錄音和譯文都是斷章取義，只選擇
性截取對他們有利的片段文字，自行延伸說故事。
馬英九質疑，檢察機構為什麼不敢公佈全部錄音和全部

譯文供外界檢驗？為什麼還要等法院開庭呢？「全部公
佈，就可以證明我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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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昨日下午說明出
售黨產過程。 中央社

■張志軍（左）
為中部首個海
峽兩岸產業合
作區授牌。
香港文匯報
記者俞鯤 攝

澎 湖 霧 與 晴

昨日是入伏第一天昨日是入伏第一天。。浙江杭州的浙江杭州的
「「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又推到了長明寺巷又推到了長明寺巷
口口————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降溫解降溫解
暑的涼茶以及暑的涼茶以及8080歲高齡的涼茶爺爺歲高齡的涼茶爺爺
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
中中。。對於杭州市民來說對於杭州市民來說，，這個涼茶檔這個涼茶檔
並不陌生並不陌生。。每年的這個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顧忠根顧忠根
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從上從上
午午1010點左右一直到下午點左右一直到下午33點半點半，，為行為行
人免費送去清涼人免費送去清涼，，如今已是第如今已是第4141個個
年頭了年頭了。。茶味依舊可口茶味依舊可口，，茶檔卻有了茶檔卻有了
大變化大變化————在中國美術學院在中國美術學院「「彤花山彤花山
燁燁」」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

助下助下，，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高顏高顏
值值」」新裝新裝。。
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早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早

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當當
時看到新聞報道時時看到新聞報道時，，我就被顧爺爺我就被顧爺爺4141
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孫楠告訴記孫楠告訴記
者者，，許多隊員和她一樣許多隊員和她一樣，，希望能用自希望能用自
己的一技之長己的一技之長、、用設計的力量用設計的力量，，解決解決
力所能及的問題力所能及的問題。。
茶檔改造看似容易茶檔改造看似容易，，卻處處考驗創卻處處考驗創

造力造力。。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自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自
從家裡推出小推車從家裡推出小推車，，所以移動方便所以移動方便、、
結構穩固很重要結構穩固很重要。。因此學生們為小推因此學生們為小推

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PVCPVC護板護板
進行加固進行加固。。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動的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動的
問題問題，，大家腦洞大開大家腦洞大開，，將自行車把安將自行車把安
裝在車上裝在車上，，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如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如。。

復古茶缸復古茶缸 手繪秘方手繪秘方
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

升升。。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同同
學們反覆斟酌學們反覆斟酌，，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
色調一致的墨綠色色調一致的墨綠色，，光是一個光是一個「「茶茶」」
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
本本。。
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下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下

來的秘方來的秘方，，已經用了已經用了4040多年多年。。不僅不僅
清熱降暑清熱降暑，，口感也相當不錯口感也相當不錯，，常有路常有路
人來詢問配方人來詢問配方。。於是於是，，學生們直接將學生們直接將
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
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

「「制服制服」，」，衣服上衣服上「「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五五
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顧忠顧忠
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袖口印有茶袖口印有茶
葉的葉的TT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
小善也是大愛小善也是大愛。。中國美院的學生們中國美院的學生們

說說，，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更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更
好地服務他人好地服務他人，，讓更多的人在烈日下讓更多的人在烈日下
感受到善意的清涼感受到善意的清涼。。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禮服閃耀魔都
展現中國設中國設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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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癡迷於服裝設計癡迷於服裝設計，，為了追尋心中的時裝夢為了追尋心中的時裝夢，，他他

20022002年離鄉赴滬年離鄉赴滬，，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終於在終於在20152015年上海時裝周上呈現同名品牌年上海時裝周上呈現同名品牌

WANG FENG HAUTE COUTUREWANG FENG HAUTE COUTURE首秀首秀！！時隔兩年時隔兩年，，經歷了經歷了11,,125125天的籌備天的籌備，，坐落坐落

在古北虹橋的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WANG FENG匠人縫製館也終於落成匠人縫製館也終於落成，，在一場在一場「「鋒芒所致鋒芒所致，，格物至格物至

新新」」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戚紅麗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左一左一）、）、設計師王設計師王
鋒鋒（（右二右二））及其哥哥王有鋒及其哥哥王有鋒（（左三左三））在開業儀式上剪綵在開業儀式上剪綵。。

浙八旬翁浙八旬翁4411載送涼茶載送涼茶 美院生美院生創意造靚舖創意造靚舖
■■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
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
前合照前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上月受邀到
上海參加了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開業

儀式，「到了之後，感覺十分驚艷。」他回憶道。
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匠人縫製館開

業儀式在上海服裝設計圈引起不小的轟動。據王鋒
介紹，開業儀式歷經1,125天的籌備，儀式主題為
「鋒芒所致，格物至新」，王鋒15年的設計生涯
中結交的不少明星及媒體好友紛紛到場，「雪姨」
王琳主持了本場開幕儀式，本身穿着WANG
FENG 為她設計的玫紅色禮服，寓意WANG
FENG高定紅紅火火。

兄弟同心 創縫製館
開業當天王琳穿着由其量身設計的麥穗禮服主

理現場。這件在意大利純手工縫製禮服上佈滿了金
絲麥穗，也蘊含對WANG FENG匠人縫製館日日
豐收的美意。用鬱金香和剔透亞克力堆搭的現場，
重構出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魔都烏托邦，伴隨着
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開業，也將為「chi-
na design」（中國設計）增添另一種感知禮服的可
能性。
哥哥王有鋒和弟弟王鋒是WANG FENG匠人縫

製館的共同締造者。當年，22歲的哥哥和20歲的弟
弟共同來到上海闖蕩，17年患難與共、兄弟同心，
在長期的合作中明確了各自的分工，哥哥負責弟弟
事業上的對外業務、商業推廣、合作洽談，甚至包

括了弟弟的衣食住行，而弟弟王鋒則潛心於設計藝
術。這種以骨肉之情為基礎的合作有着更牢固的根
基，每當有工作上的意見分歧，「有時聽他的，有
時聽我的，以我為主吧。」哥哥王有鋒笑稱。

堅持信仰 精雕細琢
快餐時代，流水線批量生產、爆款、迅速流行
成為了人們追求的關鍵詞，但外表剛烈內心柔軟的
王鋒卻不以為然。 「這是一種深入骨髓、銘刻於
心的熱愛和喜好，設計上的每個細節都讓我沉迷其
中。一座建築、一片田地、一朵花、一粒麥穗都能
成為設計的源泉。或許，這就是藝術帶來的魅力和
信仰帶來的力量。」 在談起設計與作品時，他的
眼睛裡閃爍的是光芒。
WANG FENG HAUTE COUTURE作品擅長

運用高檔絲綢閃緞、珠光面料、帶有獨特花紋的蕾
絲、精細的手工刺繡，同時運用褶皺、水晶和閃
鑽，大手筆勾勒出精美華麗的服飾盛宴，揮灑着熠
熠星光。每一件禮服均是匠人們一針一線精雕細琢
出的潛心之作，考究的面料和獨特的技藝讓每一件
作品都極具張力與美感。
也因此，WANG FENG HAUTE COUTURE

作品收穫了「雪姨」王琳、劉嘉玲、林允、韓雪、
張儷等明星名流粉絲。在不少紅毯活動中，
WANG FENG HAUTE COUTURE的身影總是讓
人眼前一亮。

■WANG FENG匠人縫製館
形象極具藝術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