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灣「獨派」青年昨日衝入台

北中正紀念堂，朝蔣介石銅像潑

漆，大廳也被迫關閉一天。這是中

正紀念堂第三次遭潑漆。也是中正

紀念堂蔣介石銅像在中正紀念園區

完工後，第二次遭人污損破壞。警

方到場後逮捕2人。中國國民黨對

此表達嚴厲譴責，並批評民進黨當

局保護古蹟無能。

台灣「獨派」青年團體於今年2月
28日衝入桃園慈湖陵寢向蔣介石

靈柩潑漆。桃園檢警將潑漆人士拘提
到案，並於昨日下午進行首次開庭審
理。就在開庭前夕，再有「獨派」人
士突襲台北中正紀念堂，對蔣介石銅
像潑漆，並在臉書發文，承認潑漆行
為。警方獲報抵達現場後，逮捕2人，
詢後移送法辦。

四年三次污損
類似事件已經是四年內第三度發

生。2015年2月27日上午11時5分，
獨派團體「台灣國」成員王獻極、陳
峻涵等約7、8人，到中正紀念堂向蔣
中正銅像丟擲裝有黑色墨汁的水球和
雞蛋。這也是中正紀念園區在完工落
成後，蔣中正銅像首次遭人為污損破
壞的事件。
2016年2月25日下午1時，自由台灣黨

主席蔡丁貴夥同近20位黨內人士，到中
正紀念堂主體堂1樓展廳噴漆抗議，台北
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員警獲報趕抵，將噴
漆抗議人士帶回，詢後依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對2名噴漆者裁罰。
台北市中正一警分局偵查隊副隊長

葉碩竣表示，中正一警分局請示台北
地檢部門檢察官後，依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裁罰涉事的33歲李姓男子及37
歲陳姓男子後，允許二人離開。

「假正義真清算」
對此，國民黨隨即表達嚴厲譴責，

並批評民進黨當局保護古蹟無能，放
縱激進分子撕裂族群。國民黨也嚴正
要求民進黨當局，嚴懲此次失職人

員，並對於激起民眾一再衝突的犯罪
負起最大的責任。
國民黨發言人洪孟楷表示，民進黨

過去兩年多來持續操弄「去蔣化」，
一味以所謂「轉型正義」來扭曲和忽
略事實，卻對先領導人置之不理，根
本是「假正義、真清算」。在民進黨
縱容下，從此前「獨派」人士對慈湖
陵寢潑漆，到現在直接在眾多遊客參
訪的中正紀念堂內對蔣介石銅像潑
漆，種種行為只是一再分化台灣，讓
人無法接受。

蔣介石銅像再遭潑漆
國民黨痛批蔡當局護古蹟無能 促嚴懲失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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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國泰
金控昨日發佈7月全民經濟信心調查，
結果顯示，由於受到美中貿易戰開
打、外資大量流出等因素影響，台灣
民眾經濟信心連續第五個月下降，對
未來半年經濟預估已跌到負樂觀值
32.7，是2015年10月以來（33個月）
的最低。
另外，民眾對於未來半年台股的信心

亦下降到負26.6，亦是19個月的新低，
影響民眾願意將現金轉入台股的投資意
願；7月有意將資金轉入台股的比重降為
17%，投資意願下降的比重則逼近30%。

下半年股市 民眾無期待
至於股民預期下半年股市的「高點」

及「低點」將分別落在哪一個區間？國
泰金控調查，對今年下半年股市的「高

點」預期，近36%的受訪者認為會落在
10,500點至11,000點之間，也有3.5%民
眾認為有機會突破12,000點。
而今年下半年股市的「低點」預

期，有28%民眾認為會落在9,500至
10,000點之間，但有將近20%的民眾
認為有可能會跌破9,000點。
整體而言，相較於今年1月的這項調

查，民眾對下半年股市並無更多的樂

觀期待。
《工商時報》報道指出，台灣民眾
經濟信心創33個月來最悲觀，不止影
響投資，消費意願亦持續下降。不僅
大額消費意願續降到負25，是2015年
11月之後，即32個月新低，民眾對旅
遊、飲食、購物的消費意願亦下降到
負8.5，同樣也是2015年11月之後的新
低，某種程度代表內需動力下降。

台檢逾500具殺傷力氣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警方查獲504把具
備殺傷力的空氣槍，廠商原本打算出口至德國，因品項不
符被退貨。經查驗，大部分槍支動能已超過法定規定。
台灣刑事警察局昨日召開破案記者會指出，台灣關務部

門今年3月間發現一批原本要出口至德國的空氣槍，但因
品項不符被退貨。海關人員發現這批槍支的品名、型號與
出口報單不符，抽取其中一把空氣槍送去鑑定，結果發現
空氣槍單位面積動能超過法定規定。
警方接手偵辦後，查出這批玩具槍是某知名玩具公司在

台製造並出口，查扣504把空氣槍。經初步鑑定其中84把
中有82把動能明顯超過標準，已經違反槍炮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
警方指出，這些槍支只要裝設市面上流通的氣體鋼瓶和

鋼彈，就可擊發，具備殺傷力。一旦被不法分子、黑幫取
得，很可能對社會治安造成影響，甚至影響年底舉行的縣
市長、議員選舉。全案以涉嫌違反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經偵訊後報請檢方繼續偵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時報》報道，金門
尚義機場19日查獲3名台籍旅客涉嫌夾帶走私
自大陸的長尾松鼠、綠繡眼和雪貂等活體動物
共68隻闖關赴台，全數依法就地「安樂死」銷
毀，並採樣檢驗嚴防傳染病跟着上門。3人也
被依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和《海關緝
私條例》移送法辦。
尚義機場安檢人員在當日中午發現3名準備

搭機赴台的台籍旅客，安檢通關時神情顯得緊
張，走路姿態有些不自然，且大熱天還穿着寬
鬆的厚褲，與常情不符，當即要求搜身檢查。
果然發現他們利用透氣網狀彈性棉罩和絲

襪，夾帶繫綁活體動物在腿部，共有長尾松鼠
32隻、綠繡眼20隻和雪貂8隻，另有未確定鳥
種8隻，數量之多為金門近5年來僅見。
農業部門金門檢疫站如臨大敵，立即啟動防

疫機制，緊急通報縣府農林科與金門縣野生動
物救援暨保育協會協同處理，並火速與金門防
疫所執行安樂死和銷毀作業，同時採樣長尾松
鼠、雪貂的腦部組織及鳥隻的咽喉液，進一步
檢驗有無狂犬病或禽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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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蹦亂跳的長尾松鼠當不成寵物，全遭安樂死
銷毀。 網上圖片

台民眾經濟信心創33個月新低

■■台灣台灣「「獨派獨派」」青年昨青年昨
日衝入台北中正紀念日衝入台北中正紀念
堂堂，，朝蔣介石銅像潑朝蔣介石銅像潑
漆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蔣介石銅像遭潑漆，大廳也被迫關閉一天，
遊客好奇地向門內觀看。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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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網友中流行的表情包（多個網絡聊天用
表情組合成的集合），不但成為網絡交流中不可
或缺的工具，演化出「斗圖」（通過比拚自己收
藏的表情包進行交流）等網絡交流新方式，也正
在衍生出一種新興的商業模式。
內地知名電商——淘寶的二次元（指動漫、動
畫、遊戲表現出來的虛擬世界）行業負責人孟祥
元告訴記者，目前，僅在淘寶網上，與表情包相
關商品就已達到近40萬件。

衍生產品很暢銷
廈門萌力星球網絡有限公司就是內地頗有名氣

的表情包出品企業，小熊貓「野萌君」、圓滾滾
的「汪蛋」等內地網友頗為熟悉的表情包，都是
該公司旗下產品。其總經理林冬冬透露，該公司
旗下的表情包總下載量已經達到14億次，總發
送量超過400億次。
在孟祥元看來，「表情包」經濟的起步是在

2014年到2016年。當時，內地的聊天軟件「微
信」上線表情中心，一批網紅表情包湧現，另一
方面，表情包的衍生產品開始出現。
淘寶網上知名店舖「歪瓜」就是最早一批表情

包衍生產品銷售者。「歪瓜」創立於2014年1
月，其負責人胡櫟偉是一位「90後」，他告訴記
者，「歪瓜」開業僅4天時間，以表情包「顏文
字」為基礎的抱枕銷售量超過5萬件，整體銷售
額接近100萬元（人民幣，下同）。

授權合作受歡迎
在擁有多款網紅表情包後，萌力星球也開始探索表情包的

產業化途徑。在萌力星球公司內，處處可以看到根據其旗下
知名表情包設計的公仔形象。僅去年「雙12」（淘寶平台每
年12月12日推出的購物打折活動），萌力星球的淘寶店就實
現了30萬元銷售額。
由於擁有大量的自主IP（知識產權），萌力星球也開始嘗試

進行IP授權。林冬冬介紹，此前萌力星球和新希望集團出品的
聯名酸奶，一個月時間在上海的全家便利店銷售額超過100萬
元；其與淘寶上的家居賣家進行授權合作，由賣家生產衍生
品，產品尚未上線，眾籌金額也接近100萬元。 ■中新社

唐代國清寺遺址地處如東縣城，相
傳為唐元和年間（公元 806

年-820年）寧波天台山高僧行滿所建，
後歷經宋、元，毀於明代。乾隆四十年
重建國清寺，於1968年被拆除。
2015年6月，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賀
雲翱教授為組長的課題組接受江蘇省文
物局委託，圍繞江蘇海上絲綢之路申
遺，對全省重要遺產點進行調查。他們
發現如東國清寺遺址地表保存一口古井
及殘存部分唐宋時期瓷片。2017年底，
南京大學組織考古人員對國清寺遺址進
行考古發掘。發掘過程中出土了重要的
古代建築遺存，發現唐宋時期的國清寺
三座大殿殿基等各類遺蹟10多處，出土
文物近千件。

古蹟為國清寺遺存
據賀雲翱介紹，國清寺遺址東西寬約

60餘米，南北長約80餘米，厚約30厘
米。考古共清理出文化遺蹟17處，有3
處唐宋時期國清寺大殿建築基址，三座
大殿分佈在同一條南北軸線上。出土
唐、宋時期的蓮花瓣紋柱礎各1件，不
同窯口的瓷器、陶建築構件、石雕、銅
錢等文物，出土了多件碗、盞、盤、
罐、香爐、硯台等日用器皿等。

歷史文獻早有記載
賀雲翱說，國清寺遺址考古發現的

最下層的三大殿建築台基遺蹟及唐代
石雕蓮花紋座、宋代瓷器「國清」墨
書款等，證明這裡正是始建於1,200
年前唐代晚期元和年間的如東國清寺
遺存，是當時中日之間通過海上絲綢
之路建立友好關係的重要歷史見證。
在唐代，日本曾向中國派出遣唐使19
次，其中出行成功的有13次。賀雲翱

說，
日本遣
唐使活動
是古代中日文
化交往及東亞區域
文明發展史中的重
大事件，對日本文化發展有着革命性的
意義。第19次遣唐使使團規模達到651
人，在日本遣唐使歷史上空前絕後。
唐開成三年（公元838年）農曆六

月十三，圓仁搭乘大使船隊啟航，他
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從這一天動
筆記錄。歷經周折，圓仁一行在公元
838年7月27日到達國清寺。文中寫
道：「請益法師與留學僧一處停宿。
從東梁豐村去十八里，有延海村。村
裡有寺，名國清寺。大使等為憩漂
勞，於此宿住。」這是目前歷史文獻
中最早出現的記載。

據悉，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多年來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日本友人專程
來江蘇如東訪古尋跡。據記載，圓仁到
達揚州後，在寺院聽經、抄經、繪製佛
像，編譯了一部佛教解說書《經論章
書》，共198卷。之後，他又冒險長途
跋涉，登五台山，往長安，一路巡禮求
法，顛沛流離，歷經艱辛。最終於公元

847年9月18日
返回日本。

從西渡到東歸，圓仁在中國歷時9
年7個月，歷經唐文宗、武宗、宣宗
三朝，撰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四卷詳細記述了他在求法過程中的所
見所聞，涉及唐代地理、行政制度、
社會經濟狀況。《入唐求法巡禮行
記》被譽為世界三大東方遊記之一。
圓仁回日本後帶回佛教經論、教

法、傳記等585部794卷，及胎藏、
金剛兩部，高僧真影、舍利子等法門
道具，還有五台山取得的土石。此
外，圓仁還帶回了可觀的中國詩文集
合各類雜書。圓仁帶回日本的佛像，
對日本的繪畫藝術產生了一定影響。
圓仁於回國後第二年獲得天皇賜予

「傳燈大法師」法位，成為日本皇室
內所供的十位禪師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唐國清寺遺址現江蘇
日遣唐使登陸處坐實

唐代國清寺遺址考古發掘

成果，昨日在江蘇南通如東

縣揭秘。該考古項目負責

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賀雲翱向人們展示了在發掘

過程中發現的重要古代建築

遺存和文物。賀雲翱表示，

晚唐國清寺遺蹟是日本遣唐

使到達中國後登陸、停留、

休整並保存至今的近海唯一

一處明確可指的歷史遺產。

唐代日本高僧圓仁在其被譽

為世界東方遊記三大名著之

一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中記錄了他在中國到過的10

處以上的重要地點，目前真

正發現的唐代遺蹟，只有如

東的國清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如東報道

圓仁西渡求法滿載歸扶桑

■■ 國清寺出土的大量宋國清寺出土的大量宋
代瓷器等日用器皿代瓷器等日用器皿。。

■■ 國清寺國清寺
遺址出土的遺址出土的
宋代人像宋代人像。。

■■ 國清寺遺國清寺遺
址出土的唐代址出土的唐代
獸面瓦當獸面瓦當。。

■■賀雲翱介紹考古發掘過程賀雲翱介紹考古發掘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