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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陸委會27日宣佈，衡量

兩岸關係整體情勢，暫緩原定於8月5日舉行的金門向福建廈門

引水儀式。對此，中國國民黨28日痛批當局缺乏同理心，形容

火車對撞前，蔡英文當局不顧車上乘客，不配當司機。

藍轟蔡當局暫緩金廈通水典禮
強調主政者應以民生福祉為先 抨綠罔顧金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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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讓在蘇台青享同等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聯合報》報
道，為解決金門飲水，可謂一波三
折，金門人都在問，不知何時能擺脫
枯水期的水荒問題。尤其這幾年氣候
異常，去年沒有颱風登陸，累計雨量
僅649毫米，創下金門雨量觀測站設
站56年來最低紀錄。

被迫大量抽取地下水
大環境不利，再加上金門近年來快

速發展，使得用水需求更加迫切，為
解緩旱季水荒，只好大量抽取地下
水，每天超抽至少八千噸。據縣府地
下水位監測結果，近二年金門西部半
島下降2.17米。
金門縣長陳福海強調，「沒有水，

金門的政策和基礎建設都會被卡住；
水問題不解決，金門什麼發展都是空
談」。
為解決金門飲水問題，大陸多年之

前就提議自福建省引水至金門，但當
年的時空環境並不適合。「小三通」
後，金門旅客大幅成長，用水量激
增，當時金門縣府曾多次提議從大陸
接水，但最後因為當局諸多藉口而不
了了之。直到2013年6月，兩岸兩會
第九次高層會議，才達成積極推動金
門自大陸引水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以
「共享機遇、樂業未來」為主題的台青江蘇發展
論壇28日在南京舉行。江蘇省台辦主任練月琴在
論壇期間透露，今年前來江蘇工作和實習的台青
均超過1,000人，報考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的台
生超過500人，均較去年成倍增加，江蘇將進一
步細化落實「31條惠台措施」，為在蘇台青提供
同等待遇。
據了解，江蘇今年為台青提供了逾千個實習、

就業崗位，全省新增台青實習602人，台青創業
項目155個，獲國台辦批准新設2家海峽兩岸青
年就業創業基地（示範點）。

「大陸資源比台灣多」
江蘇省台辦、江蘇省教育廳等主管單位聯合主

辦了2018年「台灣大學生江蘇實習就業特訓營」
活動，為台灣地區48所高校的265名台灣大學生
提供了1至2個月深度實習機會。

來自銘傳大學的湯鈞翔同學參加了此次特訓
營，目前正在昆山當地一家從事諮詢管理的民企
實習。「大陸這邊朝氣蓬勃，每個人都有向上的
心態。」
作為第一次來大陸實習的「新鮮人」，湯鈞翔

感歎大陸的機會和資源比台灣多很多，並表示自
己明年大學畢業以後，將會積極尋求到大陸工作
的機會。
據統計，2016年至今，江蘇全省累計服務台青
實習、就業、創業近12,000人次，獲國台辦批准
設立9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2家海峽
兩岸青年就業創業示範點，數量居大陸第一，另
有9家平台獲批設立江蘇省台青就業創業基地。

登陸升學人數倍增
除前來江蘇實習和工作的台青大幅增加外，今

年台灣學生報考江蘇高校也異常踴躍。
其中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在台灣招生名額不足

100人，但報考人數已經超過500，比去年增長兩
到三倍。
練月琴指出，在支持台青方面，江蘇走在全國

前列。她承諾，大陸青年在江蘇能享受的社保、
獎勵等各項政策，台青也都能享受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針對台灣媒體日前報道鴻海
集團將在台灣地區大規模裁員、
關閉生產線，鴻海28日澄清此為
子虛烏有的報道，外界勿以訛傳
訛。
台灣某周刊報道指，鴻海因從

製造業轉型智能產業，6月底已
經在台灣裁員數千人，計劃9月
時將再砍7,000人，年底前也將
有一波裁員。報道並指出鴻海集
團董事長郭台銘曾說，要在5年
內把作業員拿掉80%。

合法汰弱留強
對此，鴻海發佈聲明強調，為

因應提質增效、降本減存，工業
互聯網人工智能轉型升級的政策
方向，配合全球佈局擴大及產品
多元化，達成公司長期穩定成長
的目標，公司每年除了在合法程
序下依規定汰弱留強外，也不斷
提供員工在職進修機會，並持續
招募海內外優秀人才加入。

廣納專業人才
鴻海說明，近年來更針對光機

電、人工智能、雲端、大數據、
工業互聯網、機械人和自動化等
專業領域大舉徵才；現為鴻海高
階專業人力需求日益增加階段，
並無大規模裁員情形。

大規模裁員？
鴻海：子虛烏有

■實習台青正在表演在江蘇學習的戲劇動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金門縣為解決用水問題，
與大陸合作自對岸廈門

引水購水，原定8月5日舉辦
引水儀式。
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邱

垂正表示，近期台中東亞青
運主辦權被停辦等事件，對
兩岸關係造成負面影響；衡
量兩岸關係情勢及社會觀
感，此時辦理引水典禮時機
不宜，盼地方以大局為重，
推遲辦理引水典禮。

引水計劃不受影響
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發

言人28日證實，通水典禮暫
緩舉行，引水計劃進度仍按

照合約進行，行政管理機構
會積極督促包括金門縣政
府、金門水廠，要求福建方
面的供水廠必須履行合約。
國民黨文傳會代理主委唐

德明表示，民進黨以為暫緩
典禮，就能夠換來東亞青運
主辦權嗎？那何不直接宣佈
停止兩岸三通？他認為當局
沒有邏輯思考能力，也缺乏
同理心，是民眾的最大災
難。

陸引水工程已完工
唐德明指出，對兩岸關係
束手無策的蔡英文當局，不
要以為在金門沒選票，就可

以罔顧金門縣民的福祉；他
形容，火車對撞前，請先想
一下車上乘客的生命安全，
如果心裡沒有乘客，絕對不
可能是一個好司機，這時只
有換人開車，才能保障乘客
的生命安全。
國民黨「立委」、金門縣
長參選人楊鎮浯表示，金門
自大陸引水工程的政策推動
過程近20年，對金門的民生
基礎建設及發展可謂事關重
大，目前工程順利完工，將
解決金門民生用水需求；金
門發展亟需兩岸一致協助，
主政者應以金門的民生福祉
為優先。

■■國民黨批評國民黨批評
蔡當局暫緩金蔡當局暫緩金
廈通水典禮廈通水典禮。。
圖為圖為 20152015 年年
金門自大陸引金門自大陸引
水項目在金門水項目在金門
金湖飯店成功金湖飯店成功
簽約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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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幾天鄭燁媽媽看鄭燁臉色不好，
便讓他去驗血常規。結果顯示，鄭燁

的淋巴分類很高，血色素又很低，這讓身
為醫務工作者的媽媽有點擔心。
鄭燁在杭州參加三位一體考試期間，鄭
燁媽媽順便帶他去看病。經檢查，確診是
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需骨髓移植，費用
近百萬。這些，鄭燁媽媽不敢對兒子說。
鄭燁爸爸以前的同事得知此事後，在網
上為鄭燁籌集捐款，鄭燁媽媽和鄭燁對此
都很感動。

既是學霸又是健將
鄭燁一直是個學霸。遂昌中學語文老師

唐珊珊是他高一時的班主任，高中三年的
語文老師。在唐老師眼裡，鄭燁就是那種
「別人家的孩子」。三年前，鄭燁被保
送到遂昌中學。「在學校長期拿第一
名，還得過麗水市聯考的第一名，和衢
州、湖州、麗水三市聯考的第二名。」
此外，聰明的鄭燁動手能力很強，13秒
能將魔方完成六面同色，摺紙技術在學
校無人能敵，畫畫也多次代表學校參
展，屢次獲獎。
他還是學校的長跑好手，1,500米和
3,000米賽場上的健將。「他曾代表學校
參加全縣的越野跑，獲得過第十七名。他
還喜歡打羽毛球，班裡沒有人打得過他，

他吃飯可積極了，每次
下課後都是第一個衝進
食堂。」唐珊珊說，做夢
都想不到，這麼健康的一
個孩子怎麼會生這樣的惡疾。
「暑假，他想和幾個要好的
同學去玩，但去哪裡還沒想好。」表哥小
吳說，鄭燁準備開個培訓班，幫高二的學
弟學妹補課，收來的學費補貼家用，支持
自己出去旅遊的計劃。但是現在，鄭燁連
人多的地方都沒有辦法去，和他說話，最
好都帶上口罩。
遂昌縣稅務局是鄭燁父親生前工作的單

位，遂昌縣稅務局幹部職工為鄭燁募捐了

40,701 元。
54歲的金光軍是

遂昌縣稅務局職
工，也是創造3個小時

80 萬元網絡籌款的發起
者。

7月26日上午6點07分，金光軍發佈的
目標80萬元的眾籌通過網絡審核，金光
軍率先捐款1,000元，並請求朋友轉發。9
點31分，80萬的善款籌集完成。「據我
所知，遂昌縣還沒有哪一個網絡眾籌善款
能這麼快籌齊80萬的，這跟大家心疼這
個優秀的孩子有關，大家都想拉這個優秀
的孩子一把。」金光軍說。

■在房車露營大會現場，數十輛露營車排
列整齊。 網上圖片

浙高考狀元患重病浙高考狀元患重病
網網友友33小時小時籌籌8080萬萬

被浙江大學工科試驗班被浙江大學工科試驗班（（竺可楨學院交叉創新平台竺可楨學院交叉創新平台））錄取的浙江麗水市高考狀元錄取的浙江麗水市高考狀元

鄭燁被查出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鄭燁被查出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要做骨髓移植要做骨髓移植，，費用近百萬費用近百萬。。鄭燁的父親鄭燁的父親99年年

前因腦動脈瘤破裂去世前因腦動脈瘤破裂去世，，當時家裡就欠下高額債務當時家裡就欠下高額債務，，一直以來母子倆相依為命一直以來母子倆相依為命。。他他

父親以前的同事得知此事父親以前的同事得知此事，，在網上發動捐款在網上發動捐款。。短短短短33個小時個小時，，網友們就募集了網友們就募集了8080萬萬

元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滿屏都是滿屏都是「「支持支持」「」「加油加油」。」。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副院長應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副院長應

頌敏教授和他的同事們也前往醫院看望鄭燁頌敏教授和他的同事們也前往醫院看望鄭燁。。浙大本科生招生處處長王東表示浙大本科生招生處處長王東表示，，學學

校和學院會根據醫生的建議和本人意願校和學院會根據醫生的建議和本人意願，，為他量身定做課程計劃為他量身定做課程計劃。。 ■■ 新浪新聞新浪新聞

■■ 萬卷經書被裝入寶函萬卷經書被裝入寶函
中中。。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66 歲的陳建設有個網名叫
「漫漫溜達」，他希望自己的晚
年生活不疾不徐，和老伴攜手遊
遍世界。5年間，陳建設夫婦開
露營車遊歷了大半個中國及周
邊國家。他計劃和老夥計們開闢
一條「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露
營車自駕路線，完成晚年生活的
「小目標」。

迄今足跡遍及周邊國家
陳建設的露營車旅遊經歷是從

他退休之後開始的。2013年，陳
建設買了輛並不貴的露營車，帶
外孫和老伴去了海南，還去了
新疆霍爾果斯、東北的漠河和黑
瞎子島。不僅在中國境內，陳建
設的足跡還遍及老撾、哈薩克斯
坦、蒙古國、俄羅斯等周邊國
家。5年時間，陳建設的舊露營
車走了13萬公里光榮「下崗」。
他依然記得當時貼在車門上的對
聯，上聯是：閒雲野鶴浪跡天
涯，下聯是：西馬遊江漫漫溜
達，橫批：心隨夢動山水寄情。
此行，陳建設和山西省房車協

會的近百名車友前來參加山西省
忻州市首屆房車露營大會。在房
車露營大會現場，陳建設向記者
展示他的新座駕和一副新寫的對
聯。「這個車空間大，兩張床可
以住下6個人，一家人住在裡面
也不擠。」換了新車，新對聯也
體現陳建設的心境。「房行環
宇景中坐，車馳天涯畫裡遊」，
橫批是「漫漫溜達」。
「我們的旅行不趕路，遇到河
就停下洗洗涮涮，遇到海就靠邊
撿撿石子，遇到山就停下打個
盹，一邊走一邊享受生活，這才
是旅行的意義。」陳建設說，他希
望可以和山西省房車協會的夥伴
們開闢出一條「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露營車自駕路線，為「一帶一
路」建設助力。 ■中新社

昨日，有百年歷史的上海玉佛寺修繕工程迎來了一個新的階段，中軸
線上的新增建築——觀音殿、鐘鼓樓已經建造完成，寺院前院殿堂的修繕
工程已接近尾聲。同時，現場還舉行了藏經寶函安放儀式，一萬五千餘

《普門品》被裝入
500個不銹鋼寶函
中密封起來，在現
場數千名信眾、遊
客的共同見證下，
一一被安放入大雄
寶殿佛像基座下方
永久珍藏。

■香港文匯報
記者孔雯瓊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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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修繕將完 經書密封珍藏 暑假期間，中國
戲曲學院的學生們
來到位於江蘇泰州
的梅蘭芳紀念館中
國戲曲學院教學實
踐基地，義務向前
來參觀的孩子們介
紹京劇的身段、唸
白等知識，培養孩
子們對中國傳統戲曲
藝術的興趣。圖為中
國戲曲學院大一學生
鄧沛昀向小朋友示範
京劇手勢。

■圖/文：新華社

小 朋 友 學 京 劇

■■ 參加高參加高
考前考前，，在在
遂昌中學遂昌中學
門口拍照門口拍照
的鄭燁的鄭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醫院接受治療在醫院接受治療
的鄭燁的鄭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