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過千億掏空台灣
綠營成「選舉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海外網報道，台灣「友邦」瑙魯近日在

峰會上刻意刁難中方代表，反而要求中國道歉一事，引發西方媒體

注意。部分英媒稱，瑙魯此番惡行，與該國收受台灣金錢援助有

關，台當局惱羞成怒直指「污衊」。

英媒揭瑙魯為台金援折腰
身為島國論壇東道主 刻意干擾刁難中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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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大陸機構齊聚台藝博會

台血庫告急
平均存量僅夠5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8
台灣藝術博覽會」昨日上午在台北世貿
一館開幕。近400個攤位上，有20多家
主要來自廈門的大陸藝術機構參展。

陸商攜福建白瓷參展
此次博覽會以「幸福藝術幸福台北」
為主題，分為藝術家專區、手創藝術
區、廈台裝飾精品區三大展區。

來自福建省的陶瓷藝術大師李錦
峰，首次攜 30 餘件個人作品來台參
展，此次參展作品多為以白瓷為主的侍
女和佛造像。李錦峰說，感受到台灣同
胞很熱情，希望通過參展，與台灣同胞
增進了解，「（台灣）鶯歌陶瓷很有
名，展會之後，我會去那邊學習一
下。」
上海繪真堂總經理王琛首次到台參

展，帶去的20餘幅栩栩如生的傳統重彩
工筆道教神像畫，最小的不到兩呎，最
大為六呎掛軸。他表示，尤其希望結識
台灣知名畫像老師。

台柴燒陶瓷漸興起
台灣經典柴燒陶瓷藝術名家徐清治，

經常參加海峽兩岸的相關展覽和交流活
動，年均赴大陸六次。此次帶來柴燒作

品400多件。
他介紹，柴燒陶瓷最大的特色是不上
任何釉料，通過四天三夜柴燒，由天然
落灰燒製而成。因成功率只有五六成，
所以相對比較珍貴。
「目前大陸流行紫砂，但經過這幾年
台灣柴燒老師們到大陸推廣或展覽，也
有大陸消費者慢慢接受台灣柴燒陶
瓷。」徐清治表示，希望未來兩岸在相
關領域有更多交流。
據悉，此次藝術博覽會展期五天。除

藝術品展出，將舉辦藝術講座、藝拍嘉
年華、兒童慈善繪畫義賣等多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血液基金會
昨日指出，全台血液庫存量平均剩5日用量，台中
地區最缺，存量僅夠供給3.1日。台灣衛生及福利
部門隨即辦理員工捐血，也呼籲民眾捐血。
台灣血液基金會公關處杜文靖表示，根據最新統
計，全台血庫告急，各種血型均不足7日安全庫存
量，最危急的台中市，B型血供量僅剩2.2日。
另外，台北地區平均庫存量4.8日，A型血最缺
僅剩3.9日，其餘血型均剩4到7日，不足安全庫存
量7日。高雄地區平均剩下5.3日，最缺B型血。
台南平均剩5.9日。
杜文靖指出，缺血原因是暑假期間捐血車無法開
進校園，捐血量本來就會銳減，8月又遇上連日大
雨，血庫從那時起持續告急至今。眼看即將又有鋒
面襲台，擔心雨日將再次衝擊血液庫存量，呼籲熱
心民眾捐血。

瑙魯日前舉行的第30屆太平洋島國
論壇會期間，瑙魯方面干擾中方代

表團與會，阻撓中方代表發言，還妄稱
「中國欺負小國」，招致中國外交部的
強烈批駁。
瑙魯總統巴倫·瓦卡（Baron Waqa）
聲稱，「我們不僅要求中國正式道歉，
還會把這件事上報給聯合國，不只是聯
合國，我會在每個國際會議上都提這件
事」。

月付高官五千美元
對此，英國《衛報》6日稱，本次年會
是太平洋島國論壇成立以來最具爭議的
會議之一。該報援引當時在場人士的話
說，瑙魯對待中方人員的方式被視為
「故意羞辱」，中方人員最終決定離場
抗議。

《衛報》還指出，台灣通過金錢援助
維持與瑙魯的「邦交」關係。報道援引
維基解密的信息稱，台灣方面每月向瑙
魯高級官員支付5,000美元津貼，作為瑙
魯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報酬。這
次論壇使用的設施也多為台灣所資助建
設。
台方不光彩的「金錢外交」被《衛

報》揭發，導致台當局外事部門6日在
惱羞成怒之下懟起了《衛報》，稱外媒
引述「具有爭議性且超過10年的陳舊資
料指台灣提供津貼獲取『邦誼』的說
法」，是「嚴重污衊」，對此「深感遺
憾並表達強烈不滿」。

斥3.3億死守非洲「邦交」
不過，台當局的說辭難以服眾。網友指

出，台當局日前剛剛宣佈，為了鞏固非洲

僅剩的「友邦」斯威士蘭，狂砸13億元
新台幣（約合港幣3.3億元）。對西亞及
非洲地區的「援金」預算比前一年度增加
將近4億元新台幣。台網友發文質問，
「這難道不是『金錢外交』嗎？」
蔡當局勞民傷財發展外交，目的明

確。香港「中評社」評論稱，蔡當局疑似
借助剩餘「友邦」和大陸「硬碰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方面6日聲

明，「我想正告瑙魯及這齣戲背後的『導
演』：面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浩蕩歷史潮
流，停止無理取鬧，不要再自取其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中國國民黨「立
法院」黨團昨日在記者會上批評賴清德全台輔選撒
錢，7月至今，短短2個月至少耗資7,431.6億新台
幣（下同，約合港幣1,895.4億元）。加上當局此
前舉債數字，總額已遠超舉債額，恐讓台灣破產。

花「子孫錢」濫開基建
國民黨團總召江啟臣、書記長曾銘宗、首席副書

記長吳志揚上午舉行「賴清德狂灑7千億、政策買
票拚選舉」記者會，他們整理出賴清德從7月到9
月下鄉輔選時濫開地方建設的統計表，然後提出公
共工程委員會列管十大蚊子館設施及截至2017年
底為止，台行政部門各部會列管閒置的設施數目。
江啟臣表示，民進黨執政已超過2年，賴清德動

輒砸數千億元大型補助、建設，而且只給民進執政
縣市或民進黨年底選情危險地區，明顯政策買票。
國民黨認為，台行政部門與綠營各縣市首長不應為
選舉綁樁，亂花錢、騙選票卻債留子孫，應停止政
策買票，否則將提告，台監察部門也應嚴厲把關。
曾銘宗指出，到今年6月底為止，台當局的舉債
額度上限為6兆9,499億元，但目前舉債已達5兆
5,235億，若再扣前瞻建設要舉債8,900億元，以及
賴清德目前為止舉債競選支票7,431億元，還不足
2,067億元，等同掏空台灣，宣告破產。

■■台當局不惜勞民傷財台當局不惜勞民傷財，，以高規格以高規格
禮遇拉攏瑙魯禮遇拉攏瑙魯。。圖為瑙魯總統瓦卡圖為瑙魯總統瓦卡
（（前左前左））參訪台灣參訪台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各家老字號門店全都進行了升
級改造，不僅全新設計店舖

形象和展示陳列，還開發系列產
品、私人定製等全新體驗式服務，
使陝西北路專業街成為老字號品牌
展示新形象的聚集地。「未來，我
們寄望以全新面貌亮相的陝西北路
老字號街能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和
上海市民前來消費、觀光，滿足不
同群體體驗海派格調、重溫上海記
憶、購買特色情懷的訴求，打造向
世界展示推廣海派文化的上海新舞
台。」趙堅說。

老字號現場展非遺技藝
龍鳳旗袍店內，最引人矚目的是

一系列的文化展示、技藝展示和手
工沙龍活動。龍鳳旗袍製作技藝是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非遺傳承人
會在門店現場開設課程，親自為學

員演示、講解和教授盤扣、
旗袍的製作技藝。
同時，課程邀旗袍

名人來講解旗袍文化和旗袍禮
儀。每周店內還安排繡娘展示技
藝，讓顧客近距離觀賞「盤金繡」
等各種特殊繡法的工藝。
亨生西服的傳人們則會在門店現

場演示手工「紮駁頭」的技藝。手
工「紮駁頭」是非常重要的一道製
作工序，體現了西裝手工製作含金
量。根據西裝駁頭的走勢和面料的
紋理，將3層面料按不同經緯和斜
度紮成一體，使得駁頭自然窩服、
立體而永不走樣。針線穿過駁頭內
3層不同性質的面料，面料上但見
針花而不能看見線跡。

引智能設備 可模擬試衣
開開襯衫店內專設襯衫定製體驗

區，市民可通過量體師的個性化着
裝搭配推薦及客人的試裝感受，現
場體驗私人定製的專享尊貴服務，
市民還能使用iPad智能定製軟件與
店內電視屏幕同步看到360度成衣
模擬效果。

雷允上西區店內有多套智慧養生
設備，能在線採集面象、舌象和問
診，鏈接到微信小程序，結合中醫
理論和雲計算，可提供由上海中醫
藥大學中醫專家審核的個人健康管
理報告。此外，另一套覆蓋血壓、
血糖、尿酸、三高和常見慢病檢測
設備，可通過雲端數據的採集存
儲，形成個人慢病管理檔案，且提
供健康風險評估和個性化養生調理
方案。店內的大屏幕和iPad設備都
能提供中醫體質辨識測試、膏方養
生遠程諮詢、線上名醫就診預約等
健康服務。

一名兩歲左右的小女孩蹲在雲南昆
明118路巴士垃圾桶邊吃雪糕的照片
近日被紛紛轉發，從微信朋友圈再到
微博，這個可愛的女孩均收穫了網友
們的點讚。「這絕對是最美、最可愛
的小乘客。」

女孩有教養令人感動
據了解，這張照片的拍攝者就是昆

明公交二公司29車隊的黨支部書記
田昆海。田昆海表示，8月11日中午
一點左右，他乘坐118路車外出進行
路檢路查工作，「剛好到羊甫車站這
兒上來的時候，就看到一個小女孩，
她媽媽牽着她，我一看小女孩手裡拿
着半隻雪糕，坐到這個座位上。坐下
來之後車就起步了，她媽媽說你這雪
糕不要滴在人家乾淨的地板上。」聽

完媽媽的話，這名女孩走到垃圾桶邊
蹲了下來，吃得是那麼仔細，生怕
正在融化的雪糕落在地上。看到這
樣的情景，田昆海忍不住拿出手機
將這一幕拍了下來。就這樣，小女
孩蹲在垃圾桶邊，一口一口地將雪
糕吃完。這時，坐在女孩旁邊的一
名乘客拿出一張紙來，給女孩擦拭
嘴邊的雪糕。

田昆海說：「當時我們看到這個情
況，特別感動，因為很少見。一般像
我們平時坐車的話，所看到的就是成
年人了都不自覺地包括吃零食，包括
手上的飲品，吃完喝完之後隨地扔在
地上。」正因為這個女孩的舉止和有
些成年人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才讓
田昆海特別關注這個小女孩。

■澎湃新聞

中秋節前的一個月，是浙
江海寧市75歲老人沈月娥
最忙的時候。每年這個時
節，她經常凌晨三四點起床
製作幾百個鮮肉月餅，送給
附近養老院的老人或環衛工
人品嚐。「家裡的烤箱不
大，雖然我很熟練，備好料
做一個只要10秒，但烤一
批要15分鐘，一個上午要
做幾百個，只能早起。」今
年是沈月娥送月餅的第七
年，所用麵粉、糧油、豬肉
都是她從超市買的。
沈月娥曾在當地食品廠做過30年糕點師，退休後還曾經營

一家食品廠。2012年，孫子建議她中秋前做月餅送給敬老院
老人，既充實生活，也做善事，她接受了這個建議。同年中
秋，她給海州街道養老服務中心送去了鮮肉月餅，這一送就是
六年。該中心主任高敏嫻表示，沈阿姨每年都來送月餅，中心
150位老人都叫她「月餅奶奶」。除了月餅，沈月娥還會不定
期送去自製的桃酥、餅乾等，並捐錢資助貧困老人。
沈月娥做月餅的開銷部分來自退休工資，更多的是兒女資

助。「他們都是做生意的，很支持我，具體花了多少錢沒算
過，做善事計較什麼成本？」沈月娥說，「只要身體能行，月
餅會一直送下去。」 ■澎湃新聞

滬老字號第一街重開

立 新地標
升級改造後的「中華老字號上海

第一街」——上海陝西北路老字號

專業街昨日上午8時許開街。專業

街上的品牌從12家增加至17家，

匯聚了雷允上、龍鳳旗袍、亨生西

服、西區老大房、美新、哈爾濱食

品廠等品牌，消費體驗也全面升

級。據上海靜安區商務委員會副主

任趙堅介紹，靜安區已發佈《靜安

區南京西路後街經濟建設實施方

案》，除了陝西北路老字號專業

街，還將推進以吳江路、威海路、

茂名北路為核心的大張園街區的改

造和提升，形成以休閒、餐飲、文

化等體驗式消費為主的「夜上海」新

地標。 ■澎湃新聞

昆明最美小乘客：怕雪糕滴落 蹲垃圾桶邊吃

■■ 龍鳳旗袍店內龍鳳旗袍店內，，繡繡
娘在展示娘在展示「「盤金繡盤金繡」」等等各各
種特殊繡法種特殊繡法。。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陝西北路陝西北路「「中中
華老字號上海第華老字號上海第
一街一街」」。。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七旬老人自製月餅
堅持7年送養老院

■ 沈月娥老人正製作鮮肉月
餅。 網上圖片

浙江諸暨市應店街鎮孟子小學竹馬社團的學生昨日
展演非物質文化遺產竹馬舞，以增強孩子們傳承傳統
文化的興趣。圖為孟子小學竹馬舞課程負責人俞玲鳳
（前排右一）指導一年級新生練習竹馬舞。

■圖/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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