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江西南昌墎墩山上的墎墩漢墓
（即海昏侯劉賀墓）及墓園保護展示工
程（一期）項目前日開工，預計明年年
底前向公眾開放。
據悉，墎墩漢墓及墓園是海昏侯國遺

址的重要組成部分，墎墩漢墓及墓園保

護展示一期工程內容包括除劉賀及夫人
墓、車馬坑遺跡以外的袱葬墓墓前的祠
堂遺址保護展示，東門、北門及門闕遺
址保護展示，園牆、水井遺址及主墓前
的祭祀建築遺址等的保護和展示，項目
共佔地約4.6萬平方米；二期工程內容將

包括劉賀及夫人墓、
車馬坑遺蹟等的保護
和展示。
南昌漢代海昏侯墓

自2011年發掘以來，
出土1萬餘件（套）珍
貴文物，對研究中國
漢代政治、經濟、文
化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美籍華人趙朱木蘭傳記京發佈
她出身書香門第，是優雅靈氣的大家

閨秀；她與旅美華人船王鶼鰈情深，是
美國首位華裔部長的推手；哈佛大學第
一座以女性命名的建築以她為名，她的
生命故事書寫了一段博愛、堅毅、定慧
的傳奇風華……前日，講述旅美華人趙
朱木蘭的人物傳記《淡定自在》在北京
舉行新書發佈會。
《淡定自在》共分十章，約25萬字。
書中真實書寫了趙朱木蘭融匯中西方文
化，在家庭、教育方面蘊含的平凡、智
慧而深邃的人生價值，展現出其身上凝
聚的博愛、堅毅、定慧的美德。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在

現場致辭時說，趙朱木蘭女士出身名
門，與丈夫相濡以沫，笑對人
生。作為母親，她愛而不嬌，
將六個女兒培養成材。她一生
勇於追求自我實現。作為慈善
家，她熱心公益，設立基金，
為中國教育慈善事業不遺餘
力。她的一生，是愛與奉獻的
生動篇章，她對世界最持久的
愛，也被她的家人以共同推動
中美友好交流的方式而傳承下
來。

長女趙小蘭任美運輸部長
在六個女兒一路成長的過程

中，趙朱木蘭總是帶給她們智

慧。長女趙小蘭因先後出任美國政府勞
工部長、運輸部長而廣為人知。《淡定
自在》寫到：有人讚美趙小蘭是「成功
女性」的典範，她當即向她已逝的慈母
致敬：「如果沒有母親的教誨，我不會
有今天。」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巴考在序言中評

價趙朱木蘭：「她賜給了世人兩大禮
物：她天賦異稟的女兒們，以及她對高
等教育的鼎力支持。」著名作家劉墉也
在序言中說，「我衷心希望國內讀者和
海外華人，在這本書裡除了見到神仙眷
屬的一家人，更能找到許多值得學習和
省思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

■趙朱木蘭傳記《淡定自在》在北京發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攝

海昏侯墓園擬明年底迎客

■墎墩漢墓及墓園保護展示工程（一期）項目開工儀式現
場。 網上圖片

這個「毛衣奶
奶」編織隊

的奶奶們都是昆明
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的離退休職工，目前一
共有19人，她們中年齡最大
的已經86歲。這個編織隊2016年在
退休職工賈秀華的發起下成立，平時奶奶
們每周三都會聚在一起活動一次，大家在一起
鍛煉身體、交流織毛線的手藝等等，奶奶們也
經常想如何幫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此前，她們
也將織好的毛衣等物品送到養老院。

趕製近10個月 讓孩子溫暖過冬
今年年初，在醫院倡議下，一場「護花使者獻
愛心」的活動在醫院裡展開，大家紛紛捐來五顏
六色、粗細不一的毛線數十公斤，編織隊的19位
奶奶在隊長賈秀華老師的帶領下，終於把一團團
的毛線，織成了一件件漂亮的毛衣。經過近10個
月的辛勤勞作，為貧困家庭孩子編織了184件毛
衣，又購置了180雙棉襪。入冬之前，毛衣和棉
襪被一同送往了昭通的貧困家庭孩子手中。
隊長賈秀華奶奶說，「我們年紀大了，唱歌
跳舞可能不太適合了，但編織毛線，既可鍛煉
手、腦協調能力，又能幫助到孩子們，是我們
可以做到的。」
奶奶們給孩子們捐衣服後發現，那裡很多支
邊的老師也需要，所以奶奶們並未放下手頭的
活計，她們要趕在寒冬來臨之前，為當地老師

們也編織些毛衣。
此外，奶奶們還計劃着每年

為半箐村小學一年級的新生們織毛衣，讓孩子
們一進學校就有新毛衣穿，以此也鼓勵他們好
好學習，將來建設好自己的家鄉。

善行獲讚許 倡更多人發揮餘熱
「毛衣奶奶」被媒體報道後，在社會上引起

了不小的反響，大家紛紛為奶奶們的行動點
讚。昨日，奶奶們向社會發出了一份「毛衣奶
奶宣言」：
「雖然我們平均年齡75歲，有的年紀已達86

歲，有些奶奶身上安着心臟支架，還有其它疾
病困擾，但關心幫助孩子成長，特別是深度貧
困家庭孩子，我們有責任。我們將繼續發揮餘
熱，織出更多更好的毛衣送到更多貧困家庭孩
子手上。」宣言裡，奶奶們還說：「我們呼籲
更多的老年朋友發揮餘熱，秉着『扶貧路上也
有我』的初衷，不忘初心，老同志新時代也要
有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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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衣在入冬前送

到了孩子們手中。

香港文匯報
雲南傳真

■「毛衣奶奶」
在給孩子們織毛
衣。 香港文匯報

雲南傳真

■■收到毛衣的孩子笑得很開心收到毛衣的孩子笑得很開心。。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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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藉韓國瑜谷北部選情
四縣市候選人合體亮相 吳敦義及歷任主席撐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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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憂壟斷 三禁統一併維力

《延禧攻略》下周一登公仔箱

該大會旨在為桃園市、新竹縣、新竹
市、苗栗縣候選人合體造勢，歷任

黨主席吳伯雄、馬英九、洪秀柱、朱立倫
及現任主席吳敦義將出席。

冀團結客家選民
國民黨發言人洪孟楷在造勢活動行前

記者會指出，這場造勢大會，預計萬人到
場，候選人也將依序發表政見，訴求區域
聯合發展大團結、大建設規劃。
由於新竹兩縣市為台灣的客家人聚集

地，國民黨也希望透過韓國瑜的人氣團結
客家鄉親的氣勢。

高雄司機：看好韓
國民黨組發會主委李哲華分析，目前

態勢看來，桃園市、新竹縣市歸隊強度還
不夠。

當天活動除電子媒體中視全程實況轉
播外，並在YouTube進行直播。
另據報道，多名高雄的士司機受訪時

表示看好韓國瑜勝出，其中一位司機說：
「民進黨做高雄市長那麼多年，外面（外
縣市）的人都講高雄有進步，不過我們高
雄人一點感覺都沒有。」
另外4位看好韓國瑜的司機，雖沒有說

出韓國瑜勝算較大的理由，但許多高雄人
希望換人做，看高雄會不會有改變。
唯一認為韓國瑜、陳其邁選戰五五波

的司機直指：「其邁在高雄做『立委』
那麼多年，照理講是很穩（指高雄市長
選舉），假如沒有選上，都是蔡英文與
陳菊害的。因為她們這幾年實在做得真
差，讓大家真怨嘆。其邁現在剩下老人
較支持，中、新生代就很難說，如果贏
也會贏得很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公平
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昨日
召開委員會議後決議，因統一公司與維力
公司結合後，在即食麵市場將具有絕對主
導地位，可能造成全面性漲價，對消費者
不利，第三度作出決議，禁止兩家公司結
合。
公平會副主委彭紹瑾表示，此次審議的
關鍵在於「產品市場」界定，若以即食麵
市場來看，結合後會具有絕對主導地位，
因而禁止結合。

10年前曾申報結合
早在2008年及2010年，統一公司已兩次
申報與維力公司結合，公平會二度禁止。
今年再次提出結合申報，統一公司擬收

購英屬開曼群島商萬盛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20%的股份，連同結合前已取得的維力
公司33.3%股份，預計將持有維力公司已
發行股份53.3%；由於符合公平交易法的
結合形態以及申報門檻，因此須向公平會
提出結合申報。

為何屢次申報遭拒？彭紹瑾說明，關鍵
在於「產品市場」的界定。

合併後佔65%市場
彭紹瑾表示，審結合案前，必須先界定

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才能計算市佔率，
進一步判斷結合案對市場的影響程度；專

家一致認為地理市場是台灣島內，但產品
市場的界定就有分歧。
據悉，統一公司方面主張冷凍調理食

品、即食食品、快煮麵、餅乾等食品，應
與即食麵歸類於同一市場。
但是，公平會找來學者專家、通路商、

產業協會、即食麵業者共同討論，並輔以
經濟分析，最後認定即食麵與上述其他食
品的消費族群、製程、使用方式、價格、
陳列慣性都有差異，價格不會互相影響，
屬於「獨立市場」。
彭紹瑾說明，以即食麵市場來看，統一公
司與維力公司在島內即食麵市場佔有率分別高
居第1、2名，結合後，他們的市佔率直逼六
成五，在市場具有絕對主導地位，上、下游業
者以及通路商都無法與之抗衡，不宜結合。

■■台灣泡麵的代表台灣泡麵的代表「「維力維力
炸醬麵炸醬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在台灣
網絡平台播出後大熱的大陸宮廷電視劇
《延禧攻略》，即將在當地電視台播出。
劇中主演昨日齊聚台北故宮博物院，特別
參觀了劇中重要文物，吸引大批粉絲。
《延禧攻略》7月底在台灣線上平台播

出，掀起熱潮。台灣「八大」電視公司將
於11月5日播出。

主演同遊台北故宮
飾演富察容音的「皇后娘娘」秦嵐、飾

演魏瓔珞的吳謹言、飾演富察傅恒的許凱
赴台宣傳，三人還同遊台北故宮欣賞了元
代畫家趙孟頫的創作《鵲華秋色圖》，這
是劇中乾隆送給魏瓔珞的畫，頗有穿越
感。
昨日清晨才從美國搭機抵達台北的秦

嵐，受訪時開心地說，真的完全沒想到
《延禧攻略》在台灣會這麼受歡迎，真的
很感謝、很感恩。
秦嵐表示，這次在台灣停留的時間很有

限，本來在美國拍戲，特別跟劇組請假趕
來，但只能短暫停留一天。平常有很多台
灣的好友炫耀台灣美食，上次來沒機會多
吃一點，很期待工作結束後能去夜市吃東
西。

■■統一即食麵統一即食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人氣外

溢，國民黨昨日指出，韓將以視頻連線參與4日舉行的4個縣市長候選人合體

造勢大會。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右一右一））
近日人氣激增近日人氣激增，，將受邀連線國民黨將受邀連線國民黨44縣市縣市
長候選人合體造勢大會長候選人合體造勢大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一名倪
姓女子日前帶着重約18公斤拉糖作品搭
機參加海外比賽，卻在桃園機場安檢時不
慎碎裂，最後她堅持帶着受損作品出海外
參賽。昨天她在臉書上分享，作品已被修
復，並有幸拿下金牌。
倪女昨晚6時許，在她的facebook上與

大家分享，她在韓國的比賽中獲得金牌的
好消息。倪女表示，這是她拉糖生涯中的
第一面金牌，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助。
倪女10月30日在航警及航空公司的協

助下，改搭當天下午4時的班機前往韓
國首爾參賽。而原本作品已成為「殘缺
的鳥」，經過她的巧手修補後「火鳳
凰」浴火重生奪得金牌。航警局隨後表
示為她感到開心，往後會避免類似情況
再度發生。

拉糖安檢碎裂
修補後竟奪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