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香港科學館即日起舉辦「匠心獨

運─鐘錶珍寶展」與「絲路山

水地圖展」兩個全新特備展覽，

前者展出來自清代皇廷宮藏多組

十八和十九世紀的鐘錶珍品，向

觀眾介紹其背後的歷史意義和科

技成就；後者則展示全長30米

的一幅具有極高文物價值的歷史

畫作《絲路山水地圖》（見另

稿）。

兩展覽詳情
匠心獨運─鐘錶珍寶展
展覽日期：2018年12月7日至

2019年4月10日

展覽地點：香港科學館地下展覽廳

票價：周三10元、其餘日期30元

絲路山水地圖展
展覽日期：2018年12月7日至

2019年2月20日

展覽地點：香港科學館一樓展覽廳

免費入場

註：逢星期四（公眾假期除外）、農曆年初一及二休館

資料來源：康文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兩個展覽均由康文署與北京故宮博物
院聯合主辦，並由香港科學館和故

宮博物院分別與倫敦科學博物館和香港
歷史博物館聯合籌劃。「匠心獨運─鐘
錶珍寶展」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贊
助，是「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展覽之
一，展期至明年4月10日，「絲路山水
地圖展」則展至明年2月20日。

借得鐘錶工具 重現工作情景
「匠心獨運─鐘錶珍寶展」展出約

120件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珍貴機械鐘錶，
當中大部分是清代西方傳教士從歐洲帶
到中國的貢品，也有部分鐘錶於清宮造
辦處和廣州製造。
展覽亦重建了十八世紀歐洲工匠的工
作間場景，更得到倫敦科學博物館特別
借出當時製造鐘錶的工具，呈現鐘錶匠
工作時的情景。
科學館總館長陳淑文介紹多件國寶
級、十八和十九世紀珍貴大型鐘錶，其
中銅鍍金鄉村景色法鐘的整座鐘下設河
道風景，舟船游弋，上層是整座鄉村模
型圖，雞、狗、羊、牛等樹下散處，中
間小屋內還有農婦織布，整座鐘錶由舟
船到動物均如「復活」般搖動，中間房
門打開，農婦開始織布，機關設計巧奪
天工。
另一件銅鍍金象馱水法錶亦是經典傑
作，4名男子站於4頭金獅之上頭頂底

座，上有巨象神態威猛，象背是水法
柱，最高處為精美裝飾的圓鐘，整點時
巨象揚鼻搖尾，第二層水法柱轉動儼如
瀑布，音樂悠揚。

特製表情符號 入場免費下載
陳淑文表示，展覽除展出珍貴文物，

還利用多項新媒體科技、電腦動畫、實
物模型及互動展品等，以輕鬆活潑的手
法向觀眾介紹中國古代的計時器、機械
鐘錶以至近代原子鐘的科學運作原理。

同時，科學館更特別為展覽製作一系列
Whatsapp 表情符號貼圖（Android 版
本），歡迎市民透過展廳內的圖示或
「Google Play」免費下載使用。
兩項展覽於昨日舉行開幕典禮，主禮

嘉賓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故宮博物
院副院長紀天斌、科學博物館集團總監
Ian Blatchford、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香港賽馬會主席周永健、全國政協
常務委員及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
茂、博物館諮詢委員會科學專責委員會

主席程伯中、康文署署長李美嫦。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指出，雖然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還未建好，但康文署於過
去十年間與故宮合作無間，在香港舉辦
過許多大受歡迎的故宮文物展覽。
她指去年年底雙方簽訂了第二份《文

化交流與合作意向書》，新一輪合作項
目已經展開，雙方會在文物保護技術、
藏品管理、學術研究等領域繼續交流合
作，為促進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展
示，一同貢獻力量。

國寶級「絲路山水地
圖」，是全國政協常務委
員、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

許榮茂去年於海外以2,000萬美元購得後，無
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館。
該幅長達30米、以青綠山水風格繪畫的絹
本手卷地圖，經學者考證為明代皇室宮藏，繪
製了由甘肅嘉峪關至中東聖城麥加的絲路全
貌，記錄了211座古城的相對位置和山水格
局，證明中國早於十六世紀已對絲路沿線有明
確認識，而非傳聞中由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授相
關地域情況。
古書畫鑒定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

熹年鑒定後，認為該地圖應當為明代中期以前
的作品。
之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林梅村花

費了8年時間專門研究該圖，基本弄清了該地
圖的基本情況。研究表明，該幅氣勢恢宏的
《蒙古山水地圖》約繪製於明朝嘉靖三年至嘉
靖十八年（1524至1539）之間，是一幅屬於明
朝宮廷的皇家地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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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通社12月6日電 香港《大公
報》於11月28日到12月6日期間連發7
篇署名「龔之平」的評論文章，論述日
前揭曉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和香
港立法會九龍西區補選。該系列評論指
出，台灣、香港的兩場選舉結果表明，
政治操弄終究是邪門歪道。「拚經濟，
謀福祉」才是大道正途，最終會贏得選
民的支持。影響選舉勝敗的決定因素，
不是政治手段，而是民心民意。
11月24日的台灣「九合一」選舉，
國民黨、民進黨執政縣市發生大翻轉，
選前主打統「獨」牌、「反中」牌的民
進黨輸得一敗塗地，國民黨候選人韓國
瑜在民進黨盤踞二十年的高雄成功當選
市長；11月25日，香港舉行立法會九
龍西補選，主打「民生最優先，政治放
一邊」的「政治素人」陳凱欣擊敗反對
派候選人，高票當選。

選民早已厭惡政治操弄
評論認為，台灣的民進黨、香港的
反對派都是編故事的高手，亦慣常抹

黑對方。他們在選舉上做了很多「功
課」，政治操弄的手法讓人眼花繚
亂，他們什麼都想到了，唯一沒有想
到的是：選民更關心經濟民生，早已
厭惡政治操弄。
在評論作者看來，選舉中，經濟融合

是最大的民意。香港、台灣的產業都是
全球產業鏈當中的一環，無論某些政客
如何「嘴硬」，終究擺脫不了這個大背
景。香港是祖國的「東方之珠」，台灣
是祖國的寶島。港、台在經濟全球化大
背景下謀發展，就必須敞開胸懷、張開
臂膀，而不是像某些經濟體那樣以「優
先論」排斥別人，只顧自己。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央也持續施行惠

港惠台惠民政策。評論指出，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台灣與大陸走向統一，
兩岸同胞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奮鬥，是大勢所趨。而從選舉結果來
看，相關政策得到了廣大港台居民的強
烈擁護和認同。
評論認為，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
民眾都希望政黨及政治人物聚焦發展經

濟、優先改善民生，而不是搞對抗、鬧
分裂。香港和台灣唯有看清大勢、與內
地融合發展，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維護穩定政治社會環境
「思穩思安思進是最大公約數。」評

論強調，沒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也就沒
有穩定的發展環境；失去穩定的發展環
境，受害最深的必然是普通民眾。尤其
在於，當今世界政經環境的動盪不安，
港台居民更加明白，必須維護穩定的政
治社會環境，任何內耗與政爭只會將香
港和台灣推向落後衰敗的深淵。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評

論引述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對封建統治者
的基本要求指，解決民生難題，需要台
灣和香港社會盡快擺脫政治紛爭和社會
撕裂，凝聚共識，加強團結，齊心協力
謀發展。政治人物特別是執政者更要理
性務實，以蒼生利益為念，聚精會神抓
建設，攻堅克難拚民生。
評論表示，首次參選的陳凱欣之所以

能獲勝，不僅僅在於她打出「民生最優

先，政治放一邊」的競選口號，還在於
提出了許多切中要害回應民意訴求的主
張和建議，引起了強烈共鳴。同樣，韓
國瑜隻身一人深入綠營，大敗盤踞高雄
二十年的民進黨，也在於他撕下了「皇
帝新衣」、點出了民進黨所不願承認的
「高雄又老又窮」事實，以「拚經濟、
顧民生」口號和政綱，深深打動了選
民。

台港政治生態積極向好
「優質民主是價值取向。」評論指

出，韓國瑜、陳凱欣在選舉中勝出，說
明民眾認同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說明
民眾期盼理性民主、健康民主、和諧民
主，說明台灣和香港的政治生態都發生
了積極向好的變化。
評論解讀指，韓國瑜、陳凱欣選舉中

不攻擊、「抹黑」對手，摒棄了水火不
容的政黨之爭、候選人之爭，而以民眾
利益為選舉訴求，說明他們對「民主」
一詞有着更透徹的參悟，也體現出其民
主素養高出對手一籌。更重要的是，他

們顛覆了相互傾軋的「選舉文化」，引
領「理性民主」新風。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發展是最樸素

的道理。」評論總結指，無論是國民黨
的大勝，還是陳凱欣的高票當選，反映
了民心多種走向，包括期盼與祖國內地
融合發展、厭倦政治操弄、期待民生改
善、思穩思安思進等。一個不可忽視的
民意昭示是：港台同胞希望分享祖國發
展「紅利」、改善經濟民生的強烈願望
已經充分顯現；日益強盛的祖國對港台
的輻射力、走向復興的中國夢願景對民
眾的引領力正在增強。

大勢不可逆 民心不可違
「大勢不可逆，民心不可違。」評論

最後強調，任何政治勢力和個人都不可
能逆歷史潮流，更不可能脫離甚至悖逆
民意而獨存。台灣、香港這兩次選舉的
結果同樣說明：只有看清大勢，因勢而
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融入國家發
展戰略佈局，才能發展，才能前進，也
才能得民心。

《大公報》連發七文評港台選舉 拚經濟謀福祉才是正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網上旅行社
ZUJI香港的網站前日突然停止服務，令顧客擔心
已繳付的旅遊費用付諸流水。ZUJI在其facebook
專頁解釋，網站只是暫時離線，新網站將於明年
第一季「與大家見面」，又表明所有已確認的訂
單將不受影響。旅遊事務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ZUJI已向旅行代理商註冊處保證，所有
已付款人士的服務將繼續有效，註冊處已敦促
ZUJI須確保旅客權益不受影響。
提供訂購機票、酒店及旅遊套票服務的ZUJI，
因拖欠機票費用，上月被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暫時撤銷第三方機票代理權，ZUJI新
加坡網站暫停運作，並轉往ZUJI香港網站。
ZUJI新加坡現已停止運作，同時傳出裁員消

息，當時ZUJI指，拖欠費用問題會在短期內解
決，事件不影響香港旅客，網站亦會如常運作，

並提供訂票服務。惟ZUJI香港網站前日突然停
止服務，網頁只表示網站正進行更新，如客戶有
問題可透過電郵聯絡客戶服務部，令消費者擔憂
ZUJI香港將停止運作。
ZUJI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公司因開發新網

站，為減低未來數據轉移之風險，決定暫停接收
新訂單，所有已確認訂單將不受影響，新網站將
於明年首季推出。
ZUJI亦在其facebook專頁發帖解釋，為迎接新
網站的面世，ZUJI網站會暫時離線，新網站將於
明年第一季與大家見面，所有已確認的訂單將不
受影響。
有關顧客的機票或酒店預訂狀態，ZUJI指，如

顧客於本月5日或之前預訂，並已收到電子機票
或酒店訂房確定電子券，便不受影響，顧客亦可
直接聯絡航空公司或酒店，查詢機位或房間的確

認狀態。
旅遊事務署表示，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昨晨已與

ZUJI負責人會面，了解該公司最新的營運及財務
狀況。該公司負責人向註冊處保證，會向所有在
其銷售網站停止運作前已預訂旅遊服務人士繼續
提供服務。
所有已付款預訂機票及酒店住宿服務的人士，

其所持有的電子機票及酒店房間券將繼續有效。
旅遊事務署並指，註冊處已敦促該公司須確保

旅客的權益不受影響，並須發出公告交代有關情
況，及設立熱線妥善處理顧客查詢。
註冊處與香港旅遊業議會將密切監察該公司的

營運及顧客服務狀況，以保障旅客權益。
旅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至昨日傍晚未收到市民就事件的求助或投訴。
旅議會已向ZUJI了解情況，對方解釋因要處理
好內部問題，故暫時停止接收新訂單，但已訂
票顧客將不受影響，旅議會將密切注意事態發
展。

ZUJI港網站突暫停 承諾已訂票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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