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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將新設兩岸城鄉交流中心
召集縣市長開閉門會 佈局基層互動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大陸互聯
網公司梨視頻主辦的2018兩岸青年短視頻大
賽昨日在北京收官，台灣青年斬獲大獎。
主辦方介紹，大賽宗旨是用短視頻新媒體形

式，促進兩岸同胞以心相交、尊重差異、增進
理解，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
同。活動自2018年5月啟動至11月30日截
稿，共有台灣青年716人次投稿。截至目前，
全網點擊量超過1.53億，生動形象地反映了
2018年兩岸交流活動的熱絡場景。
今年1月初，經過專業評委評分，綜合網友

投票點讚和網絡點擊率、完播率等數據，來自
台灣的黃柏凱創作的《台灣青年遊上海，拍了
部城市宣傳片》奪得本次比賽第一名（獎金1
萬元人民幣）。《擁抱兩岸擁抱愛！台灣青年
FreeHug》和《爆笑！美女教你兩招學會台灣
腔》分獲第二名和第三名。此外，還產生7名
優秀作品獎和10名入圍作品獎。這些短視頻
作者均獲頒得獎證書及相應數額獎金。

兩岸青年短視頻大賽
台青獲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民進黨昨日宣佈徵召郭
國文角逐台南市民意代表補
選，同黨籍競爭對手陳筱諭
得知結果後宣佈退黨參選，
痛批民進黨拋棄年輕人，黑
箱作業支持特定人選。
台南民意代表補選提名競爭

激烈，民進黨中央表示，參考
1月3日、4日的2份民調，郭國文領先對手陳筱
諭，因此民進黨「中執會」決定徵召郭代表競選。
陳筱諭當天發出聲明表示，下午在民進黨

「中執會」舉行前的5分鐘，她被告知，民進
黨做了電話民調，最終結果是郭國文略勝一
籌，因此決定提名郭國文。
陳筱諭說她相當不服黨內這樣的行為，痛批

民進黨私下做民調，卻隻字未提是哪家民調機
構的資料，甚至只簡略告知當事人結果，根本
就是黑箱作業。

不滿民意代表補選黑箱操作
民進黨員憤而退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昨日報道，
幾年前，台灣一名教授因說出「大陸很
多地方吃不起茶葉蛋」引輿論關注。而
近日島內民生物價猛漲，各地市場、早
餐店或其他蛋量需求高的餐飲業，都接
獲雞蛋漲價的消息。有業者透露，最近
1台斤（0.6公斤）成本價38元（新台
幣，下同，約合港幣9.7元），零售價

更漲到45元（約合港幣11.5元），現在
有錢也買不到雞蛋，台北、新北等地甚
至貼出「限購10顆」的規定。
據台灣TVBS消息，蛋價之所以居高

不下，由多重原因導致。去年3、4月雞
瘟，緊接着夏季高溫，8月水災，導致
至少400萬隻蛋雞死亡。而冬天是火鍋
旺季，蛋量需求大，令許多餐飲業者有

錢也買不到雞蛋。
台媒報道稱，有中間商表示，經商20

多年第一次遇到蛋價這麼貴，蛋價創新
高，上游廠商只說「老雞淘汰，雞寮
（養雞場）有狀況」，也讓中間商生意
不好做。
島內農業部門畜牧處家禽生產科科長

李宜謙回應，現在蛋量確實供應不足，

由於南部晝夜溫差大，雞蛋產量變少，
並沒有接到雞因禽流感大量死亡的狀
況，研判並非因為禽類疾病影響蛋價。
李宜謙說，冬季蛋量需求增加，其實早
在去年12月下旬就開始出現缺口，過去
1 天至少需要 10 萬 5 千箱（1 箱 200
顆），現在產量只有10萬箱，預計春節
過後才會恢復正常供應。

島內吃蛋成問題 價格飆升限購十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昨日邀請黨籍縣

市長進行兩岸城市交流閉門會議，會中達成共識，將新設「兩岸城

鄉交流服務中心」，由縣市長指派1人及學者專家、台商參加，成

為兩岸城市交流平台。

■國民黨邀集黨籍縣市長昨日舉行兩岸城市交流閉門會議。圖為高雄市長韓國瑜、
雲林縣長張麗善、南投縣長林明溱等出席。

中央社

■陳筱諭宣佈退
出民進黨。

網上圖片

昨日的兩岸城市交流閉門會議，原
共邀請15位，包括新北市長侯友

宜、高雄市長韓國瑜、新竹縣長楊文
科、南投縣長林明溱、彰化縣長王惠
美、花蓮縣長徐榛蔚、台東縣長饒慶
鈴、澎湖縣長賴峰偉、金門縣長楊鎮
浯、雲林縣長張麗善等10位應邀出席。
台中市長盧秀燕、苗栗縣長徐耀昌則

由代理人出席，宜蘭縣長林姿妙、連江
縣長劉增應2人未出席，嘉義市長黃敏
惠僅出席中常會。

指派專人 邀學者台商參與
國民黨文傳會代理主委唐德明會後轉
述表示，大陸事務部主任周繼祥在會中
報告，國民黨已成立「兩岸諮詢委員
會」，下設台商服務中心、台生服務中
心與陸配服務中心，因應兩岸城市交
流，將新設「兩岸城鄉交流服務中
心」，成為黨（國民黨）對黨（中國共

產黨）的交流平台，也獲得出席縣市長
的支持。
唐德明進一步解釋說，為了具體執行

兩岸城市交流，「兩岸城鄉交流服務中
心」將下設一個幕僚性質的委員會，由
各縣市長指派1個負責兩岸事務的人參
與，也廣邀學者專家、台商等人，一起
集思廣益兩岸可能的交流方式。

要求提出交流方向和重點
南投縣長林明溱會後受訪時表示，會

議主要就是讓縣市長提出兩岸交流的方
向和推動重點，南投縣每年跟浙江杭州
固定交流，尤其日月潭跟西湖為姐妹
潭，每年都有兩湖論壇，一年在台灣，
一年在杭州，交流密切。
林明溱說，最遺憾就是陸客一直減

少，對南投觀光產業帶來很大的衝
擊，他準備積極向大陸爭取更多觀光
客到南投旅遊，他也向蔡當局喊話，

希望為了經濟、觀光發展，態度要有
所轉變。
雲林縣長張麗善表示，會議主要討論

透過國民黨中央黨部建立兩岸之間的交

流平台。目前各藍營執政縣市都跟大陸
省市連線，雲林就是跟四川成都，也可
以考慮跟多個城市交流，包括北京、上
海等，現在正在接洽中。

冬日的梨園，古樹參天。記者在梨樹
林中看到，每棵樹上掛着樹葉形狀

的標牌。標牌上用醒目的字體標明梨樹名
稱、科屬、樹齡、管護責任人等。

最高樹齡逾400年
蘭州市皋蘭縣什川鎮梨園，連片梨園
面積達12,000餘畝，園內最古老的梨樹
有四百多歲。為了更好地保護古梨樹，皋
蘭縣專門成立了古梨園保護中心，對萬畝
梨園生態積極保護。
皋蘭縣古梨園景區管委會辦公室主任
劉小兵介紹說，去年9月，通過政府集中
採購，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對現有的古梨
樹保護牌全部進行更換。「以往的保護牌
是用釘子釘在樹上，對樹木有一定傷害。
此次新的標牌採用彈簧繩懸掛，並設計了
可移動卡扣，懸掛方式更加科學，可以隨

樹幹增粗而調整，不影響古梨樹生長。」

護樹責任到個人
新的標牌上還添加了二維碼，相當於

每棵百年梨樹都擁有自己的「身份證」。
劉小兵說，「民眾通過二維碼掃描登錄後
可以從微信公眾號中看到古梨樹照片和相
關信息，以及古梨園旅遊方面的信息資
料。」
皋蘭縣古梨園保護中心副主任楊偉名

認為，新式樹牌，設有樹勢狀況、保護單
位或責任人等欄目，可以做到責任到人，
目標明確。管理方可通過定位掃描進行監
控，在保護上真正做到零紕漏。
楊偉名介紹說，目前，9,200餘株百年

梨樹全部完成掛牌工作。這項工作的實
施，標誌着什川古梨樹保護工作進入了科
學規範化的管理階段。

阿里巴巴日前發佈《2018中國人讀書
報告》，基於天貓、淘寶、閒魚、阿里文
學等平台數據，2018年內地圖書消費人
口同比增長19%，一年增長閱讀人口近
3,000萬。天貓、淘寶圖書行業訂單量，
也隨之大漲17%。

上海讀者冠全國
報告同時顯示，沿海發達省市仍是內地
讀書人口佔比最高的地區，上海讀書人口
總數在全國排名第一，其中職場讀物、外
語書籍、原版進口書尤其受到上海讀者的
青睞。
有意思的是，在熱衷購買諸如《十九歲

的時差》、《你壞》等青春小說的同時，
「90後」讀者中一半人步入婚育年齡，
熱衷購買《兒童啟蒙卡》，而另外一半人
則持續與《考研英語》焦灼戰鬥。

廣東二手書最旺
此外，報告亦顯示，2018年也是二手

書、閒置書流轉大年。在閒魚上，讀書愛
好者們以轉讓、免費贈閱等形式，交換二
手書。過去一年，上海人以人均交易、贈
送1.11本書，位列全國第二。而廣東人、
北京人分別以每年1.59本、1.08本的成績
分列第1、3位。
如今，閒魚正在描繪一幅活躍的「知識
流轉地圖」。數據顯示，大量圖書
正在從沿海省市向中西部省市流
轉。其中，四川省、重慶
市、湖北省、湖南省、河

北省已成為2018年
閒魚上TOP 5圖書
流入省市，其中成
都、武漢、長沙等
城市表現突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據甘肅省蘭州市皋蘭縣古梨園保護中心8日披露，該園9,200餘株

百年以上古梨樹全部完成佩掛二維碼標牌工作，每棵百年梨樹都將擁

有「身份證」。 ■中新網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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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阿里大數據顯示，去年上海讀者總人數在全國排
名第一。圖為小朋友在上海國際童書展讀書。資料圖片

2018年12月24日凌晨4時許，南友高
速廣西南寧往崇左方向136公里處，一輛
載有23噸左右生蠔苗的大貨車着火。廣
西崇左消防支隊特勤中隊接到報警後，立
即出動2輛消防車12名指戰員趕赴現場處

置。最終無人員被困，明火被成功撲滅，但
車上的生蠔全數變成「燒蠔」。
據悉，這是一車從廣西北海運送到憑祥友誼

關的生蠔苗。

引大量轉發 感自豪
中新社北海支社記者翟李強在第一時間獲得

消息，馬上聯繫當地的消防部門了解情況，隨
即發稿，並根據當地消防提供的現場視頻在網

上傳播消息。
新聞果然成為熱點，大量網友轉發。作為一
個記者，他感到非常滿足。

母來電通知 心酸透
然而這時，翟李強媽媽來電，通知他「家中
的生蠔前幾天出事了」。
「是不是發往憑祥的？23噸？」翟李強冷汗
直飆。
原來，那一車葬身火海的生蠔，正是翟李強

家的貨物。「損失大概有十幾萬（人民幣）
吧，當知道正是自己報道的災難，那種無奈、
悲催的感覺真的是心酸透了。」翟李強說，所
幸父母非常樂觀，積極看待。 ■中新社

貨車起火「烤熟」23噸蠔 記者報道完才知是自家貨！

■■ 火災現場火災現場，，2323噸生蠔噸生蠔
苗無一生還苗無一生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甘肅皋蘭古梨園甘肅皋蘭古梨園
百歲樹掛百歲樹掛身份證身份證

■■每逢梨花綻放每逢梨花綻放，，遊人遊人
不絕如縷不絕如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園內百年以園內百年以
上古梨樹全部上古梨樹全部
完成佩掛二維完成佩掛二維
碼標牌碼標牌，，方便方便
遊 人 掃 碼 了遊 人 掃 碼 了
解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