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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動物學
期刊《Zoologi-
ca Scripta》 刊
發，確認了採集自
浙江台州和舟山的

「中華二叉搖蚊」為海洋
昆蟲新物種。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林曉龍博士指出，該物
種為搖蚊科，最早
由台州學院生命
科學學院教

授齊鑫在舟山發現，此後多次
在台州大量發現。

無飛行能力
齊鑫指，該新物種的形態特

徵、運動方式和生活環境都與
已知的搖蚊科種類差異很大。
「它為了適應海洋環境的生

活，雖具退化翅，卻已喪失了
飛行能力，只能在水面進行滑
行。」齊鑫說。

■中新網、新浪

4月10日上午，在內江市東興區
東桐路圓頂山上，備受內江

市民關注的張大千博物館項目建設現
場一片忙碌景象，施工團隊正緊鑼密
鼓進行各場館的掃尾安裝工程和陳展
內裝工程。

館內建築似葫蘆
在工程現場看，幾個形似中國文化

符號的葫蘆形建築林立在翠綠的樹叢
中，褐色的主題框架與藍色玻璃在陽
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輝。
場館下方，幾十名工人正忙着搬

運、堆砌條石，走過印有 「張大千
博物館」的正門，綠化工人正在栽

種花草，着手佈置庭院內的景觀；
各功能場館內，裝修工人正在勾玻
璃縫。
截至目前，張大千博物館項目建設

中的精裝修工程已完成98%，場平景
觀工程、弱電安防完成95%，安裝工
程已完成90%，預計本月20日完成所
有項目工程。陳展工程自去年底進場
以來，基礎裝修和陳展設備安裝工作
有序推進，預計本月底完成，並於5
月初進場佈展。

大千山水畫見長
張大千與其二哥張善子昆仲創立

「大風堂派」，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最

具傳奇色彩的潑墨畫工，特別在山水畫
方面卓有成就。後旅居海外，畫風工寫
結合，重彩、水墨融為一體，尤其是潑
墨與潑彩，開創了新的藝術風格，因其
詩、書、畫與齊白石、溥心畬齊名，故
又並稱為「南張北齊」和「南張北
溥」，名號多如牛毛。與黃君璧、溥心
畬以「渡海三家」齊名。

蓄標誌性大鬍子
二十多歲便蓄着的一把大鬍子，成

為張大千日後的特有標誌。他曾與齊
白石、徐悲鴻、黃君璧等及西班牙抽
象派畫家畢加索交遊切磋。
據悉，張大千博物館陳展大綱由內

地知名專家精心編撰，北京清尚公司
承擔陳展設計施工一體化工程。博物
館陳展將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多
方式展示張大千先生的生活畫卷，追
尋他傳奇的人生經歷，展現他的藝術
成就，弘揚他的藝術精神、對世界藝
術的巨大貢獻、以及他在中國和世界
美術史的地位。

浙江發現新物種
「中華二叉搖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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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蘇州動物園消息，前日
下午1時20分，中國唯一一隻
雌性斑鱉在蘇州動物園進行第
五次人工授精後不幸死亡。目
前，該「極度瀕危」動物全球
已知僅剩三隻，被稱為「世界
最孤獨的動物」。
據蘇州動物園工作人員介紹，

此前全球已知斑鱉為四隻，其中
蘇州動物園內有一雌一雄。國際
野生生物保護學會的資料顯示，
蘇州動物園的雄性斑鱉背甲和生
殖器有嚴重的傷痕，造成了終身
殘疾，無法自然授精。

死亡原因待揭
蘇州動物園內過去四次進行斑

鱉人工授精均因取卵困難而失
敗。此次人工授精操作與斑鱉死
亡原因等情況有待進一步披露。
中國動物園協會總工程師劉

農林介紹稱，正式採精和授精
前，專家團隊對兩隻斑鱉進行
了理化指標和超聲波健康檢
查，發現健康狀況良好。人工
授精過程順利，但很快發現雌
性斑鱉身體出現異常，於是專
家團隊立即進行搶救，但不幸

斑鱉沒能甦醒，最終死亡。目
前，該斑鱉卵巢組織被專家採
集、凍存。

「災難性的損失」
「對極度瀕危的斑鱉來說，這

是一個災難性的損失。全球斑鱉
僅剩三隻，其中蘇州動物園是一
隻雄性斑鱉，另外兩隻在越南，
性別不詳。」劉農林說。
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中國

項目前負責人解焱得知這一消
息時說：「人類在拯救物種、
防止滅絕方面，真的是太無能
為力了。十幾年的努力，都未
能改變這個物種的命運。」
相關專家表示，龜鱉類有記

載的最大年齡超過160歲。而
死亡雌性斑鱉年齡超過90歲。
據推測，蘇州動物園的雄性斑
鱉年齡在100歲左右。
斑鱉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

鱉，背甲可達1.5米，體重115
公斤，曾廣泛分佈於長江流域
（錢塘江、太湖）和雲南紅河
流域，但從2006年起，紅河流
域至今都未發現過斑鱉的幼體
和亞成體。 ■新華社

在四川省內江市，張大千博物館陳展總工程量的75%已完成，預計將

在下月17日試開館。1899年生於內江的張大千是上世紀中國畫壇中最負

盛名同時又極具傳奇色彩的藝術大師。 ■四川在線

■■四川省內江的張大千博四川省內江的張大千博
物館目前外觀物館目前外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大千博物館設計效果圖張大千博物館設計效果圖。。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唯一一隻
雌性斑鱉在近日
進行第五次人工
授精後不幸死
亡。 網上圖片

■■張大千張大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大千潑彩張大千潑彩《《伊吾閭瑞雪圖伊吾閭瑞雪圖》。》。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四川省內江的張大千博四川省內江的張大千博
物館目前外觀物館目前外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華二叉搖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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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供電金馬指日可待
運用柔性直流輸電技術 通過海底電纜聯網 可靠性更高

長期以來，金門、馬祖民眾迫切希
望大陸幫助解決用水用電緊缺等

困難，已多次表達過通水、通電、通
氣、通橋的訴求。繼2018年8月實現
向金門供水之後，福建沿海地區向金
門、馬祖聯網供電已提上日程。
國家電網福建電力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修言指出，考慮到金門、馬祖現有
用電需要及遠期發展需求，以及金
門、馬祖電網頻率、電壓系列與福建
電網不一致的情況，福建沿海地區向
金門、馬祖聯網供電方案計劃以柔性
直流輸電技術，通過海底電纜，從廈
門翔安與金門聯網，從福州連江與馬
祖聯網。

運行方式更靈活安全
從相關資料可見，柔性直流輸電技
術是新一代直流輸電技術，具有向無
源電網供電、快速獨立控制有功與無

功、潮流反轉快、運行方式靈活等優
點。
運用柔性直流輸電技術向海島供

電，福建省經驗豐富。早在2015年12
月，廈門柔性直流輸電工程就投入運
行，投運時為世界第一個採用真雙極
接線、電壓等級和輸送容量最高的柔
性直流工程。單站佔地面積不足30
畝，卻提供了廈門島50%的電力負
荷，並且安全、環保，截至目前，該
工程已實現安全穩定運行 1,000 多
天。
國家電網福建檢修公司柔直換流站

站長付勝憲稱，該工程採用真雙極接
線，兩側換流站之間由兩回直流線路
和一回金屬回線形成回路；與交流輸
電線路、偽雙極接線柔性直流輸電線
路相比，其運行方式更靈活、可靠性
更高。
「當一極發生故障停運時，另一極

直流線路同金屬回線形成回路，可繼
續輸送50%的額定功率。」付勝憲
說，真雙極接線就像高速公路雙車
道，A道和B道並列承載交通流量，
任意一個車道損壞，另一車道還是可
以正常通車；只要正常通車的車道不
超過通車量，就可以保持交通暢通。

已積累充分運營經驗
在付勝憲看來，台灣海峽每年夏天

多遭颱風侵襲，以柔性直流輸電技術

通過海底電纜聯網供電，將為廈門、
金門、馬祖等海島供電提供穩定的電
源點。
因其國際領先的科技示範標準，該

工程已為法國、荷蘭等國家的電網公
司提供經驗交流與借鑒。陳修言表
示，國家電網已完全掌握全球最先進
的柔性直流輸電技術，廈門也積累充
分的柔性直流輸電技術建設、運營經
驗，都將保障向金門、馬祖供電高質
量實現，造福金門和馬祖同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廈門柔性直流輸電工程的穩定

運行，為福建與金門、馬祖率先實現通電奠定了堅實基礎。福建

相關專家表示，在不遠的將來，柔性直流輸電技術將被運用於福

建沿海地區向金門、馬祖供電中。目前，福建正積極推動與金

門、馬祖通水、通電、通氣、通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帆 上海報
道）「兩岸一家親．共敘姐妹情」2019
年滬台基層社區文化交流演出於昨日上
午舉辦。「台北陽光MAM MA漾」、
「秧歌情」、「原住民很忙」……這些
往日舞動在台北和上海社區街頭的動人
舞蹈，在上海楊浦區黃興公園浣紗湖畔
的百姓大舞台火熱上演。

滬台社區文化交流演出在楊浦區已
經連續舉辦兩年，並得到了上海市台
辦、上海市文旅局、上海市婦聯的支
持。台北市「民代」闕枚莎，桃園市
「民代」舒翠玲、王仙蓮等此次專程
率團來滬參加交流演出，並與上海方
面的嘉賓共同澆灌祝願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攜手共贏的「同心樹」。

來自兩岸的基層社區的9個社區文化
團隊近200名社區「舞蹈家」們出色的
演出，引來公園遊客和周邊市民前來
駐足觀看。看到精彩之處，現場觀眾
也隨着音樂載歌載舞、掌聲連連。
據了解，社區交流近年來也已經成

為滬台交流的品牌項目。以楊浦區為
例，他們依託廣場舞、社區非遺等兩
岸民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開展與
推動兩岸基層文化交流。

■台灣少數民族社區舞蹈隊在台上
載歌載舞。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攝

由於台灣「少子化」現象嚴
重，想從事教育行業的蔡佩紜在
2015年來到福建。她選擇先就業
再創業，先在一家福州本地培訓
機構當教務總監，了解福州教育

市場。工作一年半後，她創辦了多納思維幼少
兒英語培訓學校，打開了福州市場。蔡佩紜
說，隨着去年「惠台 31 條措施」、福建省
「66 條實施意見」、福州市「68 條具體舉
措」的出台，越來越多的台青來到福州。

在福州創業的「90 後」台青邱偉倫說：
「近年來福建發佈很多惠台措施，對台青創業
來說是很大的激勵。」

邱偉倫談及在福州的創業，並非一帆風順。
他在福州創辦的是視力恢復中心，創業之初的
半年內，客人很少，到如今已開了四家門店。
邱偉倫表示，「接地氣」非常重要。正是在與
當地人多溝通和交往中，他逐漸了解並打開了
市場。目前，他通過福州台灣青年創業就業服
務中心申請有關的創業補貼。

創業中心提供「一對一」諮詢
據了解，為做好對台灣創業青年的精準服

務，福州台灣青年創業就業服務中心將每周三
定為台青服務日，提供台青「一對一」的諮詢
服務。

台創中心負責人表示，近日，通過開展台灣
青年座談會等方式，收集他們在閩就業創業面
臨的問題，形成調研報告後將與相關部門對
接，讓政策更好惠及台青。今年春節開假後，
經過進高校的政策宣講，已實現了部分在校台
灣創業青年與台創基地的對接。「接下來，我
們還要為台青提供相親、子女上學等生活上的
服務，幫他們融入福州的生活圈，實現在榕安
家立業。」

據統計，台創中心已共為台灣青年來榕就業
創業政策收件355件，辦理台企一次性開業補
貼申請235件，總金額235萬元（人民幣，下
同），協助市台港澳辦受理裝修及租金補貼申
請共41件，總金額逾600萬元，累計服務台灣
青年1,452人。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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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邱偉倫表示，惠台措施激勵台青創業。圖為邱偉
倫（右二）和同事為學生做眼部理療。 網上圖片

滬台「廣場舞」火熱上演

■■福建運用柔性直流輸電技術向海島供電的經驗福建運用柔性直流輸電技術向海島供電的經驗
豐富豐富。。20152015年年1212月月，，廈門柔性直流輸電工程投廈門柔性直流輸電工程投
入運行入運行。。圖為該工程外圍配套設備圖為該工程外圍配套設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