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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陸居住證將罰
台青心淡拒返鄉

台當局擬限期不申報罰款 領證無考試參政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二
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研討會昨
日在湖北武漢開幕，百餘名兩岸關係
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政策創新」、「推進國家
統一進程的理論和實踐探討」等議題
展開研討、交流。
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蘇

輝，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孫亞
夫，湖北省委常委、統戰部長爾肯江
．吐拉洪等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蘇輝表示，專家學者在兩岸關係

發展中發揮着不可或缺的推動作
用，希望台灣學者充分利用自身優
勢，積極主動地向台灣民眾多介紹

大陸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多介
紹大陸出台的惠及廣大台灣同胞的
各項優惠政策，多介紹「兩岸一家
親、共圓中國夢」的同胞情感，深
化兩岸融合發展。
「兩岸經濟、文化、社會聯繫密切
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孫亞夫
說，近兩年，大陸方面鼓勵台灣青年
到大陸就業、創業，努力為台灣同胞
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
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進一步密切了
兩岸經濟文化社會聯繫。
台灣淡江大學榮譽教授趙春山表

示，兩岸統一要經過一段融合發展的
過程。

專家研討兩岸和平政策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單車遊、
鐵路遊、品茶遊、潛水遊、賞鯨遊、農場
漁村休閒遊……一批富有濃郁台灣東部特色
的休閒觀光「深度遊」產品，19日在上海推

介，受到滬上各旅行社及採購商歡迎。
由台灣宜蘭縣縣長林姿妙、台東縣縣長

饒慶鈴率領的宜蘭、台東、花蓮參訪團一
行近日到訪上海。

在現場，上海市旅遊行業協會旅行社分
會與宜蘭縣觀光協會、花蓮縣觀光協會、
台東縣觀光協會簽署《宜花東觀光廊道旅
遊合作意向書》。上海部分旅行社也與三
縣的旅遊行業組織簽署相關合作意向書。
現場還達成農漁產品採購意向。

台三縣在滬銷「深度遊」

大陸居住證在去年九月正式受理民眾申
辦，陸委會針對如何因應與開罰已研

擬大半年。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曾透露，領
取大陸居住證兩個月內須向陸委會申報，
否則開罰，最重10萬元新台幣（約2.55萬
港元），且考量大陸居住證有五年有效
期，在領取居住證後五年內，不得報考台
灣地區考試或參與選舉。

陸委會即將提相關草案
據悉，陸委會最近將提報相關草案，且

採行政命令方式公告上路，宣導期為三個
月，目前針對罰鍰金額還在討論中，尚未
定案。且登記制將採便民措施，開放網絡
登記。
中國國民黨台灣地區民意代表林麗蟬

批評，台青對大陸居住證的需求比台商
還大，台灣當局要怎麼認定領取大陸居
住證，就表示政治認同傾中，還要據此
限制台灣地區居民的參政權。台商自己
有事業，這些限制對他們影響不大，陸
委會已先和台商團體溝通，但是台青完

全不知。

領取陸居住證謀生活便利
在大陸求學的L同學說，領取大陸居住證
並不像陸委會想的「投共」或「赤化」這
麼可惡，對他來說，就是謀求生活上的便
利性，且大陸政府根本不管你有沒有申請
居住證，採自由領取的態度，相較之下，
我們的陸委會卻是管制恫嚇，此舉已讓想
學成回台的台青心灰意冷，乾脆留在大陸
好了，也不要回台灣。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

大陸發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證，陸委會研

擬以登記制相抗。據了解，下半年就會

發佈行政命令，宣導期三個月，若台灣

地區居民領取大陸居住證，卻未主動向

陸委會登記，就會開罰。在大陸求學的

L同學說，大陸居住證對他來說是謀求

生活上的便利，陸方根本不管你領不

領，但是台灣卻要管制恫嚇，此舉已讓

台青心灰意冷，乾脆留在大陸好了，也

不要回台灣。

「21 年前，晉江當地
鞋業製造機械化水平較
低，台灣鞋機展出後，
引發不少製造商抱着現
金來搶購。」台灣製鞋

工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長林昭傑昨日
感嘆道，台灣參展團見證了晉江鞋業
的成長。

在此間「中國鞋都」福建泉州晉江
市舉行的第二十一屆中國（晉江）國
際鞋業暨第四屆國際體育產業博覽會
（以下簡稱「鞋博會」）上，台灣元
素依然搶眼。台灣鞋機館內，人頭攢
動，一批先進鞋業機械吸引海內外客
商的目光。

談及「鞋博會」對兩岸客商最大的
益處，林昭傑認為，是「雙贏」。他
說，台灣有着先進的鞋業機械製造水
平，晉江具有深厚的鞋業生產基礎，
二者實現優勢互補，並在交流、交往
中結下深厚友誼。

節能自動化是更新方向
天一精密機械、誠鋒興業等眾多台

灣展商已連續21年前來參展，集中展
出鞋機、鞋材和鞋產品等，不斷提升
智能製造、環保、高效製鞋，尋求兩

岸鞋業的深度對接，共同拓展「一帶
一路」建設帶來的商機。

「節能、自動化生產不僅是晉江鞋
業製造商的需求，也是台灣機械不斷
更新改進的方向。」天一精密機械有
限公司2014年落地泉州辦廠，進一步
放大兩地優勢互補效應。該公司副總
經理蘇成偉說，「鞋博會」已成為企
業同世界交流的窗口。

誠鋒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詹
正群認為，未來大陸的內需市場仍十
分龐大，不少鞋業製造商仍希望通過
智能製造降低成本和減少人力，這些
都是台灣鞋業機械企業的發展機會。

不過，不少台灣鞋機展商也認為，
隨着晉江鞋業的高速發展及大陸鞋機
技術的飛速提升，台灣鞋機與晉江鞋
業的對接合作已經度過「蜜月期」，
台灣鞋機面臨着挑戰。

連續15年來參展的台灣主典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已經在晉江推廣多種鞋
機。該公司副總經理張和定表示，如
今大陸的鞋機生產技術不斷提升，對
台灣的鞋機帶來不少衝擊。面對這樣
的競爭，台灣鞋機要擦亮品牌和提高
質量，在差異化競爭中搶佔新的機
遇。 ■中新社

 &

競爭中拓商機
台鞋機深耕「鞋博會」

■■陸委會研擬台灣地區居民持大陸居住證卻未主動登記陸委會研擬台灣地區居民持大陸居住證卻未主動登記，，將將
被罰被罰。。圖為台商和孩子在廣州辦理大陸居住證圖為台商和孩子在廣州辦理大陸居住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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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高然的書房，猶如進了
一座小型圖書館。高然是

吉林人，在東北讀了本科和碩
士，在西北讀了博士，6年前又
來到西南的四川省南充市。他的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民族史和中
國古代史。
「來南充時，帶的東西主要就
是書，物流快遞，一噸重。」高
然說。
四月陽光正好，校園一片葱
綠。高然正在書房裡為他的學生
準備畢業禮物——篆刻印章。書
房面積不大，書籍佔去了絕大部
分空間。

愛好刻章20載
高然坐在電腦前，拿出一塊小
小的印石，用篆刻刀在上面刻下
學生的名字。一筆一劃，不時用

砂紙磨一下，用粉刷刷一下。
「這些材料都是從網上淘來的，
每枚做好的印章成本大約15元
（人民幣）左右。」
學歷史的學生都知道，篆書是

甲骨文、大篆、小篆的統稱，至
今已有3,000年歷史。而篆刻印
章在古代是身份地位的象徵，現
在也極具收藏紀念意義。刻章是
高然的一大愛好，從高中開始到
現在，已經堅持20年了。

一小時出一枚
這一次是給所有的畢業生刻

章，如此大而密集的工作量，難
度之大可想而知。每天要上課、
科研，還有一個正讀幼兒園的孩
子，高然只有每天擠時間。一枚
印章至少一個小時才能完成。
「已經刻了一半多了，還得抓

緊時間，爭取在學生們6月離校
的時候，人人都能拿到印章。」
高然說。
這些印章各不相同，除了學生

姓名不同外，字形和圖案也有差
異。高然表示，「男生印章多用
『陽文』，女生多用『陰
文』。」
高然解釋，陽文字體凸出來，

陰文字體凹下去。這些需要事先
設計、打印出來、然後一筆一劃
雕刻。

「老師是『暖男』」
高然用心準備的禮物，感動了

不少即將畢業的學生，大家紛紛
在年級的微信群裡留言。
「老師的禮物很有意義，很用

心，讓我們特別感動。高然老師
不僅很溫柔，而且對我們特別

好，是個『暖男』，是我們歷史
文化學院的『男神』。很感謝大
學四年他對我們的陪伴與照顧，
希望老師能永遠年輕帥氣。做一
位『不老男神』！」
「一張張拼在一起的照片，訴

說着一個個深情的故事，一顆顆
躍動的心，一段段永恒的記憶。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何其
有幸，有你，點綴了我們的整個
大學。」
「白駒過隙，一晃四年就這

樣過去了，是高老師在2015年
的夏天帶領我們面對大學的希
冀與彷徨，依舊是他，在2019
年的夏天送我們走向憧憬與未
來。我想，不論過多久，高然
老師總會是那最粲然的記憶，
我也會用我最大的誠意向您致
敬。」

春風化篆春風化篆章章
細刻細刻

眼看畢業季又來

了，四川省的西華

師範大學歷史文化

學院副教授、2015

級學生班主任高然

為即將離別的244

名畢業生人手準備

了一份「私人定

製」的禮物——刻

有每個學生各自姓

名的244枚篆刻印

章。這枚小小的畢

業紀念，讓學子們

既驚訝又感動。

■華西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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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從雲南省文山州自然資源
公安局消息，當地民警近日
與民眾聯合救助了一隻瀕
危保護動物倭蜂猴。據報
警市民王曉磊介紹，他是
在自己的房間發現了這隻
小動物。

已放歸自然
民警趕到現場，看到一隻長得

像貓又像猴的小動物被關在籠子
裡，兩個爪子緊緊將籠子抓住。經野生動物專家確認，
這隻「大眼貓」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倭蜂猴，身長20
厘米，重600克。
經檢查，該倭蜂猴身體狀況良好，具備野外生存能

力，民警已將其放生野外。 ■中新網

瀕危動物現民居
雲南救助倭蜂猴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
所和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的考古
團隊日前公佈了他們在西藏多年持續展
開舊石器考古調查與發掘的最新成果：
特別是在阿里地區獅泉河源頭革吉縣，
發現了距今5,000年到3,000年之間的梅
龍達普洞穴遺址，這也是在青藏高原腹
地發現的首個史前人類洞穴遺址。

細石器文化典型
在海拔4,8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革吉

縣，獅泉河的源頭，專家們在梅龍達普遺
址的洞穴裡，採集到這些細石器，包括經
典的錐狀石葉石核，修長、薄銳、規整的
細石葉等，它們屬於典型的細石器文化。
古人把細石葉從細石核上剝落下來，修

整後再鑲嵌到木頭或者骨頭上，作為複合
工具使用，充分體展現了古人的智慧。
作為有明確地層信息的細石器文化遺

址，專家們對梅龍達普洞穴裡發現的器物
進行了碳十四測年。

面積逾千平方米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

所研究員王社江說：「結果顯示含細石
器和陶片的（文化）層位年代，基本上
在5,000到3,000年之間，這是很重要的
一個發現。這個洞穴規模非常宏大，面
積超過1,000平方米。」
王社江說：「我們知道青藏高原面積巨

大，對文化面貌到目前為止只是蜻蜓點
水。」 ■央視網

■■印章上是每位學生的姓名
印章上是每位學生的姓名，，其其設計也各不相同設計也各不相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西華師範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高
然為244名畢業生每人刻了一枚篆
章作為畢業禮物。 網上圖片

■■倭蜂猴得到救倭蜂猴得到救
助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高然表示高然表示，，每枚印章至少需要每枚印章至少需要
一小時才能刻成一小時才能刻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