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台當局修訂「Uber條款」限制

Uber司機載客，美國在台協會（AIT）發函關切，指修訂條令不利新創

產業發展。台灣的士聯盟昨日以公開信回覆AIT，要求AIT不要干預台灣

人的事。台灣地區交通部門表示，修令不會馬上公告。即使修訂條令無

爭議，也會有足夠時間令Uber司機取得合法身份，不影響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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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消
息，宣佈參選2020年台灣地
區領導人選舉中國國民黨黨內
初選的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昨
日參訪新竹市眷村博物館時表
示，他敬重高雄市長韓國瑜，
韓國瑜是學弟，兩人更是鐵打
的兄弟，請媒體不要再見縫插
針，他們兩人一定會合作。
郭台銘早前表示，他妻子由

於他參選的事，「離家出
走」。郭台銘說，他27日不
一定會親自去接機，因為媒體
會太多，但一定會誠心歡迎她
回家，因為這幾天他親自接小
孩，體會到妻子真的很辛苦。

月底「吳韓會」商黨內初選
郭台銘表示，韓國瑜在他心

目中，「不但是個兄弟，還是
個英雄」。對此，韓國瑜接受
記者訪問時表示，他當時聽到
郭台銘參選，他就表示天塌下
來兩人頂，舒服多了。聽到郭
台銘稱兄道弟，他感到不好意
思，因為郭台銘是個非常成功

的企業家，這樣稱兄弟，他感到非常開
心。韓國瑜表示，郭台銘已經開始衝刺
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希望他全
力以赴，將更多理念告訴台灣人民。
中國國民黨昨日宣佈，主席吳敦義與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吳韓會」30日登
場，討論有關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
舉黨內初選事宜。

郭未確定是否出席圓桌論壇
國民黨中常會日前已經達成共識，將

把韓國瑜直接納入黨內初選民調名單
中，民調結果作為未來徵召的參考；韓
國瑜不需要領表，仍可專心市政。此前
受外界高度矚目的「吳韓會」，經過國
民黨中央與高雄市府聯繫，敲定在30日
下午於中央黨部舉行；據指出，這次會
談過程不會公開，會面後以記者會的方
式說明。
此外，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證

實，原本婉拒出席30日會議的韓國
瑜，已經主動聯繫基金會，告知將出席
圓桌論壇。蕭旭岑也提到，當天全天的
會議中，吳敦義、朱立倫也都確定出
席，王金平與郭台銘兩人的出席意願仍
在聯繫確認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旺報》報道，兩岸
官方接觸中斷；為協助台青順利登陸求
職，台商協會扮演起橋樑角色。除了浙江
省各台協赴台徵才外，上海台協、廈門台
協將陸續赴高雄舉行徵才活動；而福州台
協也計劃在台徵招實習生。大陸台商表
示，台協將藉由不同管道促進兩岸交流。
台企聯常務副會長翟所領表示，每年台

灣大專院校畢業季，各地台協都會在台徵
才；若台協沒在台徵才，徵聘的管道可能
只有網路人力銀行，台青能接觸到大陸台

企的機會就有限。他說，以往大陸台協與
台灣大專院校有合作，盼優秀的台灣人才
能到台企就業。

扮演兩岸「緩衝器」
論起台協在現今兩岸低迷時的作用，翟所

領指出，台協藉由不同的管道促進兩岸交
流，包含農業、工商界、文化藝術等；縱使
現今兩岸官方交流停頓，台協盼在民間交流
上能盡一分力。
台企聯常務理事徐正文則指出，現今台灣

的經濟大環境不佳，各地台協盼能為台青找
出路，現在台協會用不同管道來台徵才，幫
助台青就業外，也促進兩岸交流；他也說，
在兩岸關係緊張之際，台協反能發揮更大的
功能；不論藍、綠誰上台執政，台協都能作
為兩岸緊張情勢的「緩衝器」。

專家：綠若阻撓 勢失民心
針對台協不約而同在台廣徵人才，廈門

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紅日前指
出，當前民進黨當局處處限縮兩岸交流，

也不樂見台灣人才到大陸發展；相較民間
徵才的熱絡，台灣官方和民間在兩岸的熱
度，形成鮮明對比。
唐永紅表示，大陸台企基於自身發展需

要徵才，也是幫助台胞尋求發展，是很正
常的一件事，應平常心看待。對於民進黨
當局有無可能以此作為限縮的新「箭
靶」，唐永紅認為，謀職是為了就業生
存，台當局若阻擋，等於斷了民眾的飯
碗，也會更丟失民心。唐永紅說：「如果
台灣有很好的機會，為什麼會有越來越多
的人背井離鄉到大陸？」唐永紅說，民進
黨當局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假如是想方設
法減少兩岸聯繫交流，也不怕得罪民眾，
那就完全是意識形態掛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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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協為台青西進搭橋

交通部門日前預告修正「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103條之1」（又稱「Uber條

款」），將限制Uber現有在台營運模式。

向當局遞交陳情書
該預告不僅引起Uber公司、代僱司機抗

議，AIT也發函表示，條款規範租賃車起
租時數以小時計、禁止巡迴攬客這兩項規
定，並不適用台灣現況，相當於禁止台灣
的網絡叫車服務，希望台當局重新考量修
法。
昨日，的士聯盟到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

構遞交陳情書，望台灣交通部門盡快公告
新法令；面對AIT的說法，的士司機高喊

「美國人別管台灣人的事」。有司機表
示，美國本身也有限制Uber，不知AIT有
什麼立場說台灣的規範不恰當。

租賃車載客涉違例
的士司機工會全聯會理事長吳建璋表

示，AIT的說法自相矛盾，公路條令早已
明定租賃車不能載客營運，新修訂條款只
是重申現有條款內容，AIT卻公開鼓勵美
國公司繼續違反台灣規章。
吳建璋引用AIT的信件內容指出，這間

「美國科技公司」假借共享經濟名義，忽
視運輸業責任，2年來在台積欠25億元新
台幣罰款，對代僱司機高抽成牟取暴利；

Uber必須繳清罰款，才能繼續在台營業。
的士派遣產業發展協會秘書長曾弘義則

提到，Uber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用「假新
創」之名非法營運，對乘客安全造成疑
慮、也對合法業者產生衝擊，因此有關部
門依法行政。AIT作為一個外來國家的代
表，怎麼可以支持一個非法業者在台灣嗆

聲呢？
「Uber條款」預告期昨日截止，但由於

Uber司機多番抗議，台交通部門表示修訂
條令絕對不會馬上公告；即使修訂條令法
無爭議，預告期滿也需要至少2個月的法
規程序。公告後也會有3個月緩衝期，讓
Uber司機取得合法身份，不影響生計。

台的士聯盟籲美別干預「Uber條款」
嗆AIT說法自相矛盾 望台當局盡快公告新條令

■台灣的士聯盟昨日以公開信回覆AIT，要求其不要干預「Uber條款」。圖為台灣的士
聯盟昨日抗議Uber是「三假非法企業」。 網上圖片

■「 蘇 士
澍、王林旭
書畫展」在
紐約聯合國
總部舉辦。
圖為蘇士澍
（右一）在開
幕 式 上 致
辭。新華社

作為聯合國2019年中文日
慶祝活動的一部分，「蘇士
澍、王林旭書畫展」紐約
時間24日晚在聯合國總
部大廳開幕。此次展覽共展出兩位
書畫大師數十幅大型代表作，來自聯合
國多個國家的外交官和當地華人華僑應邀出席儀
式。該活動是由聯合國中國書會、中國文聯國際
聯絡部、中國書法家協會等組織聯合舉辦。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吳海濤大使、中國駐紐

約總領館文化參贊李立言、聯合國中國書會會長
稽曉薇、托爾投資公司首席執行官及特朗普總統
私人顧問和《紐約郵報》前董事長斯蒂芬．霍芬
博格等嘉賓先後致辭，對此次兩位書畫大師的展
覽開幕表示祝賀。
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蘇士澍在致辭時表示，中

華民族創造了絢麗的漢字，博大精深，在記錄着
中華民族璀璨文明的同時，也造就了漢字本身的
獨特魅力。中國書法藝術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
要載體，可以說，中華漢字的創造、發展、演變
的過程，也是中國書法藝術產生、成熟、完善的
過程。
對各種字體都有極高造詣的蘇士澍表示，此次

書法作品包括抄錄論語選句的「人能弘道」、
「學而不厭」，南北朝文人劉勰名句「積學儲
寶」，唐代詩人王維的詩句「明月松間照」，唐
代詩人李白的詩句「長風破浪」，宋代文人王禹
偁名句「琴調和暢」等。

「用書畫講好中國故事」
另一位參展藝術家、中國民族文化宮文化總監

暨國家民族畫院院長王林旭教授致辭時表示，
「舉辦這次展覽，就是希望在聯合國這個文化最
多元和最包容的平台上，共同用書畫蘊含的東方
『合和』思想與理念，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
書畫所承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及中國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熱愛與嚮往，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寬闊視野與宏大格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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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大佛開鑿於唐開元初年
（公元713年），歷時90年

建成，通高71米，是世界上最高
大的古代石刻彌勒佛坐像，列入世
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名錄。

受侵蝕風化滲水等病害
據了解，因常年暴露在自然環境

下，樂山大佛長期受到侵蝕，極易
發生風化、滲水等病害。2018年
10月8日，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

准，四川樂山大佛風景

名勝區管理委員會（簡稱管委會）
啟動了樂山大佛胸腹部開裂殘損區
域搶救性保護前期研究及勘測工
作，大佛開始「閉關體檢」。
發佈會現場，樂山大佛勘測維護

項目負責人、中鐵西北科學研究院
有限公司文保中心副主任、高級工
程師孫博發佈《樂山大佛勘測維護
項目階段性成果白皮書》（簡稱
《白皮書》）。《白皮書》顯示，
「體檢」期間，文保工作人員採用
光纖監測、熒光碳點示蹤法等高科

技手段，對樂山大佛進行開裂殘損
區域植被清理、開裂殘損部位揭取
和預加固、墊層和面層修復等一系
列工作。
「文物保護工作十分重要，因為

所有文物都是文化的載體，對它們
進行保護就是對文化進行保護。」
孫博說，雖然開展樂山大佛勘測維
護工作的難度較高，但經過前期周
密計劃，還是順利完成大佛的「體
檢」。
他說，文物保護是一個長期的過

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維護，
「就像人一樣，平時保養得好，得
『大病』的概率就低。」
為了加強對樂山大佛的日常維

護，當日還首次成立樂山大佛日常
保養維護隊，首批隊員共10人，
由管委會工作人員及參加過大佛維
護工作的人員組成。
樂山大佛日常保養維護隊隊長楊

天宇介紹，未來維護隊將負責大佛
周邊垃圾清理、大佛面部清潔保養
等相關工作。

歷經了歷經了200200天天「「閉閉

關體檢關體檢」」的四川樂山的四川樂山

大佛昨日正式大佛昨日正式「「出出

關關」。」。據當日舉行的據當日舉行的

樂山大佛勘測維護項樂山大佛勘測維護項

目成果發佈會消息目成果發佈會消息，，

經過修復經過修復，，樂山大佛樂山大佛

胸腹部開裂險情得到胸腹部開裂險情得到

排除排除，，胸腹部生物病胸腹部生物病

害得到有效控制害得到有效控制，，文文

物本體更加安全物本體更加安全。。

■■ 中新社中新社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昨
日發佈消息，該院「換心人」于文
峰接受心臟移植術後至今已健康生
活了25年，繼續領跑亞洲地區心臟
移植術後存活時間最長的「換心
人」。

1992年4月26日，由哈爾濱醫科
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集合上百位醫學
專家，20多個科室通力合作，為哈
爾濱市民楊玉民施行中國東北地區
首例同種異體心臟移植術。1994年
2月，該院心外科再次為黑龍江省尚

志市帽兒山鎮中學教師于文峰進行
同種異體心臟移植術。
至今，于文峰已經「換心」25

年，並仍然在正常教學工作和生
活。于文峰說，目前自己的身體狀
態非常好，今後打破心臟移植術後

健康存活世界紀錄也不在話下。同
時，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實例鼓勵
跟他有同樣疾病的患者，讓更多患
者能夠積極面對治療，不要懼怕心
臟移植手術。
據了解，心臟移植手術已經不是

技術上的難點，並且已在全球廣泛
應用，世界上最長存活病例已超過
30年。 ■中新社

黑龍江「換心人」存活25年創亞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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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僧人在兩位僧人在
大佛前拍照留大佛前拍照留
念念。。 中新社中新社

■由10人組成的四川樂山大佛日常維護專業隊昨
日正式成立。 中新社

■■ 四川樂山大佛昨日結束四川樂山大佛昨日結束
202000天天「「閉關體檢閉關體檢」」後後「「出關出關」」。。
圖為遠眺樂山大佛圖為遠眺樂山大佛。。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