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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退回當局聘書：已無出席國際會議需要

台「友邦」傳不穩 所羅門或「斷交」
新總理考慮與陸建交 台當局急「撲火」

香港文匯報訊 2020年台灣地區領
導人選舉中國國民黨初選進入整合
期，「吳韓會」、「吳王會」相繼落
幕。國民黨文傳會代理主委程美華昨
日表示，正在訪美的鴻海董事長郭台
銘下周返台後，提名特別辦法應會在
「吳郭會」後，最快15日在中常會
提出。據黨務人士指出，「吳郭會」
將在11日舉行。
吳敦義近日積極與各有意參選人會

面，日前已與高雄市長韓國瑜會面，
確認韓國瑜被動參選意願，並將在明
日與前新北市長朱立倫會面。
黨務人士表示，吳敦義與6位可能

的初選擬參選人會談，主要是要告知
上周中常會共識，要將初選改採全民
調、主被動納入所有可能參選人等2
項核心精神，納入將送中常會的提名
特別辦法中。

王：全民調不公平
王金平昨日在「吳王會」上，仍堅

持初選應遵守2月27日決議的七成民調、
三成黨員投票。黨務人士說，上周中常會
已有新的共識決議，就是提名改採全民
調，中常委意見高於參選人的意見，不可
能聽意見後倒過來改變常會共識。
據了解，吳敦義與王金平會談40分鐘，

談到初選制度，王金平認為制度不應該因
人設事，並當場拿港媒投書《他們與蠢的
距離》給吳敦義看，投書內容是針對國民
黨初選日期一延再延，初選方式一改再改
的批評。

吳：不會因人設事
吳敦義澄清稱不會因人設事；與會的黨

秘書長曾永權解釋，若初選仍要有黨員投
票，要考量海外黨員寄選票來回就要拖1個
月，時間上可能比較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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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群島國家所羅門群島上月舉
行 大 選 ， 前 總 理 索 加 瓦 雷

(Manasseh Sogavare)再度當選總理。澳洲
媒體《澳洲人報》日前報道稱，索加瓦
雷最近接受當地媒體「所羅門廣播公
司」訪問時透露，新政府正在考慮中斷
與台灣的關係，並與中國大陸建交。所
羅門是目前台灣在亞太地區最大的「邦
交國」。
不過報道也提及，索加瓦雷說這一想
法「還在考慮中」，「現狀還沒有要改
變」，必須在與所羅門群島政府的盟友
商量之後，才能作出決定。「我們原則
上會遵守(和台灣的)『外交關係』，當然

也會考慮到其他因素，(比如) 如何能從彼
此的關係中獲利。」索加瓦雷說。

澳洲前外交官：或引發骨牌效應
索加瓦雷此次是第四次當選所羅門群

島總理。除了提及他的說法，報道還援
引澳洲前駐所羅門群島外交官詹姆斯·巴
特利（James Batley）分析稱，所羅門群
島是台灣在亞太地區最大的「邦交
國」，若該國與台灣「斷交」可能會引
發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冰層正在破裂。」詹姆斯·巴特利

說。他也表示認為台灣對此會有點緊
張。

蔡英文上台後，已有5個國家與其「斷
交」，目前其所謂的「友邦」僅剩17
個。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去年宣佈與台
「斷交」後，海地、斯威士蘭、梵蒂岡
等台「友邦」也被傳出「邦交」不穩的
消息。
對蔡當局可能面臨的「邦交」雪崩，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曾表示，蔡當
局否認「九二共識」造成兩岸對立的現
狀。他呼籲蔡英文回到「九二共識」，
「會發現很多事不一樣」。
而在此次所羅門群島總理考慮與台灣

「斷交」一事傳到台灣後，有島內網友
認為，台當局的所謂「邦交」就是「金
錢外交」，並勸告「認清事實別再做無
謂的掙扎」。

台媒質疑蔡當局「金援外交」

台外事部門昨日也承認，所羅門主辦
的2023年太平洋運動會的運動場館將由
台商承攬興建，而農業、醫衛、台灣獎
學金、潔淨能源等各項合作計劃也正在

執行。 去年所羅門總理訪台時，以將舉
辦太平洋運動會的由頭，向台灣提出資
金協議9億新台幣協助，蔡英文也承諾將
提供協助並堅稱並非「金援外交」，但
台灣媒體一片質疑，稱9億元新台幣花在
如此「外交」形式，讓社會感覺台灣如
同被當「提款機」。
蔡英文上台後，台當局開始「雪崩式

外交」。而接下來，這一數字很可能繼
續減少。除所羅門群島外，包括海地、
斯威士蘭、梵蒂岡等台「友邦」也被傳
出「邦交」不穩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觀察者網及環球網報道，台灣地區領

導人蔡英文上台後，台灣「友邦」數量減少5個，目前只剩17個，而

接下來可能又要減少。澳洲媒體報道稱，所羅門群島新總理索加瓦雷

正在考慮與台灣「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交。眼看又一「友邦」不

穩，台外事部門昨日慌忙出面就此報道作出回應，稱索加瓦雷這麼說

是為了考量部分執政聯盟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親民黨
主席宋楚瑜昨日召開記者會，就日前接
受大陸媒體專訪內容被斷章取義一事表
態，當場宣佈退回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
文辦公室（簡稱「蔡辦」）「資政」聘
書，直言頭銜對他是個累贅，而且台灣
已經沒有出席國際會議的需要了。
台媒近日報道宋楚瑜接受專訪時「支
持『一國兩制』」，蔡英文昨日對此表
示，如果宋楚瑜對「一國兩制」抱持肯

定態度，會請他離任「資政」，希望他
自己出來對社會說清楚。

宋：頭銜是累贅
隨後，宋楚瑜召開記者會宣佈，尊重蔡
的權力，即日起退回「資政」聘書。宋直
言，「資政」頭銜對他是個累贅，由於已
經沒有出席國際會議的需要，他並不需
要。
宋楚瑜指出，此行以親民黨主席身份

訪問大陸，主要就是談經濟，考察粵港
澳大灣區和了解台商情況；重點在於用
溝通化解對立，用誠意推動兩岸和平發
展。
親民黨中央黨部也發出聲明，希望台

灣部分媒體先看完專訪完整報道再來探
討。聲明也指出，「資政」為無給職，
職責在於義務性提供建言給台灣地區領
導人參考，除代表台灣出席APEC領袖會
議，從未在任何場合使用過此頭銜。

聲明指出，宋楚瑜參加APEC的立場是
「兩岸一中，兩岸一家親，反對『台
獨』」，從未改變。希望蔡英文務實面
對國際複雜的局勢，穩健處理兩岸關
係，以所有台灣人民最大利益為考量，
勿為「台獨」所綁架。
蔡辦在記者會後回應，尊重宋楚瑜個

人意願，並將依相關程序予以解任；並
感謝宋以「資政」身份兩度代表台灣地
區出席APEC會議。

■■澳洲媒體報道稱澳洲媒體報道稱，，所羅門群島新總理所羅門群島新總理
索加瓦雷正在考慮與台灣索加瓦雷正在考慮與台灣「「斷交斷交」。」。圖圖
為索加瓦雷早前在聯合國發言為索加瓦雷早前在聯合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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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右）昨日與王金平展開「吳王
會」。 中央社

1991年畢業於師範學院的原夢園曾經在河南老家當過老師和銀行職員，2011年來到上海
「全職」陪兒子讀書。因為酷愛文學，兒子上大
學後，她參加了成人高考，考取了復旦大學漢語
言文學本科。一個偶然的機會，原夢園應聘到交
大留學生公寓當起了宿管。

與兒同時成為研究生
去年12月，原夢園與兒子一同考研。最終，母
子兩人分別考上了廣西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非
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和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
作為留學生公寓的前台工作人員，原夢園主要
負責留學生開學入住登記、每周例行檢查，以及
出入境情況報備記錄。值班時間從早上10點到晚
上10點，共12小時。
上班前的空檔，原夢園會去旁聽漢語言和英語
專業的課程，以此鍛煉和培養自己系統學習的能
力。
她還經常幫留學生收快遞、接外賣，儘管這些
都不是她的分內工作。她說，這些留學生在中國
求學不容易，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700天攻克英語難關
原夢園說自己考研最大的「攔路虎」是英語，

因為她的記憶力減弱、背誦效率不高。但她並沒
有放棄，通過不斷重複背誦來克服難題。她背單
詞的記錄顯示，連續700多天背單詞，一天都不
曾中斷。
還有一個訣竅是善於利用工作時間的機會；碰到

有留學生來辦理登記、寄存等事宜，她就抓住機會
堅持用英語交流。她還報名參加了英語和政治的網
絡課程。堅持在線完成了500餘節課，常常回看複
習。最終，考研時她以53分的英語成績成功過線。

盼學成後支教鄉村
考研成功對於原夢園來說只是一個開始。她說：

「我想學好專業，以後去偏遠地區做一名志願
者，教小朋友們語文，帶給他們求知
的快樂。只要給我一個講
台，我就能盡情施
展……」

「陪讀媽媽」成「學霸」
49歲

再過幾個月，49歲的

上海交通大學宿舍管理

員（下稱宿管）原夢園

將和兒子一同成為大學

研究生一年級的新生。

從「陪讀媽媽」到「學

霸」的故事也讓原夢園

成了「網紅」。

■上觀新聞

來自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最新消息
稱，發現於青藏高原東北部甘肅省夏河縣的
古人類下頜骨化石，最新分析研究確認其為
距今16萬年的青藏高原丹尼索瓦人。
該化石目前是除阿爾泰山地區丹尼索瓦洞

以外發現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將史前人
類在青藏高原活動的最早時間從距今4萬年
推早至距今16萬年，也是青藏高原迄今發現
的最早人類活動證據。
作為中科院「泛第三極環境變化與綠色
絲綢之路建設」專項研究成果，由中科
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長陳發虎
研究員領導中外研究團隊完成的「青
藏高原中更新世晚期丹尼索瓦人的
下頜骨化石」論文於昨日獲國際
頂級學術刊物《自然》在線發
表。研究團隊建議將最新研
究發現的青藏高原古人
類命名為夏河丹尼
索瓦人，簡稱夏
河人。

夏河人化石於上世紀80年代發現於夏河縣
甘加盆地白石崖溶洞，三個測年結果均為距
今16萬年前後。陳發虎研究團隊自2016年
起針對夏河人化石開展了年代學、體質形態
學、分子考古學、生存環境、人類適應等多
學科綜合分析。

鑒定確認為夏河人
此次發表的古人類化石僅保存了下頜骨右

側，包括第一和第二臼齒兩顆完整牙齒。對
其頜骨表面、骨壁厚度、齒弓形狀、牙齒大
小、牙齒排列、牙齒萌發和牙齒磨損等體質
性狀進行了全面分析，確定其為中更新世古
老型智人的一種。為進一步確定其種屬，應
用古DNA和古蛋白等古人類學研究的新技
術，對採集自化石的少量粉末樣品進行分
析，結果顯示，該化石未保存古DNA，但保
存有深度降解的古蛋白。提取到的古蛋白信
息顯示，該化石在遺傳學上與阿爾泰山地區
丹尼索瓦洞的丹尼索瓦人親緣關係最近，確
定為青藏高原的夏河丹尼索瓦人。 ■中新社

中俄界江黑龍江源頭漠河段前日進入流冰期開始「跑冰
排」，沉寂了近7月的黑龍江又重新煥發活力即將全線開江。

黑龍江全長4,000餘公里，是中國第一大界江、世界第八大
河流，是中國最晚解凍的江河之一。由於今年漠河春季氣溫回
升較慢，黑龍江漠河段進入流冰期的時間比去年晚了3天。
開江俗稱「跑冰排」，大大小小的冰塊簇擁着順流而下，厚

厚的冰排在江中時而翻滾時而碰撞。許多來漠河旅遊的國內外
遊客都拿出相機、手機將這壯觀的景象收錄在鏡頭裡。
來自泰國的巴頌表示，現在曼谷的天氣接近40℃，沒想到

在這裡竟然還能看到這麼多的冰塊在水裡流，太震撼了。
「聽漠河當地人說，跑冰排只會持續四五天，來早來晚都看

不到。」長春的遊客陸夢媛開心地說，這是她第一次看到「跑
冰排」的美景，感覺非常幸運，以後年年都爭取在這個季節來
漠河一趟。據漠河氣象局預測，五一小長假期間漠河當地氣溫
普遍升高，黑龍江有望全線開江。 ■中新社

黑龍江漠河段「跑冰排」
中俄界江即將全線開江

夢 園圓 校

16萬年前青藏高原已有古人類活動

■原夢園的家中到處都擺
着書，隨手就可以拿來閱
讀。 網上圖片

■在一次分享考研經驗的活動後，兒子給了原夢園一個大大的擁抱。 網上圖片

■■遊客在中俄界江黑遊客在中俄界江黑
龍江源頭漠河段前留龍江源頭漠河段前留
影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旁聽大學課程，是原夢園選擇在上

海交大當宿管的動力之一。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