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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的海歸大
熊貓「阿寶」上周六產下一對龍鳳胎，其
中雄性大仔初生體重211.6克，雌性小仔初
生體重209克，是截至目前全球初生體重最
重的人工圈養大熊貓龍鳳胎（雙胞胎）。
據悉，這對大熊貓幼仔超過了其「爸
爸」迎迎和「姑姑」妮妮這一對龍鳳胎
的初生體重，跟今年6月11日在該基
地出生的「拇指姑娘」（初生體重
42.8克）相比，兄妹倆更是足足重了
5倍。該基地的專家表示，通常情況
下，大熊貓幼仔出生體重平均約
150 克，雙胞胎一般一隻較

重，一隻較輕，雙
胞胎幼仔初生體重

同 時 超 200
克，實屬
罕見。

「功夫熊貓」實為雌性
這對最重龍鳳胎熊貓幼仔的媽媽也是一

隻有故事的熊貓。「阿寶」於2010年11
月3日在美國亞特蘭大動物園出生，當時
《功夫熊貓》正在熱映，加上亞特蘭大動
物園的飼養員最初誤以為這隻大熊貓寶寶
是雄性，所以特意邀約夢工廠，借用影片
中的主角「阿寶」的名字為這隻新生熊貓
寶寶命名。
2013年，3歲的「阿寶」準備從亞特蘭
大回國，當工作人員為「阿寶」遞交回國
申請時，意外檢查出這個大家心目中的
「功夫熊貓」其實是個女孩子。這個曾被
誤認為男孩子的「阿寶」，此次是初為
「熊母」。
據統計，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自
1987年建立以來，經過不斷科技創新，掌
握了世界領先的大熊貓科研繁育核心技

術，並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大
熊貓人工圈養繁殖種
群。截至昨日，該基
地共繁育191胎、298
仔，現存200仔，其
中包括海外出生的
22胎37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吉林
大學生物

考古學國際
創新團隊發現了

迄今為止人類顱骨
人工變形最早的實物證

據。這項研究對人類頭顱人
工變形這一世界性的文化源流研究

有着重要影響，近日該成果在人類學著名

期刊《美國體質人類學雜誌》發表。
在人類生命早期，顱骨是柔軟的，通過

用手擠壓嬰兒頭部，可以實現永久性的顱
骨重塑。顱骨人工變形是人類文明的一個
重要的文化現象，其起源、發展與原因還
未確定。2011至2015年間，吉林大學考
古團隊主持發掘吉林省大安市的後套木嘎
遺址。在發掘後的研究過程中，團隊發現
該遺址新石器時期的四個文化層中有11例
個體具有人工顱骨變形現象，年齡從3歲
到 40歲左右，年代從超過 12,000 年到
5,000年之前，延續時間超7,000年。此次

發現的是新石器時代在同一個地點延續時
間最長的顱骨人工變形文化。
這項研究由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張全

超和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博士王謙共
同牽頭完成。「這次發掘的變形頭顱有面
積很大的額頭，這樣會增加面貌的威儀。
可能在古代人類中具有美感，體現權
威。」張全超說。王謙稱，這些顱骨變形
的個體中，有的有較豐富的陪葬裝飾，暗
示他們可能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顱骨人
工變形行為的起源可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和
社會階層分化也有關。 ■新華社

已盛放的古蓮子位於圓明園荷花基地。工
作人員介紹，2017年，考古人員在長

春園東南隅的如園遺址進行考古挖掘時，陸
續在鏡香池內發現了11顆古蓮子。這是圓明
園進行考古發掘工作以來首次發現古蓮子的
存在。去年5月，圓明園將11顆古蓮子送往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進行培育。雙方就古蓮子
的檢測、研究、培育等進行商討，最終決定
將其中3顆古蓮子送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
進行年份鑒定，剩餘8顆開展培育實驗。

發芽時間長 培育難度大
植物研究所專家介紹，古蓮子比普通蓮子發
芽時間更長、培育難度更大，因其埋藏時間久
遠，加之種子本身的質量因素等各方面問題，
降低了古蓮子的成活率。經過中科院專家的監
測研究和精心培育，有6顆古蓮子在播種

之後成功發芽，並於去年8月底在實驗花盆內
長葉結藕。這6顆古蓮子在溫室中進行越冬，
今年4月移出溫室種植在荷花基地。
專家稱，古蓮子之所以能存活很久，一方面是

由於它一直被埋在溫度低、濕度小、少微生物干
擾的泥炭土中，不具有生根發芽的條件。另一方
面，古蓮子的外面有一層硬殼，可以完全防止水
分和空氣內滲與外洩。在蓮子裡還有一個小氣
室，裡面大約存貯着0.2立方毫米的空氣可以
維持古蓮子生命。古蓮子含的水分也極
少，只有12%。在這種乾燥、低溫和
密閉的條件下，古蓮子過着長期
的休眠生活，新陳代謝幾乎
停止，因而可以歷經百
年後仍能萌芽、生
根、開花。

熊貓「阿寶」
誕全球最重龍鳳胎

吉林考古發現最早「整形」顱骨

兩年前圓明園考古出土的古蓮子，經過兩年培育，於7日復活開花。雖然已

有百歲，但盛放的花朵依然嬌艷，吸引了眾多遊客駐足拍照。

■文：《北京晚報》、圖：網上圖片

▶百年古蓮的盛
開吸引了眾多遊
客駐足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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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寶」初次產子成為
「熊母」。 受訪者供圖 ■大熊貓龍鳳胎。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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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擬「修法」礙兩岸交流
島內人士抨懲治「中共代理人」儼如搞「綠色恐怖」

消息一出，台灣各界人士對此大加
撻伐，猛批無疑是「扣紅帽

子」，搞「綠色恐怖」。因為一旦條例
得以修改，台灣的政黨、社團、企業、
行業協會甚至個人都有可能因為參與兩
岸交流被列為「管制對象」，將導致兩
岸民間交流全面受阻。

法條不明確或易侵權
台灣《中時電子報》報道稱，蔡英文

一再宣稱，海基會才是台當局進行兩岸
事務交流的唯一管道，這意味着台灣民
眾、法人、團體和機構如赴大陸並共同
發表「倡議」、「願景」都有可能「違
規」。外界關心，以後包括海峽論壇、
兩岸企業家峰會、兩岸媒體高層論壇等
大陸主辦或兩岸合辦的會議，將如何規
範及認定何謂「發表危害台灣安全的聲
明」？
台灣《聯合報》發文質疑，「中共代

理人」帽子何其大？豈非所有政治上的

異己，都可能被劃歸「中共同路人」？
更何況，「代理人」難道是民進黨當局
說了算？若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指
控他人不忠、顛覆、「叛國」等罪，豈
非「麥卡錫主義」復辟？
同時，台灣法律界人士也質疑，此

舉恐怕違反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未
來如何定義「危害台灣安全」以及
「政治宣傳」？如果法條欠缺明確
性，將會被無限擴張到侵犯台灣民眾
的個人權益。

應善用民間交流管道
島內工商界人士認為，目前兩岸官方

交流已停擺，僅剩民間交流，而工商團
體都屬法人、團體，這「代言（理）」
定義不清不楚，亂扣帽子，恐造成寒蟬
效應，等於是要全面關閉兩岸交流。事
實上，產業界需要的很簡單，就是市
場。無論大陸還是歐美，對企業來說都
很重要，不該一味「封閉」所有交流。

台灣工業總會秘書長蔡練生指出，在
民進黨當局執政「兩岸官方交流停頓」
的狀態下，當局應善用民間與大陸交流
管道。
台灣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認為，此

項修法將對兩岸政治和經貿交流都相當
不利。這幾年一直都是由島內民間團體
代替台當局作為和大陸溝通的橋樑。每
年大陸各省市代表團來台，都是各工商

團體負責接待，工商團體也時常到大陸
參訪、替台商發聲，這些都對台企非常
重要。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表示， 民

進黨近期的「修法」舉動「自絕台灣的
生路，斷送台灣年輕人的未來」，意圖
扼殺兩岸聯繫。「這種法條對『中共代
理人』完全沒有具體定義，解釋權完全
在當局手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將落幕，但長
榮航空8日表示，向法院提告工會違
法並求償每天3,400萬元（新台幣，
下同）損失的立場不變；若以罷工17
天計算，長榮共將求償5.78億元。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6月20日下

午宣佈長榮空服員當天下午4時起罷
工，到7月6日勞資雙方簽下團體協
約，前後歷經17天；罷工正式結束
時間是7月10日凌晨0時。
長榮航空在6月21日，也就是罷工
第2天，委託律師向台北地方法院遞
狀，控告工會違反「勞資爭議處理

法」，並要求賠償。長榮委託律師當
時表示，長榮航空是以空服員工會理
事長及全體理監事作為被告，求償每
天約3,400萬元。外界關切罷工落幕
在即，長榮航空向桃園市空服員職業
工會的提告及求償，是否仍繼續；長
榮航空8日回應，立場未改變。

長榮航空統計，空服員罷工對公司造
成的營收損失，還未計算對旅客的賠
償，至今已超過30億元；且因航班還未
全部恢復，營收總損失還會繼續增加。
若以長榮航空提出每天求償3,400

萬元計算，至7月6日17天共將求償
5.78億元；如果計算至7月9日，金
額會更多。長榮航空當天沒有提出確
定數字，將會等到開庭時再提出具體
的求償金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報道，近日，台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在社

交平台上發文稱，台立法機構下個會期將推動「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中關於「中共代理人」的修改，「嚴格規範」台灣民眾、法

人、團體和機構為大陸進行「危害台灣安全」的政治宣傳、聲明發

表以及參加大陸所舉辦的會議等。

罷工落幕不撤告 長榮控工會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2019年海峽兩岸百名博士（碩
士）研究生福州社會實踐活動」8日啟
動。今年共有116名兩岸學子赴榕參加
社會實踐活動，分別在111家機關、企
事業單位實習，其中大陸地區高校學生
91人，台灣地區高校學生25人。
當日上午，先期抵達福州的66名兩岸

名校實習生及用人單位負責人等參加了
啟動儀式。來自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
技術研究院的董濤擔任是次清華大學博
士生暑期社會實踐福建福州支隊的支隊
長。他受訪時表示，此次清華大學共有
10個院系的24名同學，分赴福州市發改
委、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福建省計量
科學研究院、福州市電子信息集團等多
家單位開展實踐工作。「希望兩岸同學
借此機會廣泛交流、學習，增進友誼，
學他人之長，補己身之短。」

實訓補貼惠及台生
對於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的學生陳

冠霖而言大陸並不陌生，她在南京當過
交換生，亦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實習
過。即將畢業的她表示，計劃到大陸多
走走闖闖，增加人生閱歷。這次來到福
州，她將加入福建索佳藝陶瓷公司實
習。「大陸推出各種優惠政策，頻頻向
台灣的年輕人招手。大陸本身也具有吸
引力，使台灣的學子覺得機會在彼
岸。」
據悉，為進一步加強榕台青年交流，
福州市人社局、福州市台辦、福州市財

政局曾於去年出台了《關於支持台灣高校學生來榕
實習實訓補貼辦法》。年齡在18周歲—45周歲之
間、在台灣地區高校就讀的本科及以上學歷，在榕
實習實訓時間為1個月（含）以上的台灣大學生，
可以獲得相應補貼。根據辦法，福州市對來榕實訓
的台灣高校學生，分別給予博士每人每月3,000元
（人民幣，下同）、碩士（本科）每人每月2,000
元的生活補助，每人每年補助不超過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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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民進黨當局擬「修法」礙兩岸交流被轟搞「綠色恐怖」。圖為上月參加交流活動

的漳台青年體驗茶文化。 資料圖片

■「2019年海峽兩岸百名博士（碩士）研究生福
州社會實踐活動」8日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