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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與台「斷交」
一周斷兩國三年斷七國 外交部：人心所向勢不可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繼 16 日所羅門群島與台灣「斷交」
後，太平洋的另一島國基里巴斯昨日宣佈與台「斷交」，台灣所謂「邦交
國」僅剩 15 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回應稱，中方對基里巴斯政府作
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同台灣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係」，並同中國恢復外
交關係的決定表示高度讚賞，我們支持基里巴斯作為主權獨立國家自主作出
的這一重要決定。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亦表示，民進黨當局對基里巴斯
政府的種種無端指責，更是對基里巴斯國家及人民極不尊重的表現。

耿爽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指
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不僅為聯合
國決議所確認，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在
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中國已經同全世界 178
個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

台媒料中基周內建交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就基里巴斯政府
決定同台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係」並同中國
恢復外交關係應詢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這是從
未、也不可改變的基本事實，也是國際社會普
遍共識。基里巴斯政府和人民順應歷史大勢，
作出加入全世界 178 個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
係國家行列的正確決定，我們表示高度讚賞。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
所長朱松嶺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只要蔡英文當
局繼續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拒不認同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就不排除台灣的所
謂「邦交國」繼續丟失。
他稱，蔡英文上任後三年丟 7 個、一周丟 2
個所謂「邦交國」，都是其創造的最新紀錄，
這也是民進黨當局標榜「拚外交」的最新成
果。「無論是所羅門群島，還是基里巴斯，都
充分認識到了，台灣並非他們最好的朋友。」
朱松嶺認為，「現在由於台灣當局頑固堅持
『台獨』立場、拒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恰好
給這些國家跟台灣方面『斷交』，與中國建交
的絕佳時機。」
朱松嶺強調，無論是所羅門群島還是基里
巴斯，這些決定都是他們的自主行為，但是台
灣當局很可能又要將相關問題和責任推給大
陸，「實際上都是這些國家自己不願意跟台灣
做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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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台當局對基國不尊重

學者：與台
「斷交」
是人家自主行為

■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的孩子們在課間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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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台媒報道，基里巴斯最近與中國互動頻
繁，打算以「突襲」方式宣佈建交，如果依照
基里巴斯規劃來看，最快在本周內就會宣佈，
甚至會比所羅門群島還早一步跟中國建交。耿
爽回應指出，連日來，同屬南太地區的所羅門
群島和基里巴斯相繼作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並
同台灣地區「斷交」、同中國建交的決定，再
次充分證明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
趨，勢不可擋。中方歡迎基里巴斯政府在一個
中國原則基礎上早日融入中國同太平洋島國合
作的大家庭。中方願同基方共同努力，揭開兩
國關係發展新的一頁。

民進黨當局對基里巴斯政府的種種無端指責，
與他們過去對基里巴斯講過的話自相矛盾，更
是對基里巴斯國家及人民極不尊重的表現。
馬曉光指出，民進黨當局的慣用做法就是
編織謊言，以此轉移視線、欺騙廣大台灣同
胞。他們過去這樣做，今後也還會這樣做。兩
岸同胞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只有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兩岸關係才能改善和發展，台灣同胞才
能獲得更好的民生福祉、更大的發展空間，更
加安全、更有尊嚴。



 

基里巴斯橫跨東西南北半球
基里巴斯位於
太平洋，由多
$
個低窪珊瑚環
礁小島和上升
島組成。群島
橫越赤道和國際換日線。基里巴
斯曾屬英國殖民地，後於1979年
7月12日獨立。基里巴斯人口約
為10萬，天主教徒佔52%，基督
教徒佔40%。基里巴斯官方語言
為英語，方言為基里巴斯語。和
很多太平洋國家一樣，基里巴斯
亦面臨海平線上升的威脅。
基里巴斯首都為塔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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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awa），較香港時間快 4
小時，陸地面積為 812 平方公
里，約為 0.73 個香港，而經濟
海域面積為 360 萬平方公里，
為世界最大的珊瑚環礁島國。
基里巴斯所屬島嶼東西跨越
數千公里，主要的吉爾伯特群
島（Gilbert Islands）位於經線
180 度 線 以 西 ， 而 鳳 凰 群 島
（Phoenix Islands）和萊恩群島
（Line Islands） 則 在 經 線 180
度線以東。基里巴斯橫跨東西
南北半球。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長征二號殘骸搭建而成

福建恢復赴金馬澎個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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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福建省福州、廈
門、泉州、漳州、龍岩等地的出入境
管理部門恢復受理赴金馬澎個人旅遊
簽註申請。福建居民赴金馬澎個人遊
由此全面恢復。
2011 年 7 月，福建居民赴金馬澎地
區個人遊啟動，開放區域覆蓋福建全
省。今年 8 月 1 日起，大陸暫停 47 個
城市居民赴台個人遊試點，赴金馬澎
個人遊也受到影響。
廈門出入境管理部門昨日接受採訪
時表示，廈門市居民辦妥赴金馬澎個
人旅遊簽註後，可向有資質的旅行社
諮詢辦理入台許可證件，經直接通航
金馬澎地區的口岸出境。
廈門康輝國際旅行社有關負責人告訴
記者，消息發佈後，已有不少市民諮詢
赴金馬澎個人遊事宜。金馬澎個人旅遊
簽註申請恢復受理後，市民不用再等待
旅行社組織的固定團期，便可以自由安
排赴金馬澎觀光、購物、休閑等行程，
這無疑將拉動今年「十一」黃金周假期
市民赴金馬澎旅遊的熱情。
隨着「十一」假期臨近，福建各地
旅行社正着手增加赴金馬澎主題遊、
深度遊產品供應，滿足民眾定製化、
個性化的旅遊需求。
「之前每周來金門的陸客很多，因有
需求，已經形成『金廈一日生活
圈』。」金門縣閩南文化協會理事長楊
再平表示，福建各地恢復受理赴金馬澎
個人旅遊簽註，將對金馬澎的發展有實
質的幫助，否則金馬澎地區未來可能將
面臨觀光旅遊業的蕭條窘境。
楊再平透露，金門方面正在商討推
出旅遊優惠措施，再加碼帶動陸客來
金門的人氣。「我們協會未來也會持
續推動兩岸旅遊和文化的交流。」

■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福建省福州、廈門、
泉州、漳州、龍岩等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門恢復受
理赴金馬澎個人旅遊簽註申請。
中新社

玩轉時尚新吃法

杭州報道）坐在火箭裡吃飯是什麼感受？近日，一
家以長征二號F火箭殘骸為主體的火箭餐廳登上了微博

■長征二號 F
火箭殘骸。
香港文匯報
記者俞晝 攝

熱搜，該餐廳由餓了麼口碑和淘寶聯手打造，並於淘
寶造物節首日開門迎客。據了解，這也是全球首家真正用火箭

回收修復、特殊處理後搭建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整個餐廳按照火箭
原型分為整流罩、助推器等部分，每個

部分都有設計獨特的主題。剛進入餐廳的主
體部分——一幢胖胖的圓頂建築，模擬浩瀚
星辰的穹頂球幕影像便映入眼簾，腳下則是
仿真的外星球地表道路，坑坑窪窪、凹凸不
平的月球表面讓人每一步都走出了阿姆斯特
朗登月時的緊張與興奮。

重環保「筷子可吃」
「你好，歡迎來到火箭餐廳。」一旁的工
作人員遞上了用抹茶餅乾製成的一次性筷
子，「在太空中我們非常注重環保，所以用
餐以後，你也可以把筷子一起吃掉哦。」正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藉着黑暗的影像光打量筷
子時，身穿麥當勞服飾的太空人手提維修箱
擦身而過，他時不時在某處蹲了下來，敲敲
打打，彷彿在對火箭進行維修。
在火箭餐廳的出口處，還可以看到餓了麼
與垃圾分類廠商章魚回收合作的「隨圾應
變」回收箱，遊客可以將使用過的塑膠製品
投入其中，就可以兌換人民幣 5 塊錢的抵用
券。另外，一旁也有展示回收塑膠再製而成
的鑰匙圈，可以使用抵用券加購。
航天科技和本地生活服務的聯繫正日益緊
密。「當我們有一天探索新的星球，假如真
有外星人，我們會問他『你，餓了麼』？到
那時火箭將是星球間溝通的橋樑。」中華航
天博物館館長陳青笑着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無論是上天還是入地，科技的發展都是
為了服務老百姓。「未來將飲食文化與高端
科技相融合並逐步走進大眾尋常生活中，將
會是大勢所趨。」

麥當勞首推
「無用系列」
作為首批受邀入駐火箭餐廳的商家，麥當
勞、必勝客、新白鹿、慕瑪披薩等餐飲品牌也
使出了渾身解數，希望借此亮相虜獲年輕消費
者的心。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麥當勞火箭主

題餐廳位於圓頂建築的核心展區，內部裝潢也
充滿太空元素，一顆顆小圓球裝飾成的燈在銀
色背景的映襯下，充滿了太空的神秘色彩。
打開餓了麼App，下單麥當勞太空主題餐，
就可以到展區內太空船控制台模樣的取餐枱等
候了，控制台後面的兩位工作人員正手腳麻
利地將一份份太空餐打包起來。「麥當勞一
直致力於為消費者提供趣味和美食。淘寶造
物節是中國最具創意的活動之一，我們非常
榮幸能夠把麥當勞餐廳搬到真正的火箭
裡。」麥當勞中國品牌拓展總裁龐琦說。
此外，麥當勞也藉着參加造物節的機會，首
發了「無用之用」的系列周邊——「麥樂雞跳
水台」和「薯條叉」。香港文匯報記者也體驗
了一把麥樂雞跳水台，把傳統的麥樂雞放置在
跳水台上，快速抽開隔板，麥樂雞就以重力加
速度墜入醬盒。雖然官方宣稱這樣能使其更好
地與醬汁融合，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嚐了嚐，
還是原來的配方，還是原來的味道。
另一款薯條叉，則是官宣稱其是專門為紳士
淑女定製的食用工具——把薯條優雅的放置在
薯條叉上，根據喜好把薯條均勻地蘸上番茄
醬，不用弄髒雙手就可以盡情享受。問題是，
把薯條拿出來放置在薯條叉的過程，難道不會
弄髒雙手麼？
不過，本身「無用系列」主打的就是「無
用」，用「無用」來體現「有趣」，也是一種
獨特的吸睛體驗了。據了解，9月17日到22日
期間，消費者在麥當勞App、i麥樂送小程序和
餓了麼下單，符合活動條件即可免費獲得該系
列。這也是在麥當勞與餓了麼實現會員積分互
通後，首次共同與會員歡慶麥樂送日。
「很高興麥當勞加入火箭餐廳，這對雙方都
是特別好玩的事，契合看重環保和科技的年輕
用戶。」餓了麼品牌與市場中心副總裁胡曉昱
說，「麥當勞是餓了麼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
9月我們將聯手推出首個跨平台會員日，為用
戶帶來更多好玩、好吃的活動。未來，我們也
將通過外送解鎖更多跨界的創造力。」

亮相杭州

天宮二號和神舟 11 號飛船的長征二號 F 火箭遺留殘骸

全球首間真火箭餐廳

改造的餐廳，經中華航天博物館專業指導，利用曾搭載發射過

▼在餐廳裡身穿麥當勞
服飾的太空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餐廳圓頂建築裡模擬浩
瀚星辰的穹頂球幕影像。
瀚星辰的穹頂球幕影像
。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14天活動結束後 殘骸回歸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全球首家火箭餐廳曝光的消息，
很快引起了網友的熱議。有的網友認
為，這是一個給我們近距離接觸火箭
的機會。「以前總是隔着電視和手
機，倒數着火箭發射升空，在直播的
時候才能一睹火箭內部結構真容，如
今可以親身走進它的內部，伸手就觸
碰到真實的觸感，還能坐在裡面吃
飯，也的確是一次不錯的體驗。」
但是也有一些質疑的聲音漸起，不少
網友擔心坐在使用過的火箭內吃飯，會
不會對身體有害？對此，餐廳的策劃者
表示，火箭的殘骸內燃料早已揮發，同
時專業機構也做了相關處理。另外，火
箭殘骸餐廳計劃的營業時間為9月12日
至 9 月 25 日，持續 14 天，在活動結束
後，火箭殘骸將被運回博物館存放。
其實在火箭餐廳曝光前，新奇創意
的就餐模式已經是層出不窮。幾年前
興起的航空餐廳，模擬飛機艙的裝
潢，讓消費者有吃飛機餐的感覺；還
有流行獵奇的大便餐廳，菜式和環境
都讓人在內心發出還能這樣吃的驚

■餓了麼與垃圾分類廠商章魚回收合
作的「隨圾應變」回收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奇；在 40 米高空懸掛起的「空中盛
宴」，穿着潛水衣潛入水下的水中餐
廳，不管是上天還是下海，稀奇古怪
的創意餐廳總能讓人眼前一亮。
業內人士指出，「新奇戰」實屬不
易，噱頭十足的主題餐廳試營業初
期，嚐鮮的顧客難免會趨之若鶩，短
時間能帶動餐廳走紅，等到新鮮過期
後，已經審美疲勞的顧客逐步流失，
再奪目的賣點也會漸漸黯淡。「與賣
點和噱頭相比，菜品和服務質量才是
餐廳的永恒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