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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澎湃新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美國執意安排國務次卿克拉奇訪台一事回應

說，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將根據形勢發展作

出必要反應。

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務次卿訪台
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將根據發展作出必要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北市長柯文哲昨日作施政報告，中國
國民黨台北市民意代表李柏毅問柯文
哲，想不想參加2024年選舉柯文哲
直接回應，「我不是想過，是直接準
備。」柯文哲還說，他當台北市長是
意外，甚至他2020選上台灣地區領
導人的機會，比 2024 選上的機會
高。
柯文哲說，他一路在準備，每天做

該做的事情。柯文哲說，當台北市長
是個意外。民意代表追問，「柯文哲
當市長是意外？選2024是應該？」
柯文哲表示，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太
多，從台灣這幾次的選舉，鐘擺效
應，連他看了都害怕，所以每天做該
做的事情，順其自然，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算了。
柯文哲也透露他2020年沒有選的
原因，柯文哲說，若他2020參選，
大巨蛋（停工事件）、北流（北部流
行音樂中心建設）、北藝（建設）將
全部完蛋，當初就是不敢走，每天做
每天該做的事情。
柯文哲表示，對於2022年縣市長
選舉，他現在沒有時間部署，選舉大
部分是選前半年，人選才會浮上枱
面，這段時間就是順其自然。柯說，
他也在思考，民眾黨要縮小自己，要
挑最好的人才出來，不一定要民眾
黨。

李柏毅問，若蔣萬安代表國民黨選台北市
長，柯文哲會不會支持？柯文哲回應說，「蔣
萬安要先說服我，他是準備最好的，如果可
以，他還是可以支持，這私下再跟議員講。」
柯文哲也以過來人建議，他頭兩年當市長都不
熟悉運作，若國民黨推出羅智強或蔣萬安，還
是要準備。

柯
文
哲
準
備
參
加
2024
年
選
舉

■台北市長柯文哲被問及有沒有想過角逐
2024台灣領導人選舉，他回應：「我不是
想，我是直接準備。」 中央社

美國國務院當地時間16日宣布，國
務院次卿克拉奇於17日訪台，是

41年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國務院官
員。不過，克拉奇此行主要為悼念前台
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不會主持媒體先
前所報道的「台美經濟與商業對話」。
島內美國問題專家直言，克拉奇訪台是
「政治作秀」，不會給台灣帶來任何實
質利益，台美貿易協議只是民進黨當局
的一廂情願。
據了解，美國國務院共有6位次卿。
克拉奇主管經濟發展與能源環境事務。
台媒炒作克拉奇是1979年以來訪台層級

最高的美國國務院現任官員，也是繼美
國衞生部長阿扎後，今年第二位訪台的
美國官員，創下美國高階官員連續訪台
的紀錄。
據了解，克拉奇除了出席李登輝告別
式，也將拜會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等
人。蔡辦表示，蔡英文預計今日晚間宴
請美方代表團。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
的美台官方往來，這一立場是一貫、明
確的。美方執意安排克拉奇國務次卿訪
台，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助長「台獨」分裂勢力
囂張氣焰，破壞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
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
嚴正交涉。
汪文斌表示，我們敦促美方充分認清

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停
止美台官方往來和提升實質關係，慎重
處理涉台問題。「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
作出必要反應。」

蔡英文 8 月底宣布放寬
美豬美牛進口，美國國務
院隨後在8月31日宣布創
立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平
台，並交由克拉奇負責。

媒體先前報道，克拉奇在台期間將主持
該對話，討論重組半導體、5G等產業供
應鏈議題。不過，美國務院與台當局有
關部門的聲明中，均未將經濟對話列入
行程。

對此，台駐美代表蕭美琴稱，美方代
表團此次來台主要是悼念李登輝。經濟
對話因涉及面廣泛，雙方仍在進行磋

商。克拉奇此行不會進行台美經濟與商
業對話。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昨日接
受採訪時指出，隨着美國總統大選臨
近，特朗普出於選情考量加緊打「台灣
牌」，密集派出官員訪台，一方面藉加
強台美關係、提升台灣戰略地位來綁架
台灣，一方面利用台灣問題挑釁、施壓
大陸。不幸的是，民進黨當局甘當棋子
配合美國對抗大陸，中國國民黨也放棄
出席海峽論壇，失去來之不易的兩岸和
平對話機會。在美國到處煽風點火及兩
岸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下，台海局勢恐

愈發動盪不安。
「台美貿易與投資架構協議」（TI-

FA）已擱置4年，至今仍未復談。美國
曾明確表示，只要美豬、美牛不開放，
TIFA乃至自由貿易協議（FTA）都很難
談。蔡英文取消美國豬牛進口禁令，美
方隨即提出由國務院主導的台美經濟與
商業對話的平台，台美貿易協議看似露
出一線曙光。

然而，貿易談判實際上是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USTR）的職權，台灣要與
美國達成有實質意義的雙邊貿易協議
（BTA）或是正式的FTA，必須要經過

USTR。但等了兩個多星期，不僅沒有
TIFA 復談的消息，也未見 USTR 的回
應，現在就連經濟對話的進展也沒等
到。

對此，謝明輝表示，克拉奇此次來台
會見蔡英文、蘇貞昌等人，不涉及經濟
部門官員，足以證明此行只是單純的
「政治作秀」，不會給台灣帶來任何實
質利益。BTA也好，FTA也罷，都只是
民進黨當局的一廂情願。特朗普是一個
精明的生意人，無論口頭上多麼支持台
灣，最終還是得服務美國自身利益。

■中通社

台灣得不到任何實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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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昨日傍晚抵台，
國民黨多名民意代表下午號召民眾抗議，
表態反對含瘦肉精美豬進口。 中央社

村民家門口逛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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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拍攝故宮而出名的

河南民警蘇唐詩又做了

件大事，昨日，他把

「故宮」搬進了村裏，

讓村民足不出戶「逛故

宮」，體驗紫禁城春夏

秋冬四季之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受訪者供圖

正值紫禁城600周年生日之際，蘇
唐詩的「看見，不一樣的故宮」

攝影展由中共虞城縣委、虞城縣人民政
府結合脫貧攻堅，在河南省虞城縣郭土
樓村的文化廣場開展。此次展覽分春夏
秋冬四個部分，共40幅作品，寒來暑
往，四季交替，訴說着穿越百年的厚重
與靜美。
文化廣場前一位農村大爺帶着孫

子「逛故宮」，「太和殿」前，人
們紛紛在巨幅太和殿前拍照留念。

村裏的老人激動地說：「一輩子沒
去過北京，沒想到在自己家門口就
可以逛一回故宮，還能在金鑾殿前
拍個照！」

6年拍出3萬餘美圖
展覽現場，蘇唐詩還把一張張故宮

照片送給了村民，老人們、青年們開
心地笑了。蘇唐詩表示，家鄉很多鄉
親父老沒去過北京，看看紫禁城是他
們的願望。「今天，能夠通過我個人
的攝影作品，讓他們在自己家門口領
略紫禁城的恢弘氣象，感受中國傳統
文化的博大精深，讓紫禁城在600周
年生日之際步入民間，走進最基層，
倍感自豪和幸福。」
蘇唐詩是河南虞城縣一名基層民

警，他憑藉熱愛和熱情、專注和專業，
完成了連專職古建攝影師都幾乎很難完
成的任務。在6年時間裏，他往返商丘
和北京40多次，拍出3萬多張圖片。蘇
唐詩幾乎熟悉故宮每個角落的光線，記

得每一種花開的時間，他拍出的紫禁城
遼闊細膩、磅礡魔幻、陰晴雨雪、寂靜
歡喜……
據介紹，這是蘇唐詩攝影創作以
來的首次展覽，他表示，「雖然以
後的路還長，但為百姓創作的信念
更加堅定了。」
虞城是國家級貧困縣，2019年5月
該縣順利脫貧摘帽，貧困縣退出專
項評估居河南省第2位，縣域經濟社
會高質量發展排名從2016年的全省
第52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5位。物
質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需求自然
上升，本次攝影展正是為滿足村民
文化生活需求而舉辦。

單霽翔為畫冊寫序
今年年初，河南省商丘市虞城縣

公安局民警蘇唐詩拍攝的故宮照片
刷爆網絡。他出版的《看見，不一
樣的故宮》畫冊收穫了素未謀面的
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為他畫冊

寫的序。在序言中，單霽翔寫道：
「我被眼前這些有關故宮的照片所
打動，我看到了已然落下神壇，走
入人間的太和殿廣場，格局恢宏依
舊，卻多了些和藹可親；我看到了
曾經深不可測的皇宮庭院裏，一個
穿着紅衣服的小女孩，在媽媽面前
撒歡奔跑……」

奶爸醫生孩子「塞」途人 原來是為救老人
近日，安徽阜陽一位66歲老人突
然倒地不起，醫生張雲鵬抱孩子恰
巧路過，立刻上前，一個動作讓網
友紛紛點讚。
張雲鵬是安徽阜陽市五院老年科的

一名醫生。事發當天，他帶着孩子出
門買藥，發現路邊一名老人，坐在電
瓶車上沒有反應，一位小女孩在旁邊
大喊「救命」。張雲鵬下意識停下腳
步，在現場觀察情況。1分鐘後，老
人突然昏厥、不停抽搐，來不及多
想，張雲鵬趕緊把懷裏的孩子「塞」
給離他最近的一位女士後蹲地救人，

並喊大家一起幫忙。
張雲鵬招呼熱心市民找來筷子，

放進老人嘴裏，一方面為了開放氣
道防止窒息，另一方面防止老人再
次咬傷自己，還有幾位熱心市民幫
忙按住老人，並不停拍打他的手
臂，以刺激他恢復意識。終於在120
趕到的前1分鐘，老人慢慢停止抽
搐，眼神也逐漸恢復正常，所有人
都鬆了一口氣。
這時，張雲鵬才從一旁女士手中接

過已經哇哇大哭的孩子，不停地安
撫。事後，張雲鵬回憶說，當時自己

一心想着救人，一位大姐離他最近，
就順手把孩子交給了她，「不是親戚
朋友，就是過路的大姐」。
據了解，幫忙抱孩子的王女士是

附近文具店的老闆娘。王女士說，
在120趕到之前，張雲鵬一直在幫老
人做心肺復甦，當時自己離他最
近，就幫他抱着孩子，孩子哭鬧很
厲害，她的脖子被抓破了好幾道印
子。但王女士表示，不在意。
由於搶救及時，獲救老人洪大叔

已脫離危險。
張雲鵬和好心人的舉動，網友們

紛紛點讚：「醫護人員的下意識行
為值得讚揚」「在家能帶娃，出門
能救人」「有使命感的醫護人
員」。 ■中央廣電總台中國之聲

■■攝影展現場熱鬧非凡。

■■農村大媽在「太和殿」前留影。

■■農村大爺帶着孫子逛「故宮」。

■■蘇唐詩蘇唐詩（（左左））向村民介紹自己的攝影作品向村民介紹自己的攝影作品。。

■■一位農村大爺騎着單車從展覽照片前經過一位農村大爺騎着單車從展覽照片前經過。。

■ 張雲鵬急忙之下把懷裏的孩子
「塞」給路人，義無反顧蹲地去救
人。 網上圖片

民警鄉村辦攝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