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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國台辦：禁陸客赴台賭博
博弈損金門旅業 不利兩岸交流

范麗青說，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日前訪問金門時表示，希望金
門不要發展博弈產業，否則「小三通」肯定會受影響。大

陸此前已多次明確表態，大陸明令禁止賭博，也不會允許居民
到台灣賭博，「這是很明確的。」

不得引導及組織陸客參賭
范麗青稱，《大陸居民赴台灣地區旅遊管理辦法》以及《海
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均規定，不得引導和組
織旅遊者參與涉及賭博等活動。大陸真誠希望也會繼續推動金
門的兩岸旅遊交流合作健康穩定開展並不斷擴大。范麗青表
示，張志軍參訪金門同業界代表座談時也清楚地表達了大陸的
誠意。「我們不希望看到很有潛力的金門旅遊市場受到博弈產
業的影響。」
還有記者提問：「張夏會」就供水達成共識，有何具體方
案？范麗青說，雙方業主單位已就相關事宜基本達成共識。在
張主任與夏立言主委會面交換看法後均表示，要加快推動此
事。希望兩岸有關單位盡快簽署供用水合同，及早啟動工程施
工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實習記者劉問渠北京報
道）范麗青27日在發佈會上回應有記者就日前發佈的國
防白皮書提問時表示，大陸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
的、明確的。大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
改變，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意志決心不會動搖。
有記者針對國防白皮書中，關於「台獨」勢力仍是威
脅兩岸和平的最大因素提問。范麗青表示，「大陸方面在
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近年來，兩岸關係
呈現出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增進了兩岸同胞福祉，有利

於台海地區和平穩定，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
政策不會改變，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意志決心不會動
搖。」
另外，有記者提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近日表示若民進

黨執政的話不會放棄南海主權，她主張以國際法和平處理
南海問題，同時馬英九也首次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議」，
並提出了五點呼籲。對此，范麗青回應說，「外交部已經
表明了我們的立場，兩岸中國人有義務共同維護國家領土
主權和南海穩定。」

大陸反「台獨」決心不動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大陸首批赴台高端旅遊團
一行12人27日自上海飛抵台北，展開以花蓮和台北為主的6
天旅遊行程。此類旅遊團全程無指定購物點，遊客可享更高
品質的旅遊體驗，且不列入目前實行的大陸團客每天最多
5,000人的限額。
台「觀光局」本月1日開放大陸遊客「高端團」申請。據悉，
江蘇、無錫、杭州等地自28日起也將陸續發團。

首發團6天在台行程包括探訪花蓮少數民族部落，體驗
其傳統生活，並且「從花蓮玩回台北」，途中遊覽太魯
閣等熱門景點，還將享用少數民族部落特色餐點、台北
故宮晶華與圓山飯店等五星級餐飲及基隆夜市等地的地
道小吃。
據規定，「高端團」午餐、晚餐每人餐費應為1,000元新

台幣以上，全程總過夜時間三分之二以上住宿五星級飯店，

接待旅行社使用的遊覽車車齡須在5年以內，每天行程不超
過250公里，且全程購物沒有指定商店。「高端團」不受現
行大陸團客每天入台的配額限制，在目前團客赴台申請「塞
車」情況下，免受排隊等待之苦。
台「觀光局」稱，目前南京、深圳等地組團社已完成
高端赴台遊產品上架，預計6、7月「高端團」業績將穩
定成長。

大陸赴台「高端團」首發 享高品質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26日
首度夜宿軍營，抵達桃園龜山的陸戰隊66旅下湖營區，住在
該營的連長寢室。27日與海軍陸戰隊官兵們一同晨操，完成
40下掌上壓和3,000米跑步，成績優於軍中體能測驗標準。
軍方指出，馬英九晨間完成的2項體能訓練，若以軍中體
能鑑測標準而言，掌上壓較同年齡標準20下多1倍；跑步
3,000米以16分鐘完成，則比同年齡合格成績的17分40秒快
1分多鐘。
據悉，這是馬英九2008年上台以來，首次夜宿軍營並與陸
戰部隊一起晨間操練。晚上馬英九與陸戰隊官兵座談，有官
兵問他為什麼想夜宿營區，而且挑的是陸戰隊。馬英九說，
他競選時曾住過很多地方，有豬農、菜農、果農等，但就軍
隊沒有住過，競選期間，住軍隊不方便，怕別人有想法，現
在有機會，就來體會一下軍中生活。

■馬英九參加晨跑，體能不容小覷。 中央社

■范麗青在發
佈會上再次強
調，希望金門
不要發展博弈
產業。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實習記者 劉問渠）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范麗青27日在例行發

佈會上表示，「張夏會」的成功舉行表明國台辦和

台灣陸委會聯繫溝通機制運行良好，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制度化建設不斷深化，具有積極意義。對於

有關金門開放博弈產業的提問，范麗青表示，大陸

明令禁止賭博，也不會允許居民到台灣賭博。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依國民黨「防磚機制」，台
灣「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必須跨越兩家機構平均30％的民
調門檻，才能正式取得提名資格。《中國時報》27日公佈的
最新民調顯示，洪秀柱獲34.7％的民眾支持。
洪秀柱表示，自己向來不以民調喜、也不以民調憂，會警

醒自己要繼續努力。但黨中央至今還沒有向洪秀柱說明民調
進行的時間與方式。洪秀柱說，如果黨中央遲遲沒有動靜，
她會「自立自強」，用各種管道自己做政見發表會，讓全台
民眾「認識我、了解我、喜歡我、支持我」。
《中國時報》27日公佈的最新民調顯示，針對823位成人
的電話調查中，有34.7%受訪者挺洪秀柱代表國民黨參選
2016；未表態者達42.8%。據悉，依國民黨總統提名作業要
點規定，所謂「防磚機制」就是一人登記參選時，中央提名
審核委員會在「必要時」，可針對登記者進行民意支持度調
查，若兩家民調平均未達30%，提名審核委員會得建議不予
提名。

洪秀柱首份民調
支持率逾三成

馬英九宿軍營
體測成績優於標準

3歲的斯里蘭卡男孩杜蘭的手
術成功了！深圳市兒童醫院26日
宣佈成功治癒一

例天生有兩個生殖
器、兩套結腸和兩個
未通肛門的世界罕見
先天性畸形患兒，全
世界有據可查的不超
過5例。經過14小時
的手術，醫院一次性
成功完成多部位畸形
手術，該院稱這屬世
界首例。
2012年1月30日出生的小杜蘭是來
自斯里蘭卡的罕見病患兒，因所患疾
病複雜罕見、治療難度大，親屬一度

勸其父母放棄他，但父母堅持不放
棄，四處求醫。經多方努力，去年

小杜蘭入住深圳市兒
童醫院。醫院經反覆
提出了治療方案：要
先對骨盆前後路徑雙
截骨，將分離的耻骨
閉合，再將兩個陰莖
海綿體合併成型，最
後將兩個肛門合併成
型。3月1日進行的手
術從早上8時做到晚上
11時。經過精心護理，

手術近3個月後，小杜蘭可在協助下
走路。

■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深圳治癒雙生殖器雙肛門外籍男童深圳治癒雙生殖器雙肛門外籍男童
深
圳

貴州將重修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
記者從中國郵政集團

公司重慶市分公司獲
悉，中國郵票博物館明
日將攜珍貴郵票赴重慶
參展。其中，包括世界
上第一張郵票——黑便
士郵票，清朝政府發行
的中國第一套郵票——
大龍郵票，新中國第一
套軍用郵票、「天安門

放光芒」郵票、「文革」郵票《祖國山河一片
紅》等都將在渝展出。黑便士郵票是1840年英國
發行的，其票面黑色，印有維多利亞女王頭像，
面值為一便士。 ■記者袁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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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貴州省將
重新修建貴州人民抗日紀念塔。目前初定在貴
陽圖雲關森林公園修建，並據此制定了規劃
建設初步方案。
去年起，貴陽市啟動了修建貴州人民抗
日紀念塔前期籌備工作。經組織專家反覆
論證，初定在圖雲關森林公園修建，據此
制定了規劃建設初步方案。同時，中
宣部表示：鑒於貴州人民在抗戰中
作出了重大犧牲，又沒有正式紀念
設施，將給予大力支持。

60餘載「有名無塔」
據了解，抗日抗戰期
間，近80萬黔籍軍人奔赴

各大抗日主戰場，先後參與了18次大戰，為抗
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上世紀40年
代，貴州各族各界群眾捐資在貴陽市大
南門外和三橋處修建了兩座抗日陣亡將
士紀念塔。後因舊城改造先後被拆除。
大南門外紀念塔拆除60年來，一直作
為貴陽市地名沿用至今。
2013年，香港文匯報曾以《地標
乎？地名乎？——康振賢講述貴
陽紀念塔》為題，關注紀念塔
「有名無塔」的文化失落，得到
貴州省和貴陽市相關部門的關
注。

■記者路艷寧
貴陽報道

5月25日是釋迦牟尼佛誕辰吉
日，浙江杭州佛教界的630位手
持缽盂的行腳僧人，踐行佛教傳

統，持缽接受信眾的供養。此次，僧
眾托缽行腳所得 46.8 萬元人民幣善

款，由杭州市佛教協會向浙江省慈善
總會如數捐出。托缽源自於佛教教主
釋迦牟尼在世時的制度，出家人必須
托缽乞食。
當日，在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

浙江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杭
州市佛教協會會長光泉法師
的帶領下，杭州市各大寺院
及杭州佛學院的行腳僧人，
從上天竺法喜講寺出發，沿
天竺路，途經中天竺法淨禪
寺、三天竺法鏡講寺至靈隱
禪寺，一路托缽行腳，再現
佛陀時代比丘僧團的托缽行
腳生活。 ■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

630630僧托缽行腳籌僧托缽行腳籌4646萬善款萬善款
浙
江

近日，在四川醫
科大學口腔醫學院
第六屆「巧手靈

心」手工技能大賽決賽
現場，來自瀘州的6名
學生耗時40多天，用膠
水把1萬多塊小玻璃片
砌成「倫敦塔橋」，並
在橋下鋪燈，通電後絢
麗奪目，非常漂亮。
據創作團隊成員之一羅世逸介紹，他們選擇了「愛情」作為主題，而橋象
徵心與心的溝通，「倫敦塔橋給了我們創作靈感，因為它完美彌補了橋的
單調。」 ■實習記者張文竹綜合報道

11萬塊小玻璃砌萬塊小玻璃砌成成「「倫敦塔橋倫敦塔橋」」
四
川

「那天下着大雨。我父親坐公交車在解放路南站
下車，因為以前得過小中風，所以行動不是

很方便。有一個美麗的女孩，一直在雨中走在他後面
給他打傘。在走到鎮江財富廣場樓下的時候，（她）
跟我父親說：『我要上班了，不能再送你了』，硬把
雨傘塞在我父親手裡，而自己冒着雨跑了。」

贈傘後冒雨上班
帖子中的父親就是發帖人崔建軍的父親崔樂田老

人。老人表示，他當時到醫院給91歲的父親送飯後
趕回家，因患過腦梗走路不是太利索。在回家途中
下起雨來，就在這個時候，感覺到身後被一個人碰
了一下。老人說，他回頭一看，是一個女孩撐傘跟
在他後面，幫他撐傘擋雨。當他走到家時，他想對
女孩說聲謝謝，但女孩卻將傘遞給他說：「我在前
面上班，我不能送你了！」說完就冒雨向前方衝
去。老人說，自己沒辦法追上去，只能目送女孩跑
遠。
崔大爺表示，回家後，他很想找女孩道謝，但始終

沒找到。這樣才有了小崔發帖找「美女」的事情。
小崔今年42歲，兒子也已經18歲。他在鎮江開了一

間「瑛記」小飯店。
小崔說：「幾日來，我一直牽掛着這件事，好心女孩

真的讓我一家都太感動了。現在很多年輕人多以自我為
中心，像她這樣能關心別人做好事，真的不太多！」

日前，一則「尋找鎮江最美的女孩」

的帖子，出現在江蘇省鎮江市一個論壇

上，發帖者稱，自己71歲的父親回家途

中遇上大雨，一位女孩把傘給了父親，

自己淋雨去上班。他想請這個女孩免費

吃一年飯。

■《揚子晚報》

■■崔大爺拿着崔大爺拿着
女孩送的雨女孩送的雨
傘傘。。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貴陽紀念塔原貌手繪圖貴陽紀念塔原貌手繪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黑便士郵票黑便士郵票。。
重慶傳真重慶傳真

■■天真活潑的小杜蘭天真活潑的小杜蘭。。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美麗的美麗的
玻璃玻璃「「倫敦倫敦
塔橋塔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杭州杭州630630名僧人參加名僧人參加「「托缽行托缽行
腳腳」」慈善募捐活動慈善募捐活動。。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