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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 神州大地

未獲邀ICAO 國台辦促蔡當局反省
不承認「九二共識」影響參與國際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針對近日台灣方面未獲第39

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邀請函，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28日表

示，在這個問題上，台灣方面應該深切地反省，而不是對大陸橫加指責，

甚至用所謂的飛航安全作為藉口來誤導台灣民眾。有評論稱，堅持不承認

「九二共識」會影響台灣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的空間。

馬曉光強
調，台

灣方面獲得
國際民航組
織標準和建
議措施及相
關資料的渠
道 是 暢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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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與
世界多個城
市 通 航 便
利。事實證
明，台灣航
空安全與其

他地區航空往來，同台灣方面是否參加國際
民航大會沒有關聯。

假藉飛航安全 誤導民眾
「大陸方面始終重視台灣同胞在民航領域
的需要，也將繼續向台灣方面提供相關資
訊。」馬曉光表示，未獲ICAO邀請，台灣
方面應該深切地反省，為什麼三年前能參
與，今年卻不能，而不是對大陸橫加指責、
誤導民意，甚至拿出所謂的台灣飛航安全作
為藉口來誤導台灣民眾。
有評論稱，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會影

響台灣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的空間。馬曉光
答覆記者提問時說，毫無疑問，「九二共
識」既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基
礎，也是雙方建立互信，開展良性互動的重
要基礎。失去這個基礎，雙方的互信和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方方面面的成果必然會受到影

響。
至於美國國會日前有議員聲稱台灣基於飛
航安全需求應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大會，馬曉
光指出，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多次
在雙邊場合和國際重大場合作出過承諾，至
於美國個別政治人物的個別言論，不代表美
國政府的態度。

損害台胞利益 「台獨」必敗
針對「520」以來，台灣方面一方面拒不
接受「九二共識」，另一方面一再表示兩岸
交流不應預設前提。馬曉光回應，「九二共
識」及其體現的一個中國原則，是符合兩岸
關係法理與現實的客觀事實，不是人為附加
的前提。這一共識是兩岸雙方通過溝通協
商、求同存異達成的，不是我們單方面強加
給台灣的。雙方打交道，首先要明確彼此關
係的性質。所謂不設前提的要害就是不承認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就是內心不放棄「兩國
論」、「一邊一國」的立場。民進黨當局單
方面破壞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實際上是把他
們對共識的否認強加給大陸，這才是為兩岸
交流互動設置前提。
民進黨正在進行建黨30周年慶祝活動，記

者請馬曉光從大陸角度評價對這個政黨的未來
有什麼期望？馬曉光說，眾所周知，民進黨長
期抱持「台獨」黨綱，堅持「一邊一國」的
「台獨」分裂主張，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
治基礎，煽動兩岸對抗，阻撓兩岸交流，導致
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和成
果受到嚴重衝擊和影響，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
受到損害。可以說，民進黨不放棄「台獨」，
就難以在兩岸關係中找到出路，無論是搞激進
式的「台獨」，還是搞所謂漸進、柔性「台
獨」，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
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28日在北京透
露，日前來大陸參訪的台灣8縣市正與有
關方面籌劃安排，年內在大陸舉辦台灣相
關縣市農特產品展銷會暨旅遊推介會，大
陸有關企業也在規劃赴8縣市考察、洽商
採購農產品事宜。

支持「九二共識」大陸積極回應
在當天舉行的國台辦例行新聞發佈會
上，記者多次追問，大陸採取八方面措施
以推動與來訪8縣市的交流合作，是否意
味着對台灣藍、綠陣營採取差異政策？
對此，馬曉光說，台灣部分縣市長參
訪團前不久來到大陸，表示將繼續支持
「九二共識」，大陸方面給予了積極回
應，提出八項措施，以進一步推動大陸有
關部門及城市加強與相關縣市的交流合
作。

他引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會見8個
縣市長時的一段談話：我們推進兩岸各領
域交流合作，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的決心和
誠意不會改變。只要對兩岸關係和縣市交
流的性質有正確認知，願意為增進兩岸同
胞福祉和親情貢獻心力，我們都持積極態
度。

被綠營「民代」指「賣台」
馬曉光強調，縣市交流的關鍵是要對

兩岸關係性質和縣市交流性質有正確認
知。至於這8位縣市長後來被島內綠營
「民代」（民意代表）指稱「賣台」，馬
曉光回應時提到，8位縣市長已經作了辯
駁和澄清。
他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那些往

別人身上潑髒水的行為固然反映了這些政
治人物的政治本質，但無法解決台灣民眾
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

國台辦回應熱點
■評價李登輝搞所謂的「憲政改革」：

沉迷在「台獨」迷夢中的那個叫不醒的人，注定了

只能是黃粱一夢。

■針對8位縣市長返台後被綠營「民代」指「賣台」：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那些往別人身上潑髒水的

行為固然反映了這些政治人物的政治本質。

■針對近日台灣方面未獲ICAO邀請函：

台灣方面應該深切地反省，為什麼三年前能參

與，而今年不能。

■對建黨三十周年的民進黨「有何期待」：

民進黨不放棄「台獨」，就難以在兩岸關係中找到

出路。

■評價島內旅遊業者抗議不斷：

民眾實際上已經在用腳來對台灣當局兩岸政策

進行投票。

資料來源：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

陸企擬赴台8縣市採購農產品■未獲邀ICAO，馬曉光表示，
台方應深切反省。 中新社

■■事實證明事實證明，，台灣航空安全與其他地區航空往來台灣航空安全與其他地區航空往來，，同台同台
灣方面是否參加國際民航大會沒有關聯灣方面是否參加國際民航大會沒有關聯。。圖為台灣長榮圖為台灣長榮
航空的台北－洛杉磯直航航班航空的台北－洛杉磯直航航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彩色大公
雞、煎餅小房
子……浙江
長興縣龍山中
學教師張鶯為
11 歲的女兒
金一諾製作了
一系列特色古
詩早餐：30

天的早餐，30句古詩，30幅美景。她
的朋友圈每天會都被一群粉絲圍觀。
朋友見到後都會驚呼早餐的創意造型
說：「畫面太美，不忍下嘴。」

意念來自女兒一句話
說起古詩早餐，張鶯坦言，只是因

為女兒的一句話。「女兒在網上看到
一位媽媽，為孩子做了200多個卡通
造型的早餐，她說也想要吃這樣的早
餐。」聽到這番話，平時就做營養早
餐的張鶯決定嘗試一把，「學校裡有
給孩子課後背古詩的作業，加上孩子
喜歡卡通、漫畫，所以結合中國的傳
統文化，決定做古詩系列的早餐，讓
孩子吃早餐的同時，可以更好地去理
解詩詞的含義。」
為了做出孩子喜歡的早餐，張鶯每

天都會早早地從床上爬起來，整理前
一天準備好的食材，變着花樣做給女
兒吃。張鶯說，做一份早餐的時間大
約在半小時左右，操作不難，就是構
思比較花時間。 ■《揚子晚報》

「這是我做的燈籠，
蠻不錯哈！」四川省眉
山市青神縣竹編培訓中
心，來自非洲加納的學
員賽繆爾．沙巴27日
展示他一個多月來的
學習成果，欣喜之情
溢於言表。
今年8月11日，沙

巴和另外18名加納學
員從遙遠的非洲來到
四川，按照預定兩個月的培訓計
劃，他們將於國慶節後正式結
業。沙巴表示，他們將把所學的
技術帶回加納，讓更多的人掌握
這門技術。
青神竹編傳承人陳嵩一邊演

示，一邊向身邊的學員耐心講
解。針對這批來自加納的學員，
青神派出了6名竹編技藝人每天輪
流上陣，向他們教授平面、立體
竹編以及竹家具的製作技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早餐展示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的古詩意境。網上圖片

■沙巴展示其燈籠作品。 記者李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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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學員四加納學員四川川「「取經取經」」學竹編學竹編

居住過數位皇帝，又曾是太后垂簾聽

政的發生地、皇帝召見軍機大臣的場

所，養心殿一直是不少觀眾到故宮參觀

的必選之地。曾深藏於故宮博物院養心

殿的 268 件文物數百年來首次「出

宮」，「擺駕」首都博物館，28日正式

向公眾開放，展期長達5個月。

■《京華時報》/新華社

「擺駕」首都博物館

養心殿始建於明代嘉靖年間，
位於內廷乾清宮西側。清朝康熙

年間，這裡曾經作為宮中造辦處的作坊，專門製作
宮廷御用物品。自雍正皇帝居住養心殿後，造辦處
的各作坊遂逐漸遷出內廷，這裡就一直作為清代皇
帝的寢宮，至乾隆年加以改造、添建，成為一組集
召見群臣、處理政務、皇帝讀書、學習及居住為一
體的多功能建築群。一直到溥儀出宮，清代有八位
皇帝先後居住在養心殿。

養心殿是工字形建築，分為前朝和後寢，中間以
穿堂相連。前殿三間，中間一間為皇帝召見大臣處
理政務的地方，東間就是「垂簾聽政」的場所，西
間有雍正皇帝手書「勤政親賢」匾，是皇帝召見軍
機大臣的地方。

2015年12月，養心殿啟動了百餘年來首次大修，
距離養心殿上一次局部維修，已過去了 35 年。

來源：百度百科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介紹，由於條件所限，
此前故宮養心殿僅開放約30%的面積用於觀

眾參觀，佛堂、起居室等空間更是從未對外開放
過。

268件珍貴文物「大遷徙」
自「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去年啟動起，養心殿開

啟了百年來首次大修，修期4年，近2,000件室內外陳設
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大遷徙」，268件珍貴文物進入
首都博物館進行陳列。

零距離感受帝王家國情懷
單霽翔指，《走進養心殿》展需預約參觀，特別
為展覽設計具有紀念意義的特展門票。該展覽復原
了養心殿的主要建築空間與陳設，並輔以相關處理
政務、重大事件、書法繪畫、壽誕婚慶、養心殿造

辦處等方面的展示，使觀眾在博物館的空間裡體驗
養心殿的格局與氛圍，零距離感受帝王的家國情
懷，了解清代帝王在養心殿的理政活動、生活起居
和國家的興衰歷程。
其中，展廳呈現的東暖閣裡，薄紗垂下，一個紫
檀寶座端端正正地擺放在紗簾前，這是本次展覽中
非常珍貴的一件國家一級文物。椅背玉雕的兩條龍
體格大小略有區別，一大一小。椅子扶手兩側也有
玉雕，4條龍造型更「別致」，屬於回頭望的狀
態，這跟大多數昂首抬頭的龍造型非常不同。
有專家猜測，椅背的造型是在暗示太后垂簾聽政
時，小皇帝與母親之間的地位不同，所以體格大小
不同。椅子扶手的造型其實是在提醒小皇帝，有些
事兒自己做不了主，要時刻記得回頭望。在清代，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多年，這把寶座就是那段歷史的
最佳見證。

文物首「出宮」

養心殿——八清帝寢宮

■■養心殿牌匾養心殿牌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該展覽共展出來自故該展覽共展出來自故
宮博物院養心殿的宮博物院養心殿的268268
件文物件文物。。 新華社新華社

■■《《走進養心殿走進養心殿》》展覽展覽
在京舉行在京舉行。。圖為市民參圖為市民參
觀展覽及拍照觀展覽及拍照。。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