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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日應停止涉台問題上「兩面派」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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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塌工程架1死

台調查六項指標
五項偏向悲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國民黨主席參選人之

一、台灣地區前副領導人吳敦

義27日批評，台當局領導人蔡

英文繞過「九二共識」，所謂

維持現狀是「空言」，讓兩岸

關係處於「已讀不回」的冷衝

突現狀。他也呼籲國民黨不要

灰心喪志，要有效監督、有力

制衡蔡當局。

吳敦義批蔡維持現狀是「空言」
繞過「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冷衝突

據悉，吳敦義當天前往金門，先到吳氏家
廟祭祖，隨後到金城鎮公所出席「吳敦

義參選國民黨主席金門縣地區團結大會」，
為競選爭取金門黨員支持。
他指出，蔡政府去年「5·20」就任後，始

終未依循「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讓兩岸
穩定和平發展，只說要「維持現狀」，但蔡
政府的「維持現狀」，沒說是馬英九執政時
堅持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現狀，還是
陳水扁時期主張的現狀，這種維持現狀是

「空言」。
吳敦義表示，現在的兩岸關係就好像「已讀

不回」，台灣海基會的電報，大陸海協會不同
意，兩岸僵持對立，陸客大幅減少。兩岸如果
繼續僵持、冷和或冷衝突，需要檢討。

要有效有力制衡蔡當局
團結大會上，前金門縣長李沃士和金門縣

議會副議長謝東龍等人，不僅全力支持吳敦
義競選國民黨主席，也支持他競選台灣地區

領導人，為國民黨奪回執政權。
吳敦義則表示，國民黨目前雖然在野，但不

要灰心喪志，要做一個像樣的在野黨，要加強
論述，有效地監督、有力制衡民進黨蔡當局。
國民黨新一任黨主席選舉定於今年5月20
日舉行，目前已經有6人正式宣佈參選，另5
人分別是國民黨現任黨主席洪秀柱、國民黨
副主席郝龍斌、國民黨前副主席詹啟賢、台
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韓國瑜、國民黨前
「立委」潘維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文
上任10個月，國民黨27日公佈最新委託
民調顯示，蔡英文的施政滿意度下降至只
有25.7%，不滿意度則高達61.5%，有近
三分之二的台灣民眾不滿意蔡英文的施政
表現。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胡文琦諷刺，
這已創下國際政治上的「吉尼斯世界紀
錄」。
在政黨支持度方面，胡文琦表示，調

查顯示23.4%民眾支持國民黨，呈略為上
揚態勢，民進黨則是大幅下滑到15.6%，
而無反應及政黨中立兩者相加則高達
52%。
胡文琦表示，國民黨將繼續努力精進接
地氣，並提出真正「福國」利民的政策來
重新贏回政權。
胡文琦呼籲台灣民眾支持國民黨，並在

2018年的「期中選舉」以選票展現監督民
意，讓蔡英文知所警惕，停止無法無天的
胡作非為與天怒人怨的連串錯誤政策。
該民調係委託全台意向顧問公司於3月

24日至3月26日期間進行，樣本數1,069
人，抽樣誤差為正負百分之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7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稱，日本應停止在涉台問題上
「兩面派」的做法，不要在錯誤的
道路上越走越遠。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25日，日

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訪問台北，
並出席「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主辦
的日本文化宣介活動。
有報道稱，赤間此訪係1972年以

來日本訪台的最高級別官員。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日方此舉是否將給
中日關係造成負面衝擊？

台灣問題不容挑戰
華春瑩表示，台灣問題是事關中

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
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而
明確的。
日方現職副大臣訪台明顯違反只

同台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的承
諾，嚴重背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

神，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向日方
提出嚴正交涉。
「年初以來，日方口頭上聲稱遵

守在台灣問題上的承諾，而在實際
行動上卻一再挑釁滋事，已給兩國
關係改善造成嚴重干擾。台灣問題
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堅決不容挑
戰。日方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停止在涉台問題上『兩面派』的做
法，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
遠。」華春瑩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
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27日在台
北公佈今年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CCI）
為78.12點，較2月上升0.49點，但此次
調查的六項指標中有五項「偏向悲觀」。
消費者信心指數及子指標數在100至

200之間屬於「偏向樂觀」，在0至100
之間屬於「偏向悲觀」。
此次調查中，僅未來半年「就業機

會」指數 100.00 點，呈現「偏向樂
觀」，其餘五項分別是「投資股票時
機」指數90.10點、「家庭經濟狀況」指
數76.90點、「物價水準」、「購買耐久
性財貨時機」指數84.25點、「經濟景
氣」指數 71.65 點，都呈現「偏向悲
觀」。
「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研究發展中心

主任吳大任當天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
表示，「一例一休」制度實行後，部分
企業減少僱員，或減少員工加班情況，
有員工收入因此減少，消費信心受到影
響。
吳大任分析，台當局正推動的「年金改
革」，可能使部分民眾每月多繳保費，同
時將來得到的年金可能變少。當民眾預期
未來所得可能減少，勢必影響當下的消
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基
隆市一處用於道路拓寬工程的橋墩鷹架
27日突發坍塌事故，導致3名工人1死1
危1傷。
據悉，位於基隆市六合街「月眉路都市

計劃道路改善拓寬工程（第二標）」，當
天上午8時許發生公共安全意外，橋墩的
作業鷹架突然坍塌，3名工人從20米高處
墜落，其中1人當場死亡。
據了解，事故疑似拆除板模時不慎造成

坍塌，另2名工人中1人重傷，有生命危
險，另1人頭部受到輕傷，都送往基隆醫
院急救。有報道指，重傷者到院前已沒有
生命跡象。
警方獲報後趕到現場，拉起封鎖線，理

清事故發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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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老年人「手機課堂」助走出時代窘境
上世紀廣州打銅業興旺的年代，日用品種類及應用最

多最廣泛，幾乎遍及生活各領域。銅器皿曾一度在廣州
市民的生活中佔據重要角色。但隨着時代變遷，人們生
活審美的提高，銅製品的傳統樣子，早已不再時興。
日前，記者前往門店採訪時，正好碰上了一群來自珠海的

遊客。七八個人的小團隊，興致勃勃走進店內參觀各類日用
銅器。一個帶蓋的小銅壺售價大約300元（人民幣，下
同）。這個價格，顯然超出了這群顧客的預期。其中，一位
年輕的女士帶着心儀的銅盤樣式前來諮詢，店內伙計坦言，
「這種蒸魚的銅盤，我們不做。你可以去158號店看看」。
隨後，記者和這位來自珠海的王女士交談獲悉，對於
恩寧路的銅器早有耳聞，所以才專程帶着一些時髦樣式
的銅盤前來，卻發現賣家或者手藝人的款式一如既往地

陳舊，難以融入現代家居的審美之中。所謂定製，價格
自然高出生活所需太多。
據悉， 8年前，「西關打銅工藝」進入了廣州市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保護名錄，天程的打銅老人蘇廣偉也成為了該
項目的傳承人。有非遺招牌的「天程銅藝」，總會吸引不
少遊客或市民前來駐足詢問。雖然「天程銅藝」的繼承人
蘇英敏，三年前接手家傳門店，曾經復興銅器在望。但如
今，新鮮勁過了，店內器皿的整體款式依舊時髦不起來，
成為他拓開銷路的一個現實阻礙。
據了解，打銅是個辛苦的工作，能跟上時髦的年輕的
打銅師傅整體斷層。如今聘請一個打銅的老師傅，月薪
起碼要2萬元，打出來的銅器器皿款式也缺乏時髦元
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穗打銅街生意再凋零 樣式老舊成主因

俄單親媽媽抱女赴華治病遇重重難題俄單親媽媽抱女赴華治病遇重重難題

哈市三姐妹愛心幫助哈市三姐妹愛心幫助

在浙江省寧波市新城社區的一間教室
裡，數十個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拿着一隻
隻智能手機，戴着老花鏡認真地盯着黑
板上的大屏幕，時不時喊着「老師，怎
麼添加微信好友」、「我的無線網絡怎
麼打不開」、「怎麼我的相冊不能分享
到朋友圈」……
這堂別開生面的教學課便是浙江寧波

新推出的「老年人手機教學課程」，即
寧波市千場萬人智能手機知識普及工
程。
今年3月，寧波市千場萬人智能手機

知識普及工程正式啟動，該工程將對寧
波全市1萬名45歲以上市民進行移動互

聯網、智能手機知識1,000場次的普及
培訓，提高他們的科學素養和智能手機
運用能力。
寧波市科協科普部副調研員張洪紅解

釋道，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很多中老
年人卻仍然停留在只會撥打電話、接聽
電話和發短信的階段，「對於大部分其
他功能，他們既不了解也不知道怎麼
用，無法享受智能生活帶來的樂趣和便
利。」
這個暖心的工程，「在新的時代下，

老年人也迫切地想融入當下，而掌握了
新的技能之後，他們也可以和年輕人增
進交流。」 ■中新網

24歲的列娜，本是俄羅斯布市一家幼兒園裡的幼師，在進修深造之
際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不幸的是，
其中一個女兒達沙因意外成了腦癱。
男友得知女兒難以治癒後，竟拋下她
們母女離開。面對命運接連打擊，列
娜在短暫的痛苦之後很快振作起來。
為給孩子治病，她放棄了深造機會，
將一個孩子留給母親照顧，自己從親
友處籌來費用，帶着病重的女兒達沙
來到了哈爾濱。

悉心照顧 視如家人
齊梅說，第一次見到母女時，孩子
一直哭鬧，列娜又不會說中國話。把
她們母女送到租住處後，她就一直放
心不下。於是急匆匆回家，包了餃

子，再次來到小屋，比畫着讓列娜
吃，自己抱起孩子耐心地哄着。列娜
十分感動，不停說着唯一會說的中文
「謝謝」。
從此，小屋成了齊梅最常光顧的地

方，只要沒有特殊事情，就每天來送
飯，幫助照顧孩子。大姐齊敏了解情
況後，也不斷給列娜和孩子送來棉
衣、棉鞋、玩具。看着語言不通的列
娜比畫着手語獨自帶孩子外出求醫很
不容易，齊梅讓妹妹齊傑開車幫助接
送，從此，齊傑也成了這對母女在中
國的「專職司機」。由於資金有限，
列娜租了間很便宜的小屋容身，沒有
洗澡的條件，齊梅經常領列娜到自家
去洗澡休息。今年春節，齊梅把兩人
接到家中，一起包餃子、吃年夜飯，

儘管來自不同種族，互相語言又不
通，可這一家人其樂融融，滿屋流淌
着愛與溫馨。

籌錢援助 寄送物資
現在，小達沙已經在哈市接受治療3

個多月，列娜帶來的錢都花光了，可後
續治療還要2年左右，治療費約要40萬
元。齊家三姐妹着急又痛心，開始發動
身邊親友援助，甚至齊梅的小侄子齊藝
澤，也在同學中募集2,000元人民幣救
急。隨着這對母女的故事在坊間傳開，
不斷有熱心的冰城人伸出援手，有的給
列娜匯款，有的來到醫院或趕到其住
處，將生活用品和食物玩具等不斷送
來。
面對冰城人的熱心幫助，一直堅強

不在孩子面前流淚的列娜流出感動的
淚水。她說，有時也很思念家鄉的親
人，但哈市好心人就像是自己的「異
國親人」，讓她感受到家一般的溫
暖。列娜說，女兒名叫「達沙」，俄
文意為「火神」和「希望」。願冰城
人的愛像點點火光，匯聚熊熊火焰，
成為這對母女溫暖的希望。

2016年底的一天，49歲的齊梅所經營的房屋中介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年輕的俄羅斯媽媽列

娜，抱着一個1歲左右的女童，從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到哈爾濱為孩子治病。語言不通，資金

困難，年輕媽媽的堅強讓人動容，而齊梅與其姐妹一家的「跨國」愛心幫助，讓這對母女在異國也

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溫暖。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哈爾濱報道

■■恩寧路上開業打銅的手藝人店越來恩寧路上開業打銅的手藝人店越來
越少越少，，已不足十家已不足十家。。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

■齊梅和家人幫助照顧小達沙。
記者王欣欣攝

■■列娜母女在齊梅家過春節一列娜母女在齊梅家過春節一
起包餃子起包餃子。。 記者王欣欣記者王欣欣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