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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媒近日傳出台灣當局教育

主管部門將重新發佈歷史新課

綱，新課綱將重點放在台灣最近

500年歷史脈絡，具有去中華文化

的特點，遭到台灣專家學者的強

烈批評，稱該文化史觀詭計是

「獨派糖衣」。中國國民黨主席

當選人吳敦義23日表示，在「九

二共識、一中各表」下堅持一個

中國，才是堅決反對「台獨」最

好路線。

吳：「九二共識」係反「台獨」最好路線
台擬發佈歷史新課綱 專家轟去中華化詭計

傳吳將整合國親兩黨
藍營「立委」樂觀其成

調查：逾五成畢業生欲赴海外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台
灣媒體報道，台灣1111人力銀行
日前調查顯示，今年畢業的受訪
者中，逾五成欲海外工作，其
中，近三成畢業生欲找短期外派
工作。

平均期望薪資高
調查指出，逾四成畢業生欲出
台工作的主因為開拓國際視野；
逾三成畢業生則因為台灣薪資低
而不得不「出走」；近三成畢業

生是為了取得海外工作經驗、為
今後求職「加分」。
此外，受訪畢業生的平均期望

薪資約為50,905元（新台幣，下
同），明顯高出欲在台工作畢業
生的平均期望薪資32,265元。
據統計，目前，海外工作的台灣
人超過70萬人次。1111人力銀行
副總經理李大華建議畢業生，應先
從台灣可調派的海外企業職缺做
起，有利於熟悉職場環境、學習技
術、積攢經驗。

台製飛彈出醜 未點火直接墜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台灣媒體報道，台
灣地區空軍飛彈射擊演練近日接連出現意外狀
況。繼22日2枚鷹式飛彈因在飛行時脫軌而被緊
急引爆摧毀後，台空軍427聯隊的IDF經國號戰
機23日進行演練射擊時，發生1枚天劍二型飛彈
沒有點火，發射後直接墜落的狀況。目前，詳細
原因正在調查中。台空軍方面回應，針對演習期
間發生的意外狀況，將於最短時間內實施通盤檢
討。
台空軍方面表示，今年「三軍聯合精準飛彈射
擊」操演已於當天近中午時於屏東九鵬基地執行
完畢，各項操演課目均依計劃完成，整體武器裝

備及人員訓練已達預期目標。本次操演感謝地方
鄉親的支持與配合，台空軍會參據各項射擊經驗
及心得，持續精進戰備整備，維護防務安全。
據了解，台空軍22日在屏東九鵬基地實施鷹

式飛彈射擊，其中2枚鷹式飛彈因火箭藥柱燃燒
異常，未依預定軌道飛行，台軍方在管制區內對
這兩枚脫軌飛彈實施緊急手動引爆摧毀，所幸無
人員傷亡。
與美製鷹式飛彈不同，天劍二型飛彈是台灣首

次生產的雷達導引空對空飛彈，由中山科學研究
院在美國協助下為經國號戰機所研發的裝備。它
於1999年服役，是經國號戰機主力防空武器。

吳敦義當天中午在台南參加謝票感恩餐
會時指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都很重要，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涵義是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各自表述意見，
不會成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在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下堅持一個中國，
是堅決反對「台獨」最好路線，能確保兩岸
永續和平發展。

籲推動國民黨奪回政權
吳敦義續指，台灣民進黨執政導致台灣內

憂外困。國民黨作為推動台灣政治發展參與
者，執政時全力以赴，讓人民過好日子，兩
岸和平穩定，台灣政治穩定；在野時好好監
督執政當局施政，有效制衡，有力監督，照
顧全民。
吳敦義進一步指出，國民黨的目標就是贏
得台灣執政機會和民眾信任支持，包括2018
年台灣縣市長選舉及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

人、「立法委員」選舉。民眾最不滿蔡當局
製造的兩岸對抗、社會鬥爭的局面。他呼籲
大家同心協力、團結黨的力量，有效的監
督、有力的制衡，為民眾創造更多福祉，推
動國民黨2020重新奪回台灣政權。
專家學者強烈批評歷史新課綱充滿「台

獨」意識形態。台灣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
授吳昆財認為，從學術和歷史教育而論，新
課綱顛倒歷史順序，具有課程政治化、去中
華文化的特點。隨着政黨輪替，台灣歷史課
綱經過了多次修改，陳水扁時期推行「一邊
一國」，馬英九上任後提出「微調課綱」，
去年蔡英文就任後，迫不及待地宣佈廢除
「微調課綱」。而台灣當局教育主管部門將
重新發佈的歷史新課綱一改過往大量中國史
內容，聚焦於台灣近500年歷史脈絡，同
時，世界史內容則着重講述台灣與世界的互
動。

文化史觀詭計是「獨派糖衣」
吳昆財表示，歷史新課綱尚且存在三點不
足。首先，去時序化。歷史教育無非就是讓
學子可以藉符合邏輯時序的敘述，掌握歷史
事件的前因後果。可是新課綱卻試圖以「主
題」取代「時序」。其次，課程政治化。民
進黨當局之所以在施政滿意度如此低迷不堪

的情境下，仍然企圖翻轉歷史課綱，無非就
是要實現「台獨」夢想，徹底切斷台灣與大
陸的歷史連結。最後，去中華文化。歷史與
文化是一體兩面，而文化又是生活的代名
詞，新課綱不再把17世紀漢人來台開墾並
植入漢文化的故事載入史冊，其用意就是要
切割台灣與中華文化、信仰與生活等關係。

吳昆財強調，新課綱這種文化史觀詭計，
實際就是延續「獨派」政府的美麗糖衣，以
多元文化取代傳統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地位。
當現代文化不如西方，而自己又選擇愚昧放
棄先賢留給台灣的文化遺產時，最終的結局
是兩頭落空。由此，在失去人口紅利、人才
紅利之後，台灣也將喪失文化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
當選人吳敦義曾宣示要找回黨友與「友黨」，藍營
內期待吳能再次整合國、親兩黨。不過，台灣親民
黨主席宋楚瑜幕僚表示，選後至今並未接獲相關聯
繫。
國民黨主席選後，外界關注吳敦義是否在明年地

方選舉尋求與親民黨「泛藍整合」，甚至把「友
黨」直接找回家。親民黨表示，國、親兩黨是否整
合，關鍵是親民黨要能先站穩，先做好自己。
國民黨團總召廖國棟表示，他一直催促吳敦義要

盡快把新黨、親民黨等友黨找回娘家，共組團結的
大家庭爭取台灣執政權。國民黨「立委」曾銘宗認
為，親民黨過去就是來自國民黨，兩黨很多政策都
類似，假如兩黨結合在一起，國民黨「立委」會樂
觀其成。此外，國民黨「立委」蔣萬安表示，整合
國、親兩黨符合民眾和藍營的期待，希望能讓整個
藍軍團結。
據了解，國民黨和親民黨從2003年「國親合、
連宋配」以來經歷多次分合，2007年兩黨簽署
《國親聯盟協議》，並達成次年「立委」選舉合作
等多項共識。

■■中國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義表示中國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義表示，，堅持堅持
「「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反是反「「台獨台獨」」最好路線最好路線。。中央社中央社

■■天劍二型飛彈天劍二型飛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陽陽」和「愛濱」產下的三隻熊貓幼崽。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廣州地鐵一號線本月底試點女性車廂。 網上圖片

■■為最大程度保持為最大程度保持
文物原有形態文物原有形態，，彩彩
蓆是在特製水池中蓆是在特製水池中
一步步揭展開的一步步揭展開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州地鐵23日公佈，廣州地鐵將率先在一號線
每班列車中試點設置女性車廂。具體方案為從本月
28日起，將一號線列車往廣州東站方向的最後一節
車廂和往西朗方向的第一節車廂設為女性車廂，在
每個工作日的7:30至9:30、17:00至19:00時段，提
倡女性乘客使用（節假日不實施），而其他時段則
作為普通車廂使用。從試點之日起，廣州地鐵將通
過站內廣播、張貼告示、貼牆貼、地貼及包裝車廂
等方式進行宣傳，並在初期增加義工在站台進行引
導。
廣州地鐵方面強調，設置女性車廂旨在弘揚「關

愛女性、尊重女性」的文明理念。女性車廂並非專
供女性使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進行強制性區別對
待既缺乏法律依據，也不符合男女結伴、家庭結伴
出行的實際情況。廣州地鐵將就試點展開分階段評
估總結，悉心聽取社會各界意見。 ■中新社

陝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養研
究中心圈養的雌性大熊貓「陽
陽」、「愛濱」，分別於6月11日
和12日順利產下三隻雄性幼仔。在
工作人員的精心照料下，大熊貓母
子非常健康。

另有兩隻熊貓待產
據了解，在「陽陽」和「愛濱」順

利誕下三隻幼仔後，熊貓母子受到精
心照顧。截至6月21日，「陽陽」產

下的幼仔體重已達320克，而「愛濱」
產下的雙胞胎體重均超過230克。
今年，陝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

養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對四隻育齡大
熊貓進行配種，除已經產仔的「陽
陽」、「愛濱」外，還有「珠珠」、
「婭老大」處於待產狀態。目前，工
作人員一方面悉心照顧已產大熊貓母
子，另一方面密切關注待產的另外兩
隻雌性大熊貓，以期今年陝西大熊貓
人工繁殖工作取得更大成績。

據了解，陝西南部的秦嶺是大熊
貓最佳適宜生活區之一，從上世紀
60年代起，野生大熊貓首現陝西，
當地民眾逐漸和熊貓成為「和諧友
鄰」。根據陝西省第四次大熊貓調
查成果報告顯示，截至 2012 年 5
月，秦嶺地區有野生大熊貓約345
隻，種群密度全國最大。同時，陝
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養研究中
心共養殖22隻大熊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陝西大熊貓家族喜添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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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環保廳日前宣佈，隨着生態自然保護區建設的
不斷推進，該省野生丹頂鶴的種群數量已增加至800餘
隻，約佔全球野生丹頂鶴種群數量的1/3。
野生丹頂鶴主要分佈於中國東北、蒙古及俄羅斯等地，

被列為中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盛夏時節，位於三江平原
腹地的黑龍江省雙鴨山市寶清縣七星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成為「鳥的天堂」，野生丹頂鶴是這裡的「常客」。雙鴨
山市林業局副局長李臣表示，近年來，當地生態自然保護
區採取退耕還溼、生態涵養等方式使自然生態環境得到不
斷改善，吸引越來越多的珍稀鳥類到此棲息。 ■新華社

黑龍江野生丹頂鶴黑龍江野生丹頂鶴
數量佔全球三分一數量佔全球三分一

兩張有着2,300多年歷史的彩漆竹蓆日前在河南省文物科技保護中

心顯露真容，它們長約2.5米、寬約1.8米，是迄今為止戰國楚墓中出

土的最大彩漆竹蓆。 ■新華社

採液氮冷凍技術

兩張彩漆竹蓆靜靜地躺在特製的水池
中，它們由髹着紅黑兩色的篾絲編

織而成，回字紋加十字星圖案十分精
緻，透過水光，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光
潔、亮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
長、河南省文物科技保護中心主任陳家
昌博士介紹，「這是國內首次使用液氮
冷凍技術提取飽水脆弱文物的一次成功
嘗試。」

長年沉於墓底 強度極其脆弱
兩年前，兩張彩蓆出土於河南信陽城
陽城遺址8號楚國貴族墓。陳家昌表示，
「為最大程度保持文物原有形態，彩蓆
是運回實驗室後在特製水池中一步步揭
展開的」。彩蓆長年沉在墓室底部，強
度極其脆弱，輕輕一碰就斷裂、破碎，
無法與墓室底部泥土分隔直接提取出
來。為及時有效、最大程度地保持文物
結構及承載信息的完整性，保護專家嘗
試使用液氮冷凍技術，將彩蓆及周邊泥

土混雜物整體提取到考古實驗室做進一
步保護處理。
凍結後的彩蓆強度明顯增加，運到實

驗室解凍後，工作人員採用去離子水對
其進行了清洗、脫鹽等技術處理。隨
後，將其浸泡在特製水池中，敷貼上
PVC薄膜，借助於水的浮力小心翼翼地
揭展。經過半個月的揭展，保護專家們
最終還原出4張較為完整的彩漆竹蓆。

脫水定型修復 還原製作工藝
根據現代製作竹蓆的工藝流程，製作

一張彩蓆，要把端直、柔韌的竹子破成
各種規格的篾片、篾絲，再經過蒸煮、
染色、切絲、刮修、打光、編織等工
序，工藝十分複雜。「我們試圖利用現
代技術手段分析、還原彩蓆的製作和髹
漆工藝。」陳家昌表示，彩蓆目前只能
暫時「生活」在水池裡，前期的提取、
清洗、脫鹽、揭展等也只是全部保護工
作的一小步，他的最終目標是讓彩蓆脫

離水池而不變形地展示於世人面前。
彩漆竹蓆脫水保護的可行性修復方案

已獲得國家文物局批准實施，根據保護
方案制定的可行性試驗工作已基本就

緒，下一步即將對彩蓆實施脫水、定
型、修復等保護工作，使其恢復2,300年
前使用時的原貌，並有望於明年初展現
在公眾面前。

23023000年彩蓆獲重生年彩蓆獲重生

■■有有22,,300300多年歷史的彩漆竹蓆多年歷史的彩漆竹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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