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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結一「雲台會」致辭 強調兩岸是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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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條
條」逐步落實 台胞獲得感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12 日上午，
第七屆雲台會在昆明舉行開幕式，中共中央台辦、國務
院台辦主任劉結一致辭稱，兩岸同胞是不可分割的命運
共同體。一年來，我們持續推出了惠及台灣同胞的措
施，同台灣同胞率先分享大陸發展機遇。這些措施正在
逐步落實，已經為台灣同胞帶來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
益，相信廣大台灣同胞還會有更多更大的獲得感。

劉結一說，今年2月28日，國務院31部門
出台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這是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同台
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逐步讓台灣同胞在
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與大陸同胞享
有同等待遇，不斷增進台胞福祉的新舉措。

大陸不斷提供更好條件
劉結一舉例稱，一些台企已經開始參與「中
國製造 2025」，享受大陸扶持科技創新的政
策；一些台企抓住大陸「一帶一路」建設的機
遇，通過中歐班列將貨物銷往中亞、歐洲市
場；一些企業利用大陸優惠政策到中西部地區
發展，完善產業佈局；一些企業在大陸上市，
借助大陸資本市場獲得巨大的新發展動能。有
的台灣同胞獲得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
「五四」獎章等榮譽稱號。今年台灣學生申請
到大陸高校就讀的人數成倍增長，其中很多人
是第一次踏足大陸，他們期待到祖國大陸發

展，邁出人生追夢的重要一步，一定能夠獲得
更多更好的機遇。
劉結一說，目前已有不少省市認真落實
「31 條」措施，上海最近推出 55 條，福建推
出66條，廈門推出60條，雲南也宣佈了新措
施。其他省市根據其地區情況推出更多惠及
台灣同胞的措施。他表示：「我們會不斷為
台胞台企在大陸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條
件。」
劉結一同時表示，今年是改革開放 40 周
年。40 年來，台胞台企在廣闊的天際中，實
現自身價值，道路越走越寬。兩岸關係好，
台灣才會有前途，台灣同胞才會有更好的發
展前景和福祉。希望兩岸同胞共擔民族大
義，旗幟鮮明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形
形色色的「台獨」圖謀，清除阻礙兩岸交流
的絆腳石，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國國
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表示，雲台會不僅僅是兩

岸感情交流和體現兩岸一家親的重要平台，
也是體現台灣和雲南間一個可以優勢互補的
平台，希望兩岸經貿合作以及台商企業、台
青創業等方面能有更多更廣更深入的發展。

洪秀柱盼「堂堂溪水出前村」
洪秀柱說，兩岸交流當前的確出現「萬山
不許一溪奔」的困境。但她認為，兩岸唇齒
相依、血濃於水的緊密聯繫所產生的那種
「沛然莫之能禦」的動力，是不可以、不可
能長久被個人或哪一個政黨的私心阻擋的。
只要我們有信心、有信念，對民族的復興懷
抱共同的期望與理想，相信兩岸交流「堂堂
溪水出前村」的一天很快就會來到。
此屆「雲台會」以「共享『一帶一路』機
遇，深化雲台融合發展，推進輻射中心建
設」為主題。來自兩岸的政要、企業家、專
家學者、知名人士800餘人出席開幕式。

台向大陸捐髓 2146 宗 數量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由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主辦的「2018 慈濟醫學
人文研討會」近日在江蘇蘇州舉行。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主任楊國梁在會上披露，目前該
中心已向大陸累計捐獻骨髓2,146宗，在受贈的
31個國家和地區中數量最多。

兩岸數百醫護人員參與
此次研討會以「人醫仁心，不忘初心」為

主題，吸引海峽兩岸數百位醫護人員參與。
與會醫學專家呼籲業界在重視醫療技術進步
的同時，需要更加重視醫療人文的建設，踐
行人醫仁心的崇高使命。
自第一家慈濟醫院於 1986 年 8 月在台灣花
蓮市建成起，目前慈濟一共擁有 7 家醫療機
構，其中台灣 6 家，蘇州慈濟門診部為第 7
家，也是大陸地區唯一一家。其中蘇州慈濟
門診部成立以來，就已累計為 21,087 人次進

行義檢（體檢）。
基於「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精神，慈
濟於 1993 年 10 月正式成立「慈濟基金會骨髓
捐贈數據中心」，現已發展成為亞洲最大，
世界第三骨髓庫。據楊國梁介紹，目前，義
務向中心捐贈骨髓者累計已超過 42 萬人，尋
求配對者近 55 萬人，已完成骨髓與周邊血移
植案例數 4,926 宗，其中大陸 2,146 宗，而台
灣島內才1,900多宗。

從部隊退伍後，劉春林

接連遭遇車禍和母親病重的
雙重打擊。昔日的老連長和
指導員得知他的遭遇後，在
微信群下達了救援令。看到
老連長的救援令，身處各地
的戰友們紛紛伸出援手，十
餘天收到戰友捐款近 6,000
元（人民幣，下同）。20 年

的戰友情在當地成為一段佳
話。
■澎湃新聞 《遼瀋晚報》

■從部隊退伍後，劉春林接連遭
遇車禍和母親病重的雙重打擊，
昔日老連長在微信群下達救援
令，十餘天收到戰友捐款近 6,000
元人民幣。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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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海某部一基
地警房營警衛連的
百餘名戰友退伍後各奔他鄉。由
於各種原因，當年的戰友告別軍
營後很多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從
這個連隊退伍的劉春林家住遼寧
省葫蘆島市建昌縣玲瓏塔鎮，今
年 40 歲。退伍後，劉春林選擇
回家務農，後來憑借開車技能幫
人拉貨掙錢。
2008 年，劉春林在開車過程
中遭遇車禍，導致身體多處受
傷，不能幹重體力活兒，只能與
妻子一起靠打短工維持生活。禍
不單行，2016 年，劉春林的老
母親不幸患上結腸癌，術後又進
行多次化療治療，治療費用已經
花了 30 多萬元，現仍在錦州住
院。

咱

退伍後聯繫中斷20年
種種變故，導致劉春林家裡
貧困加劇，他無力承擔巨額醫療
費，現已欠外債11萬元。
2018 年春節期間，劉春林的
老鄉兼戰友王立永、劉兵、張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滇對台企設備投資獎勵最高可達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
道）雲南省省長阮成發在雲台會開幕式
上，給台胞台企大派「禮包」。他表示，
雲南鼓勵台灣企業來雲南投資興業，目前
已經出台投資優惠措施，涉及土地、稅收
等方面，同時還將單獨對設備投資進行獎
勵，即設備投資 5 億元（人民幣，下同）將獎
勵 1,000 萬元，投資 10 億元獎勵 5,000 萬
元。阮成發說：「相信這是目前大陸最優
的投資政策。」
阮成發致辭稱，當前，雲南經濟社會發
展步入了快車道，雲台合作也正在向全方
位、寬領域、深層次發展。希望進一步推
進雲台經貿合作，培育經濟發展新的增長
點；進一步提升雲台文化交流，共同弘揚

優秀民族文化；進一步拓展雲台合作渠
道，共享「一帶一路」建設機遇。
他表示，為給廣大台胞、台商、台企來雲
南投資興業、創業發展創造更加優惠、便利
的條件，雲南省將在國台辦「31 條惠台措
施」的基礎上，出台一系列更加優惠的舉
措，如對綠色食品深加工發展，不僅在土
地、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還將單獨出
台設備獎勵優惠政策：設備投資 5 億元以
上，將按照投資額2%比例獎勵；投資10億
元以上，按照投資額5%獎勵。
開幕當天，第七屆雲台會簽約合作項目
14個，協議金額96億元，內容涉及綠色農
業、生物醫藥與大健康、特色小鎮、旅遊
文化等領域。

抗議台北AIT新館啟用 民眾批「美國是最大亂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報
道，歷時 9 年、耗資 2.55 億美元打造的美國
在台協會（AIT）台北內湖新館 12 日舉行落
成啟用典禮，但一早就有包括左翼聯盟、中
華統一促進黨（統促黨）、拔菜聯盟等10多
個不同立場的社運團體來到 AIT 新館前抗
議，其中統促黨豎起五星紅旗、拉起「美國
是世界上最大的亂源」等標語。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

嬰兒為消防員「撐傘」照火爆網絡

老連長下令

戰士車禍後母親又患癌

■第七屆雲台會
第七屆雲台會12
12日在雲南昆明舉行開幕式
日在雲南昆明舉行開幕式。
。

「我們對有關報道表示嚴重關切，並已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耿爽說，必須指出，美方以任何藉口派
官員赴台活動，都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干涉中國內
政，給中美關係造成消極影響。我們敦促
美方恪守在台灣問題上向中方所作承諾，
糾正錯誤做法，以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
和平穩定。

近日，一張配文為
「你把我抱緊，我為
你扶傘。我只有七個
月，只能幫你這麼多
了」的照片在網上獲
得極大關注，網友關
注上億次。圖片中，
一身穿橙色救生衣的
消防隊員雙手將小孩
緊緊抱住，水面已經
漫過消防隊員的膝
蓋，而年僅 7 個月的
小孩則用雙手抓住雨
傘，似乎替消防隊員
「撐傘」。
記者了解，圖中的主人公是江西省吉安
市泰和縣的政府專職消防隊員劉志春，圖
片拍攝時，他正在蘇溪鎮蘇溪村轉移被洪
水圍困的村民。
11 日，記者聯繫上了劉志春，請他還
原當時的救援場景。劉志春告訴記者，當
他到蘇溪鎮蘇溪村救援時，進到一戶人
家，從孩子奶奶手中接過嬰兒後，劉志春
便決定先把嬰兒轉移出去。擔心其被雨淋

■小孩用雙手抓住雨傘
小孩用雙手抓住雨傘，
，似乎替消
防隊員「
防隊員
「撐傘
撐傘」。
」。
網上圖片
到，嬰兒奶奶還特意撐開一把雨傘遞給
他。這時，嬰兒正好下意識地抓住傘柄，
這也使得劉志春可以雙手緊緊抱住嬰兒，
保證安全。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劉志春告
訴記者，「開始我擔心小孩認生，會哭
鬧，可全程他都非常乖，不哭不鬧，緊緊
扶住傘柄。當時就感覺心裡暖暖的。」
這個場景被泰和縣消防大隊文員謝森燊
抓拍發佈後，立即火了，引起全民關注。
■中國江西網

2歲女童丟價值7萬「耳朵」網友兩天幫找回
明等相聚時，偶然中得知了劉春
林母親的情況，於是立即前來看
望。當看到老人忍受病痛折磨，
尤其是因病舉債的困難情景後，
三位戰友心情沉重，當即決定要
幫助劉春林渡過難關。
之後，三人在警衛連的戰友微
信群裡說了此事，並發佈籌款，
希望大家共同伸出援手。
從微信上看到信息後，在瀋
陽工作的老連長石健心裡很難
受 。 因 該 群 裡 只 有 90 餘 位 戰
友，劉春林當時未在其中，他馬
上向王立永要來劉春林的手機
號，隨後打電話詳細了解情況，
想力所能及幫一把。

微信群戰友團聚獻愛心
了解詳情後，老連長鼓勵劉
春林千萬別放棄，自己先捐款
200 元表達心意。電話中，聽着
老連長的安慰鼓勵，劉春林激動
得滿眼淚水。儘管退伍後戰友之
間聯繫中斷了 20 年，但這份情
感彌足珍貴。隨後，老連長石健
與遠在四川的指導員饒富強取得

聯繫，雙方商議後發出救援令，
救援令就四個字：共救咱媽！
「畢竟我們都是當過兵的
人，是一個戰壕裡摸爬滾打出來
的，有一種很深的情誼，可以說
是一輩子的感情。戰友劉春林的
媽就是咱共同的媽……」老連
長 20 年後這一聲集結令，又把
多年失聯的幾個戰友「找回」，
微信群人數很快由 90 多人擴展
到 120 多人。至此，全連戰友離
開軍營20年後再次聚齊。
老連長石健與遠在四川的連
指導員饒富強帶頭捐款，其他戰
友紛紛伸出援手，以微信紅包形
式捐款給劉春林。
劉春林告訴記者，儘管自己
遭遇車禍後幹不了重活兒，但
目前他仍然咬牙做防水工打工
養家，同時也給母親掙治療
費。「困難是暫時的，沒有過
不去的坎兒。戰友們這樣幫助
我，我也絕不會給戰友們丟
臉，一定會努力打工、掙錢，
爭取將來日子好了，以力所能
及的方式回報。」

6 月 10 日對王女士一家來說是無比歡樂的。
因為丟失兩天的「耳蝸」找到了，讓她的女兒
在最短時間內重新感知外界聲音。
6月9日，由陝西西安蓮湖曹警官核實編發的
一條尋找2歲女童人工耳蝸（一種植入式聽覺輔
助設備）的求助信息，在網絡平台上火速擴
散。曹警官說，9日一早，他接到王女士求助：
6 月 8 日 13 時 50 分時，她帶着兩歲的女兒乘坐
24路巴士，在大唐西市上車，14時25分許在子
午路下車，之後發現女兒佩戴的人工耳蝸不見
了。王女士的女兒患有先天性聽力障礙，1歲時
進行了手術，人工耳蝸價值7萬元（人民幣，下
同 ）。錢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丟了耳蝸，

孩子就無法感知外界的聲音。
擴散的信息被一位女孩看到了，她正是耳蝸
撿拾者。王女士說，10日上午8時30分，孩子
爸爸已從女孩處取回耳蝸，沒有絲毫損壞，孩
子已經戴上了。
王女士說，孩子 1 歲時做手術，頭內植入體
價值32萬元，線圈價值7萬元，這次丟失的正
是線圈，兩個東西有磁性，外面的線圈放在耳
後的頭部處，可以和植入體吸住。線圈丟失
後，王女士想，這東西一般人用不上，即使被
人撿到，也很容易被人扔掉，正準備聯繫廠家
再給孩子配一個，沒想到居然找回來了。
■《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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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6 月中旬，
寧夏枸杞、枸杞芽茶
進入全面採摘期，各
地頭茬枸杞掛滿了枝
頭。頭茬枸杞是歷經
三個月冬歇，三個月
春生之後，結出的第
一茬果實，個大、肉
厚，發育最為充分，
營養價值最高。
圖/文：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