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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曝送蔡“禮”“85度C”急撇清
發聲明指係美店舖員工私人行為 強調堅定支持“九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海外網、

《聯合報》及環球網報道，台灣地

區領導人蔡英文借“出訪”南美

“過境”美國，在當地時間8月12

日和13日停留美國洛杉磯期間，

被曝拜訪台資連鎖餐飲品牌“85度

C”在當地一家分店時，店員疑似

為“過境”的蔡英文送上定製“大

禮包”，引起熱議。台媒15日報

道稱，“85度C”於15日發出聲

明，稱係店員私人向蔡英文索要簽

名，不是店家的行為，強調公司堅

定支持“九二共識”及兩岸一家親

信念。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諾爾

特14日亦表示，美國仍堅持“一

個中國”政策。

蔡 英 文 先

後兩次奔赴在

南 美 僅 存 的

“友邦”巴拉圭，並施出重磅級

的“金援外交”手段，目的明

確，即寄望保住南美唯一“友

邦”。其實不難發現，蔡英文拒

不承認“九二共識”的逆勢任性

換來的，是台“友邦”紛紛棄台

而去。上任兩年已斷四國，僅5月

就連斷兩國，梵蒂岡也亮起紅

燈。台“金援”難留“友邦”

心，“金援外交”撞到南牆已是

不爭的事實。

雖然蔡英文不論在“過境”

美國喊話“僑胞”時或援助所謂

“友邦”時，總喜歡打出一副

“不差錢”姿態的經濟牌，但島

內經濟不復往昔已是不爭的事

實。蔡英文卻仍活在“島內經濟

最好時期”的幻夢裡不願醒來，

將犧牲民眾利益換取的個人海外風光，越

演越烈。

台當局將自食惡果
今年以來，面對中美貿易戰，台灣當

局一度入戲太深，卻發現中國對美報復性

關稅商品中包含了“大豆”，這讓台當局

恐慌不已，擔憂若中國與巴拉圭談妥有利

協議，巴拉圭極可能與台灣“斷交”。這

也是蔡英文突然再訪巴拉圭、故伎重施的

緣由。 蔡以成立三家“國家級”的投資公

司為誘餌，目的是留住“南美重鎮”，以

鞏固所剩無幾的邦交國的信心。

然“金援外交”真的能夠奏效嗎？

“一個中國”原則在國際上已是大勢，台

當局的“金援外交”正走向末路，以島內

民眾利益為交換的挾洋自重，必將換來人

心分崩離析的“斷交潮”，最終台當局將

自食惡果，賠了夫人又折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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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度C”官方微博所發
聲明。 網上圖片

據報道，“85度C”主要經營咖啡和甜點，名稱來

自“咖啡在85攝氏度時喝起來最好喝”之意。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底止，“85度C”在全球

有超過1,000家門店，其中在大陸約550多家，覆蓋17

個省份93個城市，其中在福建有180家門店，在美國

休斯頓等城市擁有近40家連鎖店。“85度C”的母公

司美食-KY財報顯示，2017年度該公司的營業收入約

合51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大陸的“85度C”

貢獻收入近20億元，是不少年輕人喜歡光顧的去處。

華人齊抵制“85度C”
據觀察者網此前報道，美國洛杉磯當地時間12

日傍晚，蔡英文去“85度C”當地分店時，被拍到收

到了寫有“蔡英文”三字及日期的“85度C”禮包。

該照片在當地華人華僑朋友圈流傳後，不少華人表示

不準備再去“85度C”消費。

事件很快在大陸網上傳開，引發眾多網友反彈情

緒，質疑這家在大陸開有多家分店的企業為何這樣

做。15日一早，“85度C”就在微信、微博、官網等

諸多平台緊急發表三點聲明，稱“堅定支持‘九二共

識’”。聲明指，公司在大陸開展業務多年，受到各

級政府部門指導協助，各項惠台政策的落實，以及廣

大消費群眾的支持，業務平穩有序開展。聲明指出，

“85度C”對一行來訪客人送出訂製“大禮包”並非

實情，美國店舖員工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國籍，有一名

員工臨時拿出店內吉祥物巴布蘿麵包抱枕給台灣地區

領導人簽名留作私人紀念，並非報道說的店舖準備事

先訂製的“大禮包”。

聲明強調，公司堅定支持“九二共識”的立場從

未改變，也將繼續維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擴大

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反對任何分化兩岸同胞情感的行

為與言論，持續秉持兩岸一家親信念，為海峽兩岸的

消費者，提供優質的產品以及服務。“‘85度C’重

申支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和平，並期待華人品牌

在國際發光發亮。”

美國重申堅持“一中”政策
另據中新社報道，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諾爾特

華盛頓時間14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美國對台

政策沒有改變，美國仍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據報道，鄧婷玉是從今年春季開始學變臉

的，最初是因為幼兒園的藝術節表演，

需要一名成人變臉演員參與。鄧婷玉的父親

鄧啟波向老師詢問如果女兒學會變臉，是否

可以替代成人角色，“那當然好啊！”老師

回答說。

拜師月餘能變四張臉
從4月底開始，鄧婷玉開始跟着袁靈清學

習川劇變臉。“早上8點半開始學習，下午6

點結束，晚上還要練。她很刻苦。”袁靈清

說。勤學之下，僅僅一個月，她就可以變出

四張臉了。

但袁靈清坦言，一開始看到鄧婷玉時，

他是想拒絕的。“妞妞太小了，怕肢體協調

不行，悟性不夠。”但在看過鄧婷玉的舞蹈

和國學朗誦後，袁靈清改變了主意，之後又

經過兩次測試，他才正式收下這個5歲小女孩

為徒。

幾經周折終獲小臉譜
然而，由於成人的臉譜不適用於臉小的

鄧婷玉，只能訂製，而此時，離幼兒園表演

的日子只剩下半個多月。

為此，鄧婷玉父母先後到內江市川劇

團、多家臉譜製作坊尋訪，但是都沒找到合

適的臉譜，“小孩的臉譜製作工序複雜，而

且量又少，他們都不願意做。”

幾經周折，終於有一家成都的川劇服裝、

道具專業製作機構答應了。“我們把女兒想學

變臉的情況說了，對方很感動，才同意在短時

間內趕製臉譜。”鄧啟波說，就這樣，女兒拿

到了訂製的四張臉譜。

因為父親鼓勵和內心對川劇變臉的喜

愛，鄧婷玉堅持了下來。“變臉除了讓孩子

學習中華傳統文化，更多的是培養孩子的吃

苦精神和自信。”鄧啟波告訴記者，這是他

的初衷。

就在上個月，鄧啟波接到“中泰國際青

少年藝術節”節目組的邀請，希望鄧婷玉能

參加這個比賽，表演川劇變臉，一家人欣然

同意。目前，節目已經定型並取名叫《小甜

女變臉》。

佈設在雲南省高黎貢山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的紅外線觸發式相機，

日前捕獲到野生亞洲金貓的影像。

記者從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貢山管護分局丙中洛管護站了

解到，此次拍攝點位海拔為4,280

米，而國外記錄到該物種的最高海

拔為3,960米。據了解，亞洲金貓體

長只有90釐米左右，行蹤不定，是

叢林“捕獵高手”。

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

處雲南省西部，除亞洲金貓外，近

年來，科研人員先後在高黎貢山陸

續發現並監測到怒江金絲猴、赤鬣

羚、雲貓、白尾梢虹雉和騰衝掌突

蟾等珍稀物種。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李

權博士介紹，亞洲金貓目前在中國

南方省份僅有零星分佈，數量難以

統計，是中國二級保護動物，世界

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

色名錄已將其列為近危物種。

李權說，亞洲金貓通常生活在

熱帶、亞熱帶森林環境，此次在高

黎貢山高山灌叢（寒帶氣候）發現

有分佈，體現了橫斷山區獨特的山

地垂直氣候帶環境非常有利於生物

多樣性的形成和保護。

保護區將在該區域投放更多紅

外相機，以期摸清亞洲金貓在保護

區內的分佈狀況和種群數量，更詳

盡了解該區域生物群落構成，為科

研和保護提供有力支持。 ■新華社

一項最新的考古表明，河西走

廊地區是小麥進入中國的一條重要通

道。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日發

佈了河西走廊西城驛遺址考古發掘信

息。從2010年起，甘肅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等單位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在

歷時8年多的發掘中，出土了一些碳

化小麥和大麥。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陳國科

博士說，西城驛遺址小麥出現的年代

在距今4,000年前後，而在同處黑河

流域且與西城驛遺址性質相同的、位

於河西走廊西部的金塔缸缸洼、火石

梁等遺址，在這一時期也先後出現了

小麥，這表明河西走廊地區是小麥進

入中國的一條重要通道。

4千年前已傳入
西城驛遺址地處河西走廊中部

黑河邊上的張掖市境內，範圍為35

萬平方米，距今約4,100年至3,500

年，先後出土了石器、骨器、銅器、

動植物標本等2,000餘件（組）。

考古表明，在西亞馴化的麥類

作物在距今4,000年前就已經傳入河

西走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

紹，西城驛遺址的篩選、浮選結果顯

示，該遺址的農業是以粟、黍為主的

旱作農業。

小麥進入中國歷史悠久，上世

紀60年代初，新疆巴里坤石子鄉土

墩遺址裡發現過已經碳化的小麥粒。

1979年，羅布泊西北約70公里的孔

雀河下游北岸，一個原始社會的墓葬

的隨葬草簍內又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小

麥粒。加之河西走廊發現的碳化小

麥，可以看到小麥東進的路徑。

■新華社

55歲童情迷川劇變臉歲童情迷川劇變臉

““妞妞妞妞，，左手再抬高一點左手再抬高一點，，眼睛看右前方眼睛看右前方。”。”四川省四川省

內江市市中區大洲廣場社區網格站青少年活動中心內江市市中區大洲廣場社區網格站青少年活動中心，，55歲歲

小女孩鄧婷玉正跟着師父—知名川劇演員袁靈清學習川劇小女孩鄧婷玉正跟着師父—知名川劇演員袁靈清學習川劇

動作動作。“。“很有悟性很有悟性，，我可以說是撿到寶了我可以說是撿到寶了！”！”袁靈清對她袁靈清對她

讚不絕口讚不絕口。。鄧婷玉小名妞妞鄧婷玉小名妞妞，，如今在內江川劇界已算小有如今在內江川劇界已算小有

名氣名氣，，她今年她今年44月才正式拜師學藝月才正式拜師學藝，，學習川劇變臉一個多學習川劇變臉一個多

月月，，就能變四張臉譜了就能變四張臉譜了，，初次亮相舞台便驚艷全場初次亮相舞台便驚艷全場。。

■■《《華西都市報華西都市報》》

初次亮相驚艷全場

■■ 55歲小女歲小女
孩鄧婷玉孩鄧婷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鄧婷玉正跟着師父學鄧婷玉正跟着師父學
習川劇動作習川劇動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鄧婷玉今年4月才正式拜師學藝，初次亮
相舞台便驚艷全場。 網上圖片

■西城驛遺址發掘現場。 網上圖片

雲南現珍稀物種亞洲金貓

■ 紅外相機
拍攝到的亞洲
金貓。
網上圖片

“守望相助——56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邀請展”在位於
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展覽館舉行。各民族的非遺傳承人在展覽現
場進行展示展演，吸引市民前來觀看體驗。圖為非遺傳承人奉
雪妹展示瑤族花瑤挑花製品。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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