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澳门 !月 "#日电（记者刘冬杰）
澳门特区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总核算委员会 !"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总核算最终结果。数据
显示，最终结果与初步统计没有大出入，维持
早前公布的 #$名直选议员名单不变。

#$名直选议员当选人分别是：陈明金、麦
瑞权、何润生、施家伦、高天赐、梁安琪、关
翠杏、吴国昌、区锦新、陈美仪、郑安庭、黄
洁贞、宋碧琪、梁荣仔。

间选议席的 #! 名议员已于投票日当晚产

生：分别是贺一诚、高开贤、郑志强、崔世平、
林香生、李静仪、崔世昌、欧安利、陈亦立、
陈虹、张立群、陈泽武。

委任议席的 % 名议员将由特区行政长官在
收到立法会选举总核算结果后的 #& 日内公
布。

澳门特区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本月 #& 日举
行，合资格的登记选民有 !%'("%人，较前一届
增加 #()**+。特区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从 !(#"

年 #(月开始，任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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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名品博览会前些年开始在
大陆举办，带来的台湾水果，有些是

大陆民众未听未见过的，“芭乐就是番
石榴、柳丁就是橙子”，台湾业者一边卖
一边解释。到今年 !月，刚在南京落幕的台
湾名品交易会，产自台湾的特色物品仍颇受欢
迎，不过，不少民众已经不是因为新奇，很多
人点名要买释迦、莲雾，理由是“好吃”。
大陆台湾风物多有不同。两地民众对彼此物

产、商品的熟知程度的变化，以及“台湾货”、
“台湾制造”在大陆从试水到扎根的发展路径，反
映了两地往来的深化。

两岸直航的便利、赴台游人数的增加以及越来越
多台湾货品来到大陆，“台湾制造”的神秘面纱逐渐被
揭开。记者之前在台湾采访，无论是美浓的大米还是
六龟的木瓜，都在销往大陆。而在大陆的很多城市，
可以买到“张君雅小妹妹”系列零食或是“我的美丽
周记”、“宠爱之名”等台湾本土化妆品。

台湾物品之前在大陆，特别是农产品，多采
用紧急采购。岛内市场狭窄，遇到丰产滞销，农
民真是“伤很大”。大陆及时伸出援手、紧急采
购、帮助平衡物价，这对台湾农民来说，当然
是解了燃眉之急，但却并非长久之计。因
此，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的销售渠道，一
直是岛内的呼声。

以年货市场为例。近年来，大
陆年货市场也多有台湾物品的
身影———台湾白酒、茶叶、
咖啡、水果、糕点、蜜饯

及风味小吃等，越
来越多地被

端上

了大陆民众年夜饭的餐桌。实现常态销售，台湾业者
与销售商约定以“产地直送”的方式是一种。据了解，
目前在天津的台湾产品零售网点已经超过百家，台湾
农产品通过海运和空运两种渠道运送至天津后，再分
送至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另外，直接开店、为厂商提
供永久销售渠道也是一种形式，如在大陆一些城市建
立“台湾名品城”以及精品旗舰店等。

销售渠道已不再是横亘于台企眼前的第一大难
题，如今，行销大陆有了更多元的手段。网购让岛
内业者不需把实体店开到大陆。大陆民众只要登录
网站、轻点鼠标，就能买到台湾商品。如深受大陆游
客喜欢的伴手礼之一“佳德凤梨酥”，也可以网购，
在线支付、邮寄到家。两岸第一个投入使用的网购平
台———易成网，交易方式类似大陆民众熟知的淘宝。
台湾贸易行销中心主任苏成全介绍说：“目前，通过
这个平台可以网购 "# 个大类、$ 万多种货品，日交
易量约 %万元人民币，因为靠空运，价格优势还不明
显，主要是产地优势。”

对大陆民众而言，台湾货品、“台湾制造”的新
鲜感逐渐褪去，而对台湾民众而言，情况也是一样。
福建的新鲜水产品，天津的鸭梨、萝卜、白菜……大
陆的优质农渔产品也在运往海峡对岸。
“两岸往来更加双向、多元，让岛内业者从中看

到了更多互惠的商机。”台湾元智大学企业管理系副
教授沈永正博士说，业者不再只满足于把货品卖到大
陆，越来越多的“台湾制造”在思考如何扎根大陆。

!月份在南京刚落幕的台湾名品交易会，人气爆
棚。不同于之前大品牌唱主角，这次岛内中小企业不
仅进入展厅的“黄金地带”，也聚集了十足的人气。
对此，台湾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张文诚的看法是：
“大品牌在大陆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经销渠道，展会
不再是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另一方面，也
说明越来越多的台湾中小企业在考虑进军大陆。”

一直以来，文创产业都是“台湾制造”的骄
傲。早期闯进大陆市场的琉璃工房如今已为大陆市
场所熟知。其创始人张毅说，台湾的中小企业占台
湾企业总数的 !&'，文创产业更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它们中不少有很好的创意，可往往受限于资金和市
场，如果可以跟大陆的业者合作、取长补短，会有
更多的“台湾制造”成为耀眼新星。

与此同时，想要进军大陆的“台湾制造”也更加
多元。在台湾名品博览会或是台湾名品交易会上，
除了食品、文创区，医疗美容以及环保产品区，
也都超吸睛。
“事实上，早期到大陆的台湾企业，不少对建

立‘台湾制造’品牌重视不够，要转型升级，品牌
的重塑和提升不失为一个契机。‘台湾制造’布
局大陆的机会到了，如何闯大陆？能不能让
品牌在大陆实现增值是关键。”台湾工业
技术研究院督导杨致行如是说。

题图：今年 & 月，两岸青年文

创精品展在福州开幕。图为“台

湾新设计”展区内的台湾创意

瓷器吸引了一对母子的眼

球。

刘可耕摄
（中新社发）

共通：台湾商品不再神秘

品牌：让“台湾制造”扎根

“作家必须站在高点，超越政治、阶级的偏见，把人
当人来写，才能写出人与社会的完整、真实面貌。”莫言
受邀访问台湾，谈到文学创作如是说。

让自己“归零”

近日莫言接受台湾星云法师邀请，在台湾高雄演
讲“文学家的梦想”，
并在台北出席他获得
诺贝尔奖之后的首本
新书《盛典》发表会。
这是莫言第%次访台。

面对媒体，莫言
坦言最想做的事是
“写作、努力忘掉得
奖”。他说，想要
“放空”，让
自 己 “ 归
零”、回到“初学
写作的状态”，“想
怎么写就怎么写”。

然而，“想怎么
写就怎么写”并非毫
无规矩地信马由缰。莫言说，只有把
人当“人”来写，超越阶级和政治偏见，才
能写出完整的、真正人的形象。他也对媒体
强调，过去大陆作家写“人”，会带有阶级、政治的
偏见，他在写作时就尽量避免这一点，不把国民党军
队当“鬼”来写，也不把共产党军队写成“神”。

莫言还表示，现在“想写自己。”早期，莫言的作品是批
判社会和人性，“()岁以后，我想应该向内看，看清我自己，
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自己，才能理解别人”。

谈及两岸文学差异，莫言的看法很是有趣：“台湾的作
家知识性更丰富，他们的作品里引经据典的东西多一些。”

读佛典与佛结缘

莫言此番受星云法师邀请访台演讲，少不了叙叙自

己的佛缘。
他对媒体说，人类应当有正当的欲望，否则社会不

会进步，但是欲望得不到控制，变成贪欲，各类负面现
象就层出不穷了。

莫言说，自己今生不能落发为僧，但会多读佛典，
与佛结缘。他也表示，要好好研究星云法师的佛学著
作，从头学起，日后更要把星云法师赠与的书法

“莫言说尽”挂在书桌后
面，“作为人生谏言”
日日提醒自己。

多次赴台，莫言不
算初来乍到，但是他
对台湾社会的看
法依然引起媒
体浓厚的兴

趣。
他说，从大陆电

视看台湾，觉得台湾
“一团混乱”，来了之后
才发现台湾“乱只乱在

立法院”。他也赞扬，大批台湾人
奉献自己担任志工，“台湾处处是雷

锋”。
莫言对媒体说，去台北故宫参观时，看到

很多导览员义务为游客服务，引路、讲解，孜孜不
倦。他认为台湾和大陆都提倡服务精神，保持仁心、做
好事、说好话。

他更向媒体坦言，以前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台湾，好
像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道德水平下降得
很可怕，饮料、面粉都添加不该添加的东西，这一次来
台湾，感到台湾社会充满和善、友爱，尤其是陌生人之
间的互爱精神令人感动。

台湾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将莫言本次赴台形容为
“风雨故人来”。看来，“故人”的文学之旅，对台湾这
片土地又多了不少新鲜体验。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奥列格 （*+,- ./01203*4）、亚历
山大（*+,35/678 78/0）、弗拉基米尔 （4*+*70908

38/412,63*）、安德烈 （/678:0 ;<3/+*4）、普利和
德克 （4*+*70908 =8032*73*） 与被申请人密斯姆航
运公司 （9/>:9/ 52:==:6- ?@4@） 船员劳务纠纷一案，本
院 诉 前 保 全 对 被 申 请 人 密 斯 姆 航 运 公 司 （9/>:9/

52:==:6- ?@4@）所属的荷属安第列斯籍“9/>:9/” （密斯
姆）轮予以扣押。因船舶扣押期间届满，被申请人密斯姆航运
公司未提供担保，扣押“9/>:9/”（密斯姆）轮产生的看护
等费用日益扩大，影响各方的利益，已不宜继续扣押船舶，本
院决定强制拍卖该轮。本院现已成立“9/>:9/” （密斯姆）
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A$B年 $A月 BA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
路 (%C号上海海事法院对该轮进行公开拍卖。凡愿参加竞买者，
可于 DA$E 年 $A 月 "! 日前，向该轮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
（该委员会所在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C号上海海事法
院；联系人：周荣庆；联系电话：A"$F%&%""A((、%&(%C(%C—
EA($）。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

偿的权利。
特此公告。
附：$、拍卖标的：“9/>:9/”（密斯姆）轮，船藉港：/GHIJJIKKGL

MIJJNOLHKP（荷属安第列斯威廉斯塔德），船舶种类：散货轮，总吨：
C&C&，净吨：B!A!，总长：$Q(@%E米，型宽：$&@D!米，型深：$A@EA米，
主机型号：*GN 1KRNRSIJJKR 9/3 PINLNJ NGTIGN，功率：QBDAUV，船
舶建造厂：6,;::,8+ /675 7/9,6 52:=0/87，建造日期：
DAAC年 C月 #日，船舶所有人：9/>:9/ 52:==:6- ?@4@（密斯
姆航运公司）。

D、拍卖时间：DA$B年 $A月 BA日下午 DWBA。
B、拍卖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C 号上海海事法院。
Q、咨询、看样：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咨询电话：上海海事法

院 AD$F%&%DDA##，上海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AD$F%QAQ%&A&。看样
日期：DA$B 年 $A 月 & 日（星期二）、DA$B 年 $A 月 DD 日（星期
二）。看船地点：上海市崇明大东船厂锚地（凭看船证明上船勘
查）。

#、拍卖保证金支付截止时间：参加竞拍者于 DA$B年 $A月
D!日 $%WAA时之前支付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DAA万元。

保证金人民币账号：上海产权拍卖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茶陵
支行 B$%&Q#FAAAA#$&B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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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奥列格（*+,- ./01203*4）、亚历山
大 （*+,35/678 78/0）、弗 拉 基 米 尔（4*+*70908

38/412,63*）、安德烈（/678:0 ;<3/+*4）、普利和德克
（4*+*70908 =8032*73*）与被申请人密斯姆航运公司
（9/>:9/ 52:==:6- ?@4@）船员劳务纠纷一案，本院诉前保全
对被申请人密斯姆航运公司（9/>:9/ 52:==:6- ?@4@）所属

的荷属安第列斯藉“9/>:9/”（密斯姆）轮予以扣押。因船舶扣
押期间届满，被申请人密斯姆航运公司未提供担保，扣押
“9/>:9/”（密斯姆）轮产生的看护等费用日益扩大，影响各方
的利益，已不宜继续扣押船舶，本院决定强制拍卖该轮。本院现
已成立“9/>:9/”（密斯姆）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DA$B 年 $A 月
BA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C号上海海事法院对该轮进行
公开拍卖。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公告
XDA$BY沪海法商初字第 $A&DF$A&%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拍卖船舶通知书
ZDA$EY沪海法商初字第 $A&DF$A&%号

莫言“风雨故人”访台湾
乐 天

星云法师与莫言对谈

图片来源：
中新社

台湾乱在小圈里

香港小学生书包
平均超过4公斤

据新华社香港电 新学年伊始，有机构对 !#"

名香港小学生书包称重的结果显示，书包平均重量
高达 $)"%公斤，平均超重 &$)$+。

调查活动由民建联在深水埗及大埔进行。参
加调查的 !#" 名学童，平均体重为 !,)" 公斤，这
意味着平均书包重量不应超过 !)," 公斤 （不超出
体重的 $[$A）。但结果显示，学童书包平均重量
为 $)"% 公斤，比 !(## 年的平均 ")%$ 公斤大幅增
加 #'),+。在受访学童中，甚至有书包重达 &)!

公斤。
民建联家庭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泳舜建议，教育

局应资助学校购买“共用课本”，大量购入部分科
目的课本，存放在学校供学童使用，以减轻学童需
要购买及携带的课本数量。

!

台湾在线

!

记者观察

先试销后“扎根” 展销网购“通吃”

看“台湾制造”如何闯大陆
本报记者 李炜娜

香港一项研究称
网瘾愈大愈寂寞

本报电 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城市大学
一项研究发现，上网时间愈长、网瘾愈大的人愈容
易感到寂寞，每日上网 &至 $A小时的严重网瘾者，
寂寞感愈高。

城大媒体与传播系向 E%$名年龄介乎 $&至 EC

岁学生进行追踪研究，包括两次问卷调查，查询学
生的生活状态、情绪，以及上网习惯。参与研究的
副教授姚正宇表示，追踪数据显示，上网时间愈
长，并有网瘾的受访者，愈容易感到寂寞及沮丧，
这证实沉溺网络与寂寞有直接关系；相反，寂寞的
人不一定会有网瘾。长期上网，若不是有网瘾，而
是有工作和学业需要，亦不会因此寂寞。

姚正宇表示，如果每日上网 & 至 $A 小时，寂
寞感会愈高，“每日扣除睡觉及上网，都无时间同
人接触，只有上网排解寂寞，结果会造成恶性循
环。”他指出，网络上的聊天功能，虽可与网友交
谈，短时间有很多朋友，但难以取代面对面的正常
社交，建构不到人际网络支持。

“中国好声音”
将在红馆开唱

据新华社香港 ! 月 "$ 日电 （记者赵菁菁）
“中国好声音演唱会·香港站”## 月 # 日将登陆香
港红磡体育馆（红馆），届时将有 #%位“中国好声
音”第一季和第二季的人气学员在红馆开唱。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学员李代沫、郑虹、大

山、黄一，第二季学员朱克、毕夏和来自香港的钟
伟强 !"日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歌手
们都表达了对即将登上红馆演唱的兴奋和期待。李
代沫表示，在红馆登台演唱对于每一个歌手而言都
是人生一大幸事，希望有好的表现。

香港的“音乐老顽童”钟伟强表示，在红馆看
过很多次演唱会，但从未有机会登台。此次能够有
机会在红馆表演，非常兴奋，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
高水准的演出。

澳门公布立法会选举最终结果

重力平衡
技惊香港

! 月 "" 日，香港皇室堡邀请韩

国知名重力平衡大师 8\]U^ ?^_G进

行重力平衡术公开表演。8\]U^

?^_G 可将任何物品维持在“绝对的

中心”，做出各式各样的平衡绝技。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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