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环球万象责编：陆秋明 版式：陈捷钧

2018年4月20日

电话：（0591）87873681

E-mail：fjqb09@126.com

港港

澳澳 台台 之之 窗窗

“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还剩下
很多特殊又美丽的东西不知道放哪
好，于是他把它们一股脑放在一起，
组成了智利。”

沿着南美洲的西侧，智利的国
土从南到北绵延4352公里，是世界
上最狭长的国家，沿途囊括了冰川、
海洋、沙漠、高原、雪山、湖泊……

圣地亚哥：热恋般的火热之都

于盛夏前往圣地亚哥，正是感
受热情如火的南美的绝佳时机。

以欧洲文化为主流的城市，往
往都有丰富的广场和教堂，圣地亚
哥也是不例外的。著名的武器广
场、圣地亚哥大教堂、圣母山都是游
客的必去之处。

但若想更深入探访圣地亚哥的
历史，不如爬一爬圣卢西亚山——
市中心一座具有独特历史的小山
包。这里是圣地亚哥城最早的雏
形，1541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维迪
亚在这个位置修建了西班牙于南美
大陆的第一座炮台，山下也同时开
始筑起第一批住宅区。

而想要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
在圣地亚哥首当其冲一定不会错过
的，就是去逛当地的市集。

Tirso De Molina 食品市场
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是当地人买
卖水果、奶酪、蔬菜和海鲜的聚集
地。这里的水果种类多到眼花缭
乱，色彩缤纷热烈，让人看了便能新
生欢喜。更叫人喜出望外的，是水
果价格便宜到让人惊诧，将货币换
算再四舍五入之后，简直实惠到像
吃了一顿“霸王餐”。

寒风呼啸的南极入口

蓬塔阿雷纳斯，是多数旅人启
程去往南极的开端。顺着狭长的国

境，从首都圣地亚哥乘坐了 3.5小
时飞机才最终到达了这座世界上最
南端的城市。

它是除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以
外，唯一能出行至南极的港口，因此
这座小城也成为赴南极的各类科考
船队的补给站。

除了科考船外，如今还有越来
越多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游轮乘客
和徒步旅行者，他们开始慢慢取代
昔日的探险家、科考人员与水手，成
为港口上常见的风景。夏季前往此
地，城市的日照时间特别漫长，约有
20个小时是白天，直到深夜，太阳才
沉入大海，几乎没有夜生活了。

虽然同是夏季，这里却因毗邻极
地，狂风咆哮、温度骤减，与圣地亚哥
相比，呈现出完全极端的另一种面
貌。蓬塔阿雷纳斯的大风时速最高可
达130km/h，在夏季尤为明显，甚至
于瘦一点的姑娘，都会有被突然吹起
的强风卷走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城
市的建筑之间通常会架起一些绳索，
正是为了帮助行人在大风中通行。

城市还中有一尊纪念麦哲伦的
纪念碑，传说在出海前，只要亲吻或
触摸雕像的脚趾，就能获得幸运，重
新回到这里。因此摸一摸这尊雕
塑，也成了前往南极的探险家和游
人都要完成的“任务清单”。

百内公园：世界最美景色之一

真正的旅行最是为了在悠然的
大自然中追随“源本初”，让灵魂和肉
体回到平衡值并得到供养，那么位于
智利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百内国家
公园是你去了一定不愿说再见的地
方，只因在这里，每一眼都似天堂。

隐 身 于 安 第 斯 山 脉 南 端 和
patagonia 之间的智利百内国家
公园，其名字意为“蓝色的百内塔”，

即指此地的山水之秀丽。公园内一
步一景，是将雪山、冰川、峡谷、森
林、草原、湖泊、瀑布、溪流等等众多
自然奇色景观汇聚一堂的美艳之
地。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
为“世界最美景色”前五名“50个一
生 必 须 要 去 的 地 方 ”之 一 ，更 于
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之一。同时，这
里还有着全球最顶级的野外徒步路
线，几乎是每一个旅行者踏足南美
洲的必经之地。

徒步、在塞拉诺河上玩皮划艇
或者野生动物摄影、游览格雷冰川
都是游览公园的绝佳方式。其中又
以徒步最应体验，而徒步路线也因
从夏到冬的自然景色可以灵活地分
为 W线和 O线这两种徒步路线，W线
更适合缺少徒步经验的新手。

两条路线分别可以正向逆向行
走，从吐蕊的新芽，到即将融化的湖
泊再到远处的雪山，徒步路上的绝
美景观，总叫人不由屏息静气，此刻
一切文字皆苍白，只想闭眼感受难
以描绘的心之所至的震撼。在智利
有如此天境，也怪不得聂鲁达会说：

“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
大海喝干。”

但是前往百内的路途实属不
易，你需要从国内乘坐漫长的航班，
跨越整个大洋来到智利首府，再由
首都圣地亚哥直抵南端的蓬塔阿雷
纳斯，最后在汽车上辗转数个小时
才能抵达国家公园。真可谓历经千
山 万 水 ，“ 穿 越 大 半 个 地 球 来 见
你”。而类似于此般“不付出一些辛
劳，便难以收获美景”的规则，在百
内国家公园里比比皆是。

尽管辛苦，当你的双眼饱览周
遭美景后，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潘那白）

香港“购物天堂”重现活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
统计处近日发布的最新零售数据显示，今年 2
月，香港零售业总销售额的临时估计值为 452
亿元港币，同比上升 29.8%。这也是自 2010
年 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今年头两个月的合计
零售额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15.7%。继去年结
束 3年低谷期、出现回升之后，2018年香港零
售业在一片上扬声中开局，“购物天堂”重现活
力。

在具体类别上，内地游客最喜欢购买的珠
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售额在今年头两
个月增幅最大，达 21.0%；其次为服装，上升
19.5%。

10秒内准确建构人体体形及尺寸
香港理大新科技让网购衣服更轻松

据新华网报道 香港理工大学近日宣布，
该校开发的智能三维人体建模科技可在5－10
秒内凭两张全身相片，建构相中人准确的体形
和尺寸，使网购衣服的过程更轻松容易。

香港理工大学此项新技术由该校纺织及服
装学系副教授莫碧贤及该学系博士毕业生朱帅
印研发，结合尖端的计算机图形和视觉科技，能
准确撷取使用者的三维体形，以及50多项人体
不同部位的尺寸，若相中人穿紧身衣服，系统建
构模型的体形与尺寸和实际的体型与尺寸，仅
相差少于1厘米；若相中人穿宽松衣服，差异则
少于2厘米。

申请来大陆就读大学
台生增加两三倍

据人民网报道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发言人马晓光近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虽然
近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发生了变化，但台湾青年
在大陆就学、创业、就业、生活或者有意愿来到
大陆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申请到大陆高校
就读的学生数量就比去年增加了两三倍，且都
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这说明大陆的发展进步和
发展机遇在台湾年轻人中越来越有吸引力，说
明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生活、工作提供同等
待遇的便利措施，越来越受到台湾青年的欢迎，
这样的趋势还会发展。

李敖长女：
台北很多地方连大陆三线城市都不如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知名作家李
敖的长女李文长期定居北京，日前她搬回台湾，
在返台后待了3个星期，还是不太习惯，她表示
台湾可以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老”。李文还用

“旧了，穷了，没活力了”等一连串词语形容如
今的台湾。

“台北很多地方连一个大陆的三线城市都
不如”，李文说，台湾人小鼻子小眼睛，小家子
气，不国际化，小岛情怀严重。

猴害频传 冲击台民生计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各地猴害频
传，被列为保育类动物的台湾猕猴屡见闹捷运、
攻击学生与机车族等情事。猕猴不只影响到生
活与安全，猕猴偷吃农作物，破坏农田，更直接
冲击农民生计。

近日台湾屏东满洲乡农民不堪长期侵扰，
农损求偿无门，乡公所还宣布自力救济组农园
守护队，将以合法猎枪“吓击”驱离猕猴。学者
直言，防治猕猴是长期抗战，台湾“林务局”最
近也推出猕猴防治手册，希望帮助无助的农民
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地驱猴、防猴。

踏踏上上世世界界最最狭狭长长国国土土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 加拿大移民部提供的中国
移民申请统计数字显示，移民部在2017年时收到来自
中国的申请高达 3.2276万人，较 2015年的 2.5120
万人大幅增加28.5%，这令中国的移民申请继续保持在
全球第二位的地位，仅次于印度。

另一方面，由于探亲签证容易获得，祖父母们的移
民申请也呈现下降趋势。

在不同移民类别的申请方面，申请最多的仍是经济
类别，去年中国经济类申请达到2.3549万人，这些经济
类别包括各种技术移民、商业移民及各省推荐移民。根
据计算，去年中国经济类申请较2015年增加61.7%，经
济类别更是所有类别当中，增加最快速的一类。

在2017年的中国经济类别申请方面，又以省推荐
移民申请最多，其中透过“快速移民”系统申请的省推荐
移民有1946人，不属于“快速移民”的省推荐移民有
8724人，而加拿大经济类移民（CEC）则有5245人。

统计显示，来自中国的家庭类别申请则呈现
减少的趋势，较 2015 年减少 13.4%，

2017年只有7950人申请家庭类别。其中父母及祖父
母有2542人，配偶有5080人。

移民律师李克伦分析，2017年的申请数字显示，仍
是有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想移民到加拿大，但他对于最后
能够顺利取得移民资格的人数，则较难预测。他说，以
经济类的移民为例，那些已被省提名的申请，有近九成
会通过申请，但其他类别的申请，则不一定能够得到核
准。

至于父母及祖父母申
请减少 32.3%的原因，他
认为，这与中国的父母可
以拿10年签证前来探望子
女与子女团聚有关。他
说，中国父母除了可申请
超级签证外，还可以申请
程度更为简单的10年期签
证，这令他们并不需要申
请移民，即能来探望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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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申请移民加拿大人数中国人申请移民加拿大人数
22 年 升 近年 升 近 33 成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