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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逾半民眾支持共同保釣
認同採用軍事手段 冀南海攜手合作

蔣友常再婚 秘娶瑜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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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APEC代表 連戰「5連戰」

《兩岸文創力調查》在京啟動

台人金融知識 亞太居冠

綠營選舉涉黑 陳菊形象重傷

■台北市小學生19日在校內體驗農夫耕作的辛苦，

小朋友們頭戴斗笠，手拿鐮刀，赤腳踩入泥土，體

驗農夫稻穀成熟時的採收作業。 中央社

粒

粒

皆

辛

苦

香港文匯報訊　面

對日本一再在釣魚島

主權問題上玩火，兩

岸媒體近日首度進行

的「同步民調」結果

顯示，兩岸都有超過

半數的民眾支持兩岸

在釣魚島主權爭議上

攜手合作，更有超過

九成的大陸民眾及四

成的台灣民眾支持採

取軍事手段保釣。專

家分析，民調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兩岸民

意，保釣行動有利於

增進兩岸對保衛中國

固有領土的決心。

針對釣魚島主權爭議，台灣《中國時報》旺旺
中時民調中心與大陸《環球時報》環球輿情

調查中心使用相同的問卷，在台灣與大陸兩地，
進行了首次的「同步民調」。環球輿情調查中心於
14至16日，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西
安、長沙、瀋陽7個城市18歲以上民眾進行電話訪
問，有效樣本為1,502份；旺旺中時民調中心則於
16、17日兩天，成功訪問1,515位年滿20歲成人。

保國衛土 民眾樂觀其成
據中通社報道，比較調查結果發現，台灣民眾

關心釣魚島爭端的比例遠低於大陸。46%的台灣
民眾關心釣魚島事件發展，大陸民眾卻有81%關
注此事。
對於採取軍事手段保衛釣魚島，台灣民眾只有

41%支持採取軍事手段保釣，大陸民眾卻有高達
91%的人，贊成為此不惜和日本進行軍事對抗。
至於兩岸對保釣是否應該合作，雙方民眾多樂

觀其成。52%的台灣民眾支持兩岸在釣魚島主權
爭議攜手合作，大陸民眾更有85%支持兩岸共同
保釣。
除了在保釣合作外，兩岸民眾也多認為應該在

南海議題上合作。台灣民眾有48%認為兩岸可在
南海等對外領土糾紛中攜手，大陸民眾更有79%

覺得兩岸應該合作一致對外。

專家：民調反映兩岸民意
對於這一民調結果，中國商務部研究院日本問

題專家唐淳風認為，中國自古就不是窮兵黷武
者，兩岸民眾比較成熟，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和
平局面；而日本首相野田目前採取的行動某種程
度上等同宣戰，必然招致受害方強烈反彈，兩岸
民情中有不少贊成軍事手段解決釣魚島問題，是
一種必然。他指出，任何時候與中國為敵，都是
日本戰略極其錯誤的方向，日本不會在和中國的
對抗中佔到便宜。

據中通社電 上周末(15日)舉行的民進黨全代會
選舉爆出「黑道壓陣」事件，矛頭直指高雄市
長陳菊派系，「花媽」19日終於打破沉默，以
一句「黑道又沒有寫在臉上」首次回應涉黑事
件。並認為要「虛心檢討、自我反省」。
新當選的中執委洪智坤16日爆料，點名指控

菊系支持的李清福利用黑道勢力介入黨內中常
委改選，轟動整個民進黨。黨內18日消息指，
洪所說的「黑道」是綽號「茶仔傑」的高雄市
議員黃俊傑、高雄市兵役局長趙文男等人，民
進黨中央也表示，已受理洪智坤的檢舉，將循
機制調查。

黨內就此議論紛紛之時，陳菊19日上午終回應
事件，指當天人很多，「黑道又沒有寫在臉
上」，不知道誰是黑道，也不認識黃俊傑。陳菊
說，她當時只上台呼籲大高雄團結，其餘都不知
情；她也說洪智坤曾是市府團隊，她相信民進黨
黨內會有調查機制，整個事件靜待調查結果。
媒體19日引述高雄市民進黨人士稱，是場風

波直接影響到陳菊在高雄市的形象與權力佈
局。事件不僅破壞陳菊多年來辛苦建立的親
民、正面形象，而且更摧毀了台灣民眾對民進
黨的信心。日後將看陳菊如何善後，否則高雄
市極可能重掛藍旗。

香港文匯報訊 萬事達卡公司昨天發佈
亞太地區金融知識指數，台灣在14個地區
中和新西蘭並列第一，台灣人了解自己的
金融狀況，也對退休生活較有準備。
台灣「中央社」報道，萬事達卡在今

年4月下旬到6月中旬間，訪問了亞太14個
地區、6,904名年齡介於18到64歲的民
眾，從基本理財技巧、投資觀念以及金
融計劃3大面向，了解民眾的金融知識程
度。
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和新西蘭在亞太地

區中並列冠軍，香港、澳大利亞和新加坡

排名第2，第3則是馬來西亞。
調查指出，香港人、台灣人和中國大陸

人在投資觀念上領先群雄，這3個地區的
民眾了解自己的借貸狀況，也理解一些有
難度的金融概念，像是分散投資和通脹。
韓國人、台灣人和越南人有儲蓄的習

慣，而且和其他國家相比，這3個地區的
人對退休生活較有準備。
有趣的是，調查發現亞太14個地區中，

有10個地區的女性，金融知識比男性還
好，菲律賓的女性比男性分數高出9%，
越南和馬來西亞分別高出6%和5%。

香港文匯報訊 台政府
官網18日宣布，馬英九已
決定敦請「前副總統」連
戰，第5度擔任台方APEC
領袖代表，出席第20屆
APEC經濟領袖會議。
第20屆亞太經合組織

（APEC）經濟領袖會議，
將於9月8日至9日在俄羅
斯海參崴舉行。值得注意
的是，大陸方面國家主席
胡錦濤也會出席這項會
議，預料仍會有1場「胡
連會」。
據台灣《旺報》報道，

馬英九認為，連戰已連續4年代表台灣出
席APEC經濟領袖會議，嫻熟APEC運
作，且能精確掌握島內政經脈動，與會
之卓越表現有目共睹，因此決定再度敦
請連戰為今年台方領袖代表。
本年APEC主題為「整合推動成長，創

新促進繁榮」，四項優先領域為貿易暨投
資自由化及區域經濟整合、強化糧食安
全、建立可靠供應鏈及促進創新成長，連
戰將就APEC各會員體關切議題、亞太經
貿發展及全球經濟情勢與各會員體領袖廣
泛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由
兩岸學者共同參與的《2013兩岸城市文化
創意競爭力調查報告》18日在京啟動。此
次調查涵蓋兩岸42座城市，將通過文化硬
實力與文化軟實力評估模式，對兩岸城市

文化競爭力進行測評，最終調查結
果將於2013年1月正在公佈。
此次調查由台灣「亞太文化創意

產業協會」推動，將由兩岸學者共
同參與完成。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
會理事長陳立恆表示，大陸在「十
二五」計劃中提出要以文化強國為
執行重點，希望此次調查能讓兩岸
城市因經濟而強大、更因文化而偉
大。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向勇
副院長則認為，希冀通過調查能讓
兩岸清楚文創立市、文創立國的具
體執行方向。

據悉，在此前公佈的《2011兩岸城市文
化創意競爭力調查報告》中，上海、北
京、杭州分列兩岸城市文化競爭力排行前
三名，台北市位列第五。

據中通社電

台北消息：蔣
介石家族第四
代傳出再婚喜
訊，島內媒體
19日爆出，蔣
經國之孫，蔣

孝勇之子蔣友常（見圖）今年6月與
台灣瑜伽老師郭秋君結緣，據悉兩人
已公證結婚，9月份將在士林官邸凱
歌堂舉行婚禮。
這是蔣友常的第二段婚姻，他2007

年與相戀4年的香港珠寶設計師陸敬

賢結婚，更曾一度移居香港，但兩人
婚姻不到9個月就宣告結束。而在蔣
友常密婚事件曝光的同時，其前妻陸
靜賢也已經找到自己的幸福，在臉書
(Facebook)分享婚紗照，2人各自找到
另一半。
據其友人表示，蔣友常的妻子郭秋

君頗有時尚感，職業是瑜伽老師，在
台中瑜伽教學多年，蔣友常也是瑜伽
愛好者，2人有共同興趣，因此喜結
良緣。據悉，兩人低調相戀，直到早
前被八卦雜誌拍到兩人在深夜於台北
街頭熱吻，戀情才被曝光。

據中通社電 「陳水扁」三字
連日來雄踞華聞媒體的版面，先
是傳出他曾3次在獄中自殺不
遂，其後他又否認並豪言「我心
不死」。對於阿扁「一時要死，
一時要活」，各種分析均認為，
扁並非真的想自殺，而是利用挺
扁勢力發起輿論攻勢，旨在達到
讓自己保外就醫，重獲自由的目
的。
民進黨「立委」許添財17日

說，阿扁出現「創傷壓力症候群」
及「重郁症」，至少三次自殺，
其中兩次絕食、一次撞牆；醫師
柯文哲更是危言聳聽，他預言，
陳水扁如果再關四年，「不是病
死，就是自殺身亡。」消息一度
轟動台灣。但隨 台北監獄的否
認，阿扁及其子女又先後表明
「我心不死」，不會再自殺等立
場，新聞報道至此又一次「急轉
彎」。
細心觀察事件就不難發現，當

「三度自殺」鬧劇開場之前，民
進黨就已「配合演出」。該黨主
席蘇貞昌日前就已公開表態支持
陳水扁應獲保外就醫的權利，該
黨發言人林俊憲18日更呼籲社會
各界應對馬英九施壓。島內媒體
至此發現，「這才是阿扁『自殺』
的目的所在！」
島內媒體19日坦言，陳水扁對

於台灣社會來說，是個具有潛在
殺傷力的「政治炸彈」，需要現
任領導人馬英九用政治智慧來化
解。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消
息，2012年才剛過一半，
兩岸三地卻早已開始灑重
金為年底的跨年演唱會找
歌手，過去台北的跨年晚
會是歌手的夢幻戰場，但
隨 大陸電視台出手豪
邁，預估台灣的大牌歌手
都西進撈人民幣。
今年搶人戰提前至3、4月開打，主要原因還是

在於跨年活動受到年輕人喜愛，但卻因大陸場次
多，出手又比台灣活動單位闊綽，讓不少台灣歌
手西進大陸跨年。
據悉，羅志祥、蕭亞軒與楊丞琳等歌手，既能

唱又能跳，加上在大陸知名度又高，成為跨年活
動的搶手貨，但目前還未決定落腳何處。至於
「亞洲天團」五月天，去年在北市府前與台灣歌
迷跨年，今年據稱會在高雄。

藝人西進撈金 跨年活動歌手荒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報道，出外最
怕生病，還怕遇上個「雞同鴨講」的海
外醫生！台灣一名28歲的妙齡女子今年
春節期間，與先生前往印度蜜月旅行，
沒想到水土不服，沒多久就感覺腹部劇
痛，緊急送往當地醫院，印度醫生判斷
為急性盲腸炎，要立即開刀割除盲腸，
由於語言溝通只靠英文，儘管覺得症狀
不像，女子當下也不敢提出懷疑，挨了

一刀之後，人還是痛到不行，經國際
SOS安排轉診其他醫院，才發現其實是
腎臟結石。
國際SOS總經理陳楷植說，每個月國

際SOS醫療團隊都要處理上千件因溝通
不良、看診障礙引發的海外醫療糾紛，
而分析去年接獲的12萬5,000通海外醫療
協助案件電話，高達45%都是出遊發生
「看診障礙」。

台女遊印入院 腎痛錯割盲腸

據中通社日電 台灣復興航空一架從
桃園飛日本北海道的班機，日前被機上
乘客發現右邊機翼的襟翼上勾了1條白
色抹布，飄洋過海飛了3,000公里，降落
日本後才被取下，看到的乘客驚嚇不
已。
事後有乘客將訊息在網絡上發佈，台

灣民航局官員得知後相當震驚，要求復

興航空交報告。民航局官員表示，初步
了解是復興航空地面維修人員12日執行
飛機液壓器檢查時，不慎將抹布遺留在
襟翼上，後來襟翼收進機翼中，抹布也
就藏起來勾住襟翼，跟 飛上天。
台灣民用航空局18日證實，初步調查

是工作人員的疏忽；復興航空同日也發
出道歉聲明，坦承內部疏失。

機翼勾抹布飛千里 台航道歉

新 聞 簡 訊

■「胡連會」對台海局勢和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了重大

影響。 資料圖片

■近日，台海巡艦艇在釣魚島海域與日方公務船對峙，圖為日船派3小艇擬登檢保釣船。台保釣

人士在到達釣魚島時揮舞五星紅旗（左小圖）。 網上圖片

■高雄市長陳菊談到黨職改選問題時

說，要反省檢討。 中央社

■外界預估今年跨年大牌歌手

將前往大陸撈人民幣，台灣場

次沒大牌。圖為羅志祥、蕭亞

軒(小圖)。■2013兩岸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調查報告啟

動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