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

院」院會

19日預計

處理核四

公投案議

程，但朝

野「立委」

互槓，佔

據 主 席

台。

中央社

A 21 ■責任編輯：周萬仰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聞新中國新聞

蘇貞昌黨內地位漸失
任期過半政績慘淡 台媒預測其政治生涯將盡

由於民進黨18日爆出引黑道入黨固鐵票的
醜聞，矛頭更直指蘇貞昌，再加上兩岸

議題又讓謝長廷專美。19日島內各主要媒體似
已看到明年的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將是蘇貞昌
的「政治終點站」。《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
長吳子嘉19日甚至發表專文，點名蘇貞昌在一
年任期內「用盡各種方式，證明自己是個不該
被期待的人」，文章促請黨人應「齊心挺英(蔡
英文)」，民進黨才有望在2016年重新執政。

「四大天王」紛部署爭黨主席

綜觀島內主要媒體言論，形象清新的蔡英
文、佔據兩岸議題的謝長廷都比蘇更適合接下
民進黨主席之位。黨內人士透露，雖然蘇意在
連任黨主席並力圖染指2016大選而一圓「登頂
之夢」的意圖十分明顯，但蘇自去年接手主席
以來風波不斷，最新一件在日前遭揭發地方黨

部引入大量疑似黑道分子入黨，引發「政黑結合」
的疑雲，頓時轟動整個民進黨，乃至整個台灣社
會，吳子嘉坦言，這已重創蘇貞昌的形象。
媒體19日引述民進黨內部消息指出，明年黨

主席改選，不僅是在七合一選舉提名取得主導
權或發揮影響力的戰場，更是直取2016大選提
名權的重要一戰，坦言有意更進一步的民進黨
人，明年黨主席一戰「不能錯過」。民進黨的
黑道入黨風波，就被指是蘇貞昌在為明年的黨
主席累積鐵票，以期幫助自己在黨內投票中可
勝出其他對手。該黨核心成員稱，目前呂秀
蓮、游錫 、謝長廷、蔡英文及蘇貞昌等各方
大老均已直接或間接部署黨主席改選，但蘇貞
昌的優勢除「在任」之外已不顯見，坦言蔡英
文、謝長廷更具勝算。
《中國時報》19日預期，蘇、蔡將再有一

戰，去年大選敗選後人氣仍維持不墜的前主席

蔡英文，猶如鴨子划水，雖尚無組織性的招募
黨員計劃，但她另闢蹊徑，陸續安排基層參
訪、海外出訪行程，蓄積社會能量，因此蔡即
便不投入黨主席選舉，仍能對蘇的黨務領導及
大選之路構成極大威脅。文章引述新潮流系一
位不願公開姓名的幹部稱，蘇有意連任黨主席
是毫無疑問的，但透過好友柯建銘積極招募黨
員，顯示蘇已意識到自己的連任之路恐難如去
年輕騎過關。

「蘇蔡之爭」極可能重演

被認為是民進黨「親密戰友」的《美麗島電
子報》副董事長吳子嘉19日發表專文，同樣提
出「挺英貶蘇」的口號。認為無論從民調、個
人形象、黨內信服度等條件來看，蔡英文都比
其他各位大老勝出一籌。吳子嘉甚至還點名同
樣形象、政績都出色的台南市長賴清德充任小
英副手，組成「蔡賴配」於2016年挑戰連任的
國民黨較具勝算。
文章坦言，2012大選期間發生的「蘇蔡之爭」

極可能再度重演，但認為兩人目前基於政治考
慮，不會公開「撕破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蘇貞昌的民進黨黨主席任期過半，「中期成績單」

卻慘不忍睹！黨內挺蔡（英文）挺謝（長廷）聲浪此起彼伏。19日島內各主要媒

體似已看到明年的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將是蘇貞昌的「政治終點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受到台灣高
鐵行李炸彈客、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等案影
響，台灣媒體19日發現，領導人馬英九出席公
開活動時的現場維安明顯加強。而對於外界質
疑台灣是否有能力應對恐怖襲擊，台灣安全、
執法部門18日大派定心丸，法務部長曾勇夫更
當場允諾，3個月內端出修正版的《反恐怖行
動法》草案。

台3月內推反恐法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19
日，由廈門大學數據挖掘研究中心、廈門大學
經濟學院統計系以及台灣輔仁大學、廈門銀行
聯合發起的「2013年第一季度海西金融、旅
遊、消費信心指數調查報告」正式發佈。報告
顯示，金融、旅遊、消費信心總指數連續5個
季度回升，但受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陸續出台的
房地產新「國五條」細則影響，政府調控的決
心與力度使得房地產市場繼續處於膠 狀態，
海西居民對於耐用品投資和房地產購買依舊持
觀望態度。
調查結果顯示，2013年第一季度，海西金

融、旅遊、消費信心總指數97.38點，較去年
第四季度上升0.64點，同比上升4.57點，指數
值按季逼近樂觀區域。種種跡象表明，海西居
民對未來半年經濟發展的總體看法日益樂觀，
海西地區正處於復甦進行時。

海西消費信心指數5連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48歲女
子葉利芬訴請與大陸廣東省梅縣47歲男子吳慶
春離婚，昨天在廣東梅縣法院開庭時，吳慶春
突然向原告丟爆裂物，再用水果刀刺倒，葉利
芬當場死亡。
報道指出，梅縣法院下午3時開庭審理時，

吳慶春突然向原告葉利芬丟出爆炸物，用水果
刀將她刺倒在地，又在身旁引爆另一爆炸物，
致葉利芬死亡，造成葉利芬的姐姐受輕傷。
行兇後，吳慶春遭到逮捕。
葉利芬6個月前就已經提出離婚，不過當時

敗訴。再度提出離婚訴請，卻沒想到在法院遭
遇慘事。

台女訴離婚 粵法庭被炸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TVBS新聞報道，不少女性
出門前總是會黏貼假睫毛，然而這時就得倚靠
黏膠，才能牢牢地將假睫毛黏貼在眼睫毛根
部，但這種會直接接觸皮膚的黏膠，裡頭卻被
驗出含有禁用成分甲醛。桃園檢方估計有5千
支從美國平行輸入的假睫毛膠流入市面。
據悉，嫌犯從美國平行輸入假睫毛膠，裡頭

卻含有防腐劑甲醛，由於甲醛有強烈刺激
性，會導致皮膚脫皮紅腫，引發過敏性皮膚
炎，嚴重還會讓細胞癌化，在美國規定能有
限添加，但台灣卻是禁止使用，桃園檢方查
扣近100支睫毛膠，不過，初步估計有5千支
已經流入市面。

5千支致癌睫毛膠流出市面

兩岸快訊

隔 海峽看老蔣
我去了國父紀念館和蔣中正紀念堂，那裡給我留下

不完全一樣的感慨，使我對他們的建國治國思想有了

進一步的認識，也終於明白中華民族的宿命，「天行

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個人品德在歷史勝負成

敗上的作用甚至相當有限。

國父紀念館像一頂巍峨的古代冠冕，前面的屋頂高

高翹起，門面非常寬大，跨上幾級台階就可以進入一

個四五層樓高的大廳，正中有個孫中山的坐像，看上

去是銅的。他要比普通人高大很多，也許蘊含 他是

個偉大的人物。這個銅像在一人多高的座基上。基座

的兩側是兩面中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基座前面刻

一段由右向左的金色大字，估計是總理遺言。基座

的兩邊有兩盆芭蕉樹，前面有一排花。座基的前面是

一大塊紅地毯，兩邊站 兩個與慈湖一樣的士兵，他

們孔武有力，眼皮不眨，紋絲不動。在大廳後面的白

牆上兩邊有 兩幅很大的畫，看得出是在介紹孫先生

的革命業績。站在這個大廳中，很能感受孫先生建立

民國的艱難和不易，還有三民主義建國理念的深刻和

符合歷史趨勢，不管是「聯俄，容共，扶助農工」，還

是「軍政，訓政，憲政」，只是大陸官方認定，中華民

國國祚不長。

大廳的兩邊是陳列室，擺 抗日戰史，除了各種實

物和照片外，最讓我震撼的是所有戰役的匯總，其中

22個是國民黨打的。其規模，殲敵數量，戰爭的慘烈

程度都遠遠超過了我們的許多描繪，但是，我們只知

道蔣介石不抗日。歷史的真相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這不能不讓我感歎國民黨不會宣傳。台灣的朋友用恨

鐵不成鋼的口吻說，就是呀，到現在還是這樣，做了

好事也說不清楚，所以才有民進黨在選戰中的得利。

我們從大忠門進入蔣中正紀念堂，這是個白牆藍頂

的建築，下面是很高的牆面沒有門窗，上面蓋 兩層

八角形藍色琉璃瓦的飛簷，頂尖是黃顏色，下面有兩

層平台。正門兩邊的台階很有氣勢，中間有個有 雕

刻的斜坡，與天安門金水河台階中間的斜面很是相

似。站在拱形大門可以看見正面大門的牌坊，它有五

座門，每座門上都有個藍色琉璃瓦的飛簷，中間門最

高大，門匾上寫 自由廣場。據說原本是大中至正，

與另外兩個大忠門和大孝門遙相呼應，呵成一氣。後

來被陳水扁改了，為了避免往後政黨每次輪替便淪為

政治操作，改來改去，只能聽之任之。這就可惜了原

本與傳統文化一體化的結構，破壞得不倫不類了。進

入牌坊，有兩座黃頂紅柱的古典式建築，一是音樂

廳，另一是戲劇院。與中正紀念堂組合一起，加上一

個很大的廣場，形成很有氣勢，甚至讓人有些震撼的

建築群。

紀念堂有個拱形的正門，進門就可以看見穿 長衫

的蔣先生坐在那裡，基座的兩邊是青天白日旗，下面

也沒有擺放花，只是在基座上刻 蔣先生的遺囑，

「自余束髮以來⋯⋯無時不以耶穌基督和總理信徒自

居⋯⋯」後面牆上自右往左鐫刻 「倫理」，「民主」

和「科學」6個大字，下面各有一段小字對之做出簡

要的闡述。看得出蔣先生特別注重傳統道德，他老

是穿長衫可能也是作為維護傳統道統的象徵。確實

「倫理」應該為此三者之首，因為它關係個人的修

行，而國家管理則需要「民主」，「科學」位於最

後，因為前兩者是價值觀，而後者只關乎工具和手

段。紀念堂的屋頂是個巨大的青天白日，代表 蔣

未竟的政治理想。

在這個大廳的後面是蔣先生的紀念館，裡面擺放

蔣先生的用品，從飯碗到車輛，從照片到服裝，從辦

公用品到書籍圖畫，各種各樣，應有盡有。在最後一

個大房間裡，有個蔣先生的蠟像，他坐在一個很大的

辦公桌前辦公，兩排沙發是接待客人用的。這個很大

的辦公桌對 客人的一面也有抽屜和扶手，據講解員

說，是蔣先生為了緩解客人的緊張，讓他們感覺在自

己辦公室一樣而訂製的。最令我驚訝的是，兩邊櫥窗

裡掛 的花卉國畫都是宋美齡畫的，據說很有名家的

功底和才氣，東方女性雍容華貴的氣質隱約畫上。難

怪在開羅會議上，她贏得了羅斯福總統的很高評價，

並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對華援助。只是非常遺憾的

是，我們這廂沒有給她充分應有的評價。

從人品道德上講，蔣一定有他的過人之處，至少追

隨蔣的人，哪怕是犯上作亂的都能得以善終，更不用

說其他袍澤下屬了。然而，蔣還是只能在小島上了此

一生，可見，個人品德未必是歷史選擇的主要依據。

也許對個人的評價都會隨 時間的推移而「雨打風吹

去」，但必須讓平和公允永遠存在，惟其如此，才能避

免歷史的悲劇重演。（二之二）

■胡海鷗 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MBA主任

2011/11/30 刊於《旺報》

馬：台治安好 兩岸滅罪協議有功

扁戒護就醫7月 北榮呆帳逾3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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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法務部昨天說，前「總統」陳水
扁移往台中監獄培德醫院治療，
培德設立療養專區，並開放不限
次接見親友，這是島上獄政史上
首例。
陳水扁去年9月21日到台北榮總

戒護就醫，診斷後認為陳水扁罹
患非典型帕金森症、結巴性語言
障礙（口吃）、大腦輕微萎縮，有
重度憂鬱症等。
北榮主治醫師周元華本月初提

出出院建議，認為陳水扁病況有
家屬支持是非常重要因素，建議
讓扁居家療養或轉到離家較近醫
院照護，如果扁回北監，自殺風
險高。
法務部上午召開記者會表示，

培德醫院為營造溫馨氣氛，特別
規劃療養專區，佔地243坪，環境
寬廣幽靜、綠意盎然、陽光充
足，陳水扁房舍9.2坪，「這是其
他受刑人不可能享有的處遇」，也
是島上獄政史上首創。

香港文匯報訊 前「總統」陳水扁「閃電」被轉院，引起
綠營震撼，但最大受災戶其實是台北榮總，扁戒護就醫210
天，無辜受累呆帳超過300萬（新台幣，下同）。
陳水扁昨天凌晨被「閃電」轉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台北

榮總表示，法務部是在前天知會院方這項決定，院方也予以
尊重。扁在北榮戒護就醫210天，住院以及醫藥費用約135
萬，全由扁家自掏腰包，不過，院方私下抱怨「治療扁吃力
不討好」，連配合清空病房法務部也一毛不願付，光呆帳就
損失超過334萬。

轉往台中培德醫院

北榮表示，先前送給法務部的醫療報告，已建議讓陳水扁
出院，之後兩方就持續協調出院日期，法務部是在前天正式
知會院方昨天凌晨轉院，並要求院方不得對外透露。
陳水扁是在去年9月21日住院北榮檢查身體並治療，戒護

就醫長達210天，前後住過「中正樓」15樓健診中心病房以
及專門收治急、慢性精神疾患的「精神樓」2樓VIP單人病
房，每天病床費用約5,000元。

法務部只願付2隨扈費用

外界好奇，扁醫療費用花多少？院方指出，病床費用約
105萬元，而MRI、CT等精密儀器檢查約30萬，至於藥費方
面，並不貴，加上今年1月1日起受刑人納入健保，不須自
費，因此總體醫療費約135萬左右，全由扁家人自行支付。

隨扈佔床方面，北榮則對法務部頗有微詞，因為安全考
量，院方不但配合封閉整層健診中心病房，17張床全清空，
也在精神樓挪出4間病房、5張床供隨扈以及扁會客之用，並
已經「打折」，但法務部卻以「我們又沒有用」為由，只願
付實際佔床的隨扈2人費用，約63萬元，叫院方一口氣損失
呆帳334萬。
史上首次前「總統」戒護就醫，重擔落在北榮身上，院方

私下抱怨連連，認為付出成本還要接受重重檢驗，吃力不討
好，出動院內各科名醫不算，連院長林芳郁還常被叫去「立
法院」罰站、挨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高
鐵、「立委」服務處日前遭置爆裂
物，消息轟動整個台灣，台灣警方在
大陸警方配合下於4天內迅速破案。對
此，馬英九19日透過臉書（Facebook）
指出，這是台灣社會治安18年以來最
好的時光，他認為除要感謝檢察機
關、警務機關的不懈努力外，兩岸於
2009年簽定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也應記一功。
馬英九18日表示，雙炸彈案雖在12

日發生，但13日隨即就掌握嫌犯的身
份，並在16日將兩人押返回台。4天能
偵破大案，馬英九認為檢警處理乾淨
利落，能讓社會安心、民眾有感。
馬19日再於個人臉書專頁上自豪地

說，目前的台灣社會治安是自1995年
以來最穩定的時刻，當中兩大因素需
要特別點出，除了檢警的努力，還有
兩岸在2009年順利簽署《海峽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才能藉
由大陸公安部門的協助迅速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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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指蘇貞昌（左2）明年黨主席選舉勝算不大。圖為蘇貞昌19日和呂秀蓮（左

3）「立石」反對核四和核廢料。 中央社

■陳水扁19日上午已從台北榮民總醫院移往台中監獄培德

醫院治療。 中央社

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左）19日

贈送清朝宮廷畫師郎世寧的「平安春信圖」

給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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