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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傳「習馬會」路線 先祭祖後見面
指分兩階段進行 張志軍訪台是重要步驟

黃埔軍校即將迎來建校90周年。蔣經國長孫、中正文教基金會
董事蔣友松前日應邀參觀黃埔軍校舊址。蔣友松表示：「黃埔軍
校很重要，造就了很多政界、軍界人才，明年就是抗戰勝利70
年，這段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被忘記。」 網上圖片

馬英九昨日被媒體追問，張志軍赴台是否為「習馬
會」鋪路？馬英九僅笑了一下，沒有回應。

兩岸強調島內爭議非關會面
據台灣《中國時報》引述陸委會有關官員透露，「習

馬會」與兩岸事務性協商完全是不同層次。前者是由兩
岸「國安」有關部門私下探詢，後者是兩岸各自專業部
會進行。無論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談話乃至國台辦記者
會，不是強調服貿、貨貿爭議與「習馬會」無關，就仍
重申樂觀其成，雙方都有共識把近期台灣內部對於兩岸
關係的爭論，與「習馬會」做切割。
報道稱，目前北京涉台智庫流傳兩階段「習馬會」路

線圖的提法，路線圖中承先啟後的一環，就是張志軍須
訪台灣。
報道稱，「習馬會」有兩階段路線圖：第一階段是習
近平與馬英九以黨對黨身份，在香港或大陸等地碰面；
第二階段是馬英九在APEC舉行前幾天「登陸」，先回
湖南掃墓，再到上海參觀自貿區，最後抵達北京，參加
11月APEC。

衡陽曾邀馬 國台辦反應正面
據了解，湖南衡陽市市長周海濱早前在接待香港媒體
訪問團時表示，衡陽有很多台灣人，馬英九也是衡陽
人，所以希望馬英九回鄉看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曾
就此表示，「我想這是來自家鄉人民的一份樸素的感情
的體現。」
據台灣《中國時報》稱，自去年10月印尼APEC，王

郁琦與張志軍見面後，兩岸就開始推動「習馬會」的氣
氛營造。首屆兩岸和平論壇在去年10月12日在上海舉
行，特邀綠營的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吳榮義與
會。論壇最後由主辦方、時任全國台研會執行副會長周
志懷牽成發表《論壇紀要》，建議「兩岸領導人會
晤」。在場紅藍綠學者都不反對。
大陸涉台人士透露，從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
必堅3月下旬訪台出新書，5月間涵蓋大陸社科院台研所
等大陸北中南三大智庫皆出席的「第三屆愛與和平論
壇」，都私下為兩岸政治談判與「習馬會」摸底。

香港文匯報訊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確定月底

訪台之際，台媒昨日曝出「習（近平）馬（英

九）會」將有兩階段路線圖：其中一個階段是

馬英九在11月北京APEC（亞太經合會）舉行

前幾天「登陸」，先回湖南老家掃墓，再到上

海參觀自貿區，最後抵達北京參加APEC。

臨時會議程確定 綠不排除再「佔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立法院」
昨日決定臨時會議程，談話會上以57比35表決通
過國民黨團所提的26項議案，並決定從即日下午
至7月4日舉行臨時會處理。國民黨團強調，這次
臨時會主要以處理「考試院」、「監察院」人事
同意權案為主，希望能夠順利完成。至於自由經

濟示範區、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及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由於時間不足，進展恐怕有限。
反服貿團體昨早召開記者會，揚言不排除再度

回到「立法院」，「宣戰臨時會」。民進黨「立
委」黃偉哲則表示，國民黨若沒有誠意針對服
貿、示範區與監督條例等爭議性法案好好協商討

論，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所說的「激烈戰鬥」勢必
在所難免。他並聲稱，激烈戰鬥不排除任何形
式，包括場內、場外的激烈戰鬥；例如讓學生公
民團體進來，民進黨在場內呼應，說不定讓學生
再度佔領議場也不一定，「霸佔主席台已經是小
兒科，現在已經有2.0版」。

星雲大師訪湘共研佛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姚進、肖建花、董曉
楠湖南報道）台灣佛光
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一
行日前到訪湖南長沙，
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
長、湖南省佛教協會會
長聖輝大和尚共聚「湖
湘第一道場」麓山寺，
誦經講經，共促兩岸佛
教文化融合。
現年87歲的星雲大師長期以來宣揚「人間佛教」，他希望世人遇事

先自省吾身，破解心中善妒、恐懼桎梏，親善親為。聖輝大和尚表
示，希望通過此次講經法會弘揚佛教慈悲、智慧、和平思想。

「新竹米粉」含米量低改「炊粉」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行銷島內外、年產值數億新台幣
的台灣「新竹米粉」由於早前被踢爆含米量不足，這個流傳百年的品
牌名稱將於7月起改名為「新竹炊粉」。「新竹米粉」業者近日忙着改
包裝或為產品黏貼標示，有業者擔心改名可能重創外銷產值。不少老
店還是很猶豫，想等到最後一天才換。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和「立委」去年踢爆新竹米粉米含量低，有欺騙

消費者之嫌，衛生部門今年檢討決議，要求「米粉」產品的含米量須
在50%以上，才能稱米粉，否則得改名。
新竹市米粉公會幾個月來不斷討論更名問題，最近定調水煮的叫

「新竹水粉」，以蒸籠蒸熟的叫「新竹炊粉」；7月起，九成五的新竹
米粉將改名「新竹炊粉」；許多產品已用新名稱的包裝上架，註明
「調合米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綜
合報道）備受矚目的綠營台北市長
人選整合結果昨日出爐，大熱的無
黨籍台大醫生柯文哲在對比式民調
中勝出。民進黨中央將於討論後在
18日決定最終提名人選。民調結果
引發民進黨內群起反對，75歲的前
「立委」沈富雄即日宣佈參選台北
市長，前「副總統」呂秀蓮也聲言
保留台北市長參選權。
據台媒報道，在與國民黨參選人

連勝文的對比式民調中，柯民調約
勝連15%，民進黨「立委」姚文智
勝過連5%。儘管最終提名結果未
定，柯文哲儼然成竹在胸。他感謝
民進黨與姚文智的支持，讓在野大
聯盟的概念有嘗試機會。

前綠委宣布參選
落敗的姚文智表示，當初民調有

討論，如果有1人贏連勝文，另1人
輸連勝文，那就沒得爭議，但現在

他與柯文哲2人都贏連勝文，「當然
期望黨提名我，因為我也可以贏連
勝文」，更稱「如果黨不提名我，
黨主體性跟代表性會受到考驗」。
沈富雄昨午宣佈參選台北市長，

並發表5頁參選政見。他批評柯文哲
是政治素人，煮不出好吃的菜。7年
前退黨的沈富雄強調「我和民進黨
很有感情，現在民進黨到這個程度
沒有信心、沒有黨魂，我對黨外人
士很有意見。」
呂秀蓮也抨擊說，在損害黨紀與

黨格情況下，公開支持「不入黨」
的參選人，已無黨魂、變質，並質
疑民進黨內有影響力的一些人，已
背離創黨精神。她並表示自己保留
台北市長參選權，並宣佈不參選民
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連勝文昨日透過發言人表示，不

管是誰出線，都一視同仁，大家應
聚焦市政議題，理性論辯，爭取選
民認同。

柯文哲出線 民進黨內群起反對

綠營靠「政治素人」拚台北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林舒婕 綜
合報道）台大醫生
柯文哲擬以政治

「素人（意指缺乏經驗的外行
人）」身份參選台北市長，根據
台灣TVBS最新民調，國民黨提
名的連勝文支持度39%，落後給
45%的柯文哲，這是連勝文宣佈
參選以來，支持度首度輸給柯文
哲，讓藍營不得不憂心台北市的
選情，會不會打破16年來不敗的
神話，對連勝文更是一大警訊。
台灣政界用「柯文哲現象」對

柯文哲的參選進行解讀。儘管未
加入民進黨，但柯文哲從不迴避
自己的「深綠」立場，多次主張
陳水扁保外就醫。他以「在野大
聯盟」的構想參與泛綠台北市長

參選整合，希望在野黨聯合推薦
候選人去打敗執政黨，讓台灣有
個重新開機的機會，也因此拒絕
民進黨，確定以無黨籍身份參選
到底。

攜高民調逼民進黨妥協
由於柯文哲的民調在整個泛綠陣

營中始終表現搶眼，其推動的在野
整合，對於台北市選區選票的瓜分
力度，對於勝算不足的民進黨勢必
造成傷害，令民進黨最後妥協，調
和黨內共識：即透過黨內初選機制，
先推出民進黨候選人，再與柯文哲
進行辯論與政見發表，最終通過民
調決出提名人選。不過，台灣時事
評論員唐湘龍認為，柯文哲若最終
提名出線，不排除會在黨籍身份上
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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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前國台辦副主任、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繼續訪台行程，繼前日拜訪
「獨派」色彩濃厚的「新台灣國策智庫」，並與「獨
派大老」辜寬敏會面後，昨日則拜訪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與學者閉門座談。孫亞夫表示，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訪台，代表雙方兩岸事務部門聯繫與溝
通機制進一步成熟完善，若過程中能對重要事項達成
成果，兩岸關係將又往前跨進一步。

孫亞夫認為，張志軍訪台期間，能
更加了解台灣各方面民眾的意見，包
括青年學生的意見，這也對大陸未來
實行、推動兩岸關係政策有好處。
馬英九昨日亦表示，張志軍將在這

個月下旬回訪，並和陸委會主委王郁
琦會面，這將是兩岸關係劃時代的發
展。

藍綠縣市長歡迎
張志軍訪台除將進行年內第二次

「張王會」外，還將走訪新北、台
中、彰化、高雄4個縣市，4縣市首長

均表示歡迎。就連行程以外的台北市及台南市，2
位市長郝龍斌及賴清德也都表態樂見兩岸多溝通交
流，賴清德更表明，如果張志軍願前來台南，台南
市會盡地主之誼。
正在香港推介旅遊的高雄市長陳菊表示，去年她

訪問天津市時，張志軍曾經到天津跟她見面；如果
張志軍到高雄，她站在鼓勵交流、互相了解的立
場，願意與張見面。

連勝文VS 柯文哲
年齡：

學歷：

本職：

政黨：

從政經歷：

競選主軸：

44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律
碩士及博士

悠遊卡董事

國民黨

曾任國民黨中常委及中
央委員

主打財經牌，提出台北
平衡概念，打造「台北
雙核心」

54歲

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
研究所博士

台大醫院醫生

無黨籍

無公職

「在野大聯盟」整合政
黨、整合公民團體，打破
藍綠惡鬥

好事多磨。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訪台
行程，在兩岸相關
部門的共同努力之
下，終於達成上半
年 成 行 的 既 定 計
劃。儘管自 3 月島
內發生「反服貿」

系列風波，以至台海出現「兩岸協商停
止」等流言，但得益於雙方累積的互
信，兩岸的交流活動並未停止。張志軍
此行，一方面顯示兩岸互信積累的階段
性成果；另一方面，亦是為憂心兩岸關
係受到衝擊後前景不明的民眾派去「定
心丸」。

瀏覽昨日的台灣報章便可知，對張志
軍的首次台灣之行，不僅大陸民眾廣泛
關注，台灣媒體更是高度聚焦，畢竟在
兩岸關係出現小幅波折的形勢下，國台
辦主任的首度訪台對兩岸政治互信的鞏
固以及兩岸關係整體水平的提升將產生
重要影響；從民間的層面來講，會對促
進兩岸民意的溝通、交流，增進兩岸人
民的切身福祉產生重要作用，自然引發
台灣民眾的普遍關注。

兩岸關係在近5年多的時間裡不斷鞏
固發展，達到65年來最好的水平。特別
是年初以來，兩岸關係開拓進取，取得
開門紅。2月台灣方面陸委會主委王郁
琦首次訪問大陸，兩岸在南京舉行了具
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張王會」，不僅實
現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的首度正式
會面，而且正式建立國台辦與陸委會之
間的常態聯繫協調機制，為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制度化建設搭建了極其重要的平
台。張志軍此次回訪，使聯繫協調機制
今後的順暢運作，具備了「一來一往」
的周期性完整參照。

至於行程所到之處，所見之人，筆者
認為無需過多糾纏，兩岸
一家，你來我往，今後必
會愈來愈熟稔。今次未見
之人，未來水到渠成時
候，便自然會排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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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亞夫：張訪台兩岸再跨一步

■星雲大師（中坐者）與聖輝大和尚（右
一）等兩岸高僧誦經。 本報記者董曉楠 攝

蔣家後代參觀黃埔軍校

■■柯文哲柯文哲（（右右））與與
姚文智姚文智（（左左））握手握手
致意致意。。 中央社中央社

■孫亞夫（左5）拜訪政治大學「國發所」。 中央社

■台媒傳出習近
平（左）與馬英
九會面的「路線
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