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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檢討發言 否認與黨摩擦
回應訪美行程 主要考慮時間和對台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獲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核備參選「總統」的「立法院副院
長」洪秀柱昨日回應訪美議題時稱，她與國民黨並未如媒體解讀的「產生很大摩擦」，她
的相關發言「還是要檢討」。此外，對於訪美行程，她說主要的考慮因素是要符合台灣相
關的利益，最苦惱的是時間是否允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表示，黨與洪秀柱的立場沒有
衝突。

據中央社報道，洪秀柱昨日在廣播節目上談到這
兩日對於訪美議題的相關報道，表示是否訪美

各界有不同意見，她的主觀考慮是訪美是否有助於台
灣，客觀考慮是時間是否允許，最苦惱的是時間。她
起步非常晚，將來可發展的時間非常急迫，如果要訪
美 7 到 10 天，還有人說要去日本、東南亞，「我到底
是在台灣選，還是各地選？」

人，所有協調工作都會做好。
他表示，訪美議題，洪秀柱已對外說得很清楚，會
做完整的全盤思考，有決定以後就會跟大家報告。
媒體詢及洪秀柱與黨部是否在此議題上有衝突，朱
立倫說「不會啦」，大家都向同一目標繼續邁進，過
程當中，大家都知道有的時候牙齒都會咬到舌頭，也
沒有誰對誰錯，盼大家努力爭取全民的認同跟支持。

朱立倫稱全力支持

王金平正考慮輔選

身兼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昨日對「立
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訪美議題表示，黨與洪秀柱的立
場沒有衝突，他與洪每天都會簡訊聯繫，相關議題由
洪決定後再對外報告。
朱立倫到新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前受訪，針對洪秀
柱是否訪美表示，黨的角色就是全力支持黨的參選

外傳王金平婉拒出任競選總部主任委員，洪秀柱昨
日接受廣播節目訪問時表示，王金平不是拒絕，只是
說屆時會很忙，也擔心會有不同聲音，要好好考慮，
但不是不輔選。節目主持人追問是否要再試一下邀
「立法院長」王金平任競選總部主任委員，洪秀柱表
示，「豈止（邀請）一下，要好幾下」。

■洪秀柱（左）昨日在「立法院」辦公室，與國民黨「立委」蔡錦隆合拍
競選照。
中央社

世大運開閉幕捨大巨蛋
■台北田徑場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2017 夏季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下
稱「2017 世大運」）組織委員會昨日上午召開會
議，台北市長柯文哲宣布，開閉幕場地不在大巨蛋
舉行，更改地點為台北田徑場，將向國際大學運動
總會（FISU）提報場館變更。
據中央社報道，2017 世大運組委會昨日上午召開

第 10 次會議，由柯文哲擔任主席，會中也確認台北
田徑場為 2017 世大運開閉幕典禮場地，並指示台北
市體育局及相關局處展開調整規劃，並備妥資料於
7 月前往光州世大運交接時，一併遞件給 FISU 提報
場館變更。
台北市於 2011 年成功申辦 2017 世大運，承諾將
於台北市大巨蛋辦理開、閉幕典禮，不過 4 月 16 日
台北市政府公布大巨蛋安檢報告後，表示若未能如
期完工、或決定拆蛋，世大運開閉幕典禮勢必無法
在大巨蛋舉行。

改於台北田徑場舉辦
目前開閉幕儀式選擇在台北田徑場舉辦，棒球賽
事則在台北天母棒球場、新北新莊棒球場及桃園青
埔棒球場舉行。

甘肅公祭伏羲大典
蔣孝嚴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岳、李燕華 天水報道）昨日上午 9
時 50 分，全國政協副主席馬飈宣佈，以「同根同祖、中華共
祭」為主題的 2015（乙未）年公祭中華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正式
開始，甘肅省省長劉偉平恭讀祭文，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及中
國國民黨榮譽副主席蔣孝嚴等港澳台代表、內地文化名人等約
兩萬人參加公祭大典。
今年公祭大典在原奏樂、擊鼓鳴鐘、恭讀祭文、樂舞告祭、
敬獻花籃、瞻仰聖像的基礎上，新增「鞠躬敬祭」及恢復部分
祭器祭品，並修改提升了祭祀樂舞。
當天由天水市組成伏羲文化交流團赴台灣台北市中影八德大
樓參加了公祭活動。
祭祀現場，在莊嚴、凝重、震人心魄的音樂聲中，200人組成
的儀仗隊和 160 名男女演員組成的舞蹈隊和着悠遠、沉靜的樂
曲湧上舞台起舞。

台商讚洪秀柱排憂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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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
民黨「總統」參選人確定
由「立法院副院長」洪秀
柱出線。台企聯總會長郭
山輝昨日受訪說，洪秀柱
知道台商在大陸面臨的挫
折和情況，會在第一時間
為台商排憂解難。
據中央社報道，海峽交
流基金會「2015 大陸台商
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在
昨日上午舉行，企業聯誼
會總會長郭山輝出席時，
被問及台商對「總統大
選」等議題的看法時做上
述表示。
他指出，在大陸，台商
重視兩岸關係發展，不管
哪個政黨執政，只要關心
台商、穩定持續照顧台商
在大陸的合法權益，讓台
商受挫時有投訴管道，這
就是台商關心的。
郭山輝說，洪秀柱一向
關心台商，和台商互動頻繁
良好，會在第一時間為台商
排憂解難，台商對她的印象
很好。他相信，洪秀柱知道
台商在大陸面臨的挫折和情況，「這
樣的候選人對台商而言，我們覺得蠻
好的」。台商座談聯誼會晚間將舉行
聯誼晚宴，除「副總統」吳敦義將到
場致詞外，據了解，洪秀柱也將出
席。

台上月失業率創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主計總處」昨日公佈上
月失業率為 3.62%，創十五年來同月最低水平；
今年1至4月經常性薪資（意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
的工作報酬，包括本薪與按月給付的固定津貼及
獎金）平均為 38,452 元（新台幣，下同），為歷
年同期最高，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質平均薪資為
37,492元，為近7年同期最高水平。
據中新社報道，據「主計總處」官員解讀，目
前台灣勞動市場與失業狀況維持穩定，但畢業季
即將到來，根據經驗，6 月開始失業率會上升，
可能微增0.2到0.4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5 月失業人數 42 萬人，較上月微減
1,000 人，其中初次尋職失業者減少 2,000 人。5
月失業率比 4 月下滑 0.01 個百分點，為 15 年來同
月最低水平，也創下2001年2月以來最低紀錄。

八旬翁義教書法
育童三千摘百獎
南京退休園丁 十年勤耕結碩果

前不久的一個周日，在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西崗街道攝山星城小區，清晨 5 點半，天還沒透
亮，81 歲的朱禮良就起身了。吃完早餐，朱禮良拿起書桌上一疊寫着工整隸書的宣紙，小心地
翻看了一遍，然後仔細疊好，放入一個黑色提包內，隨後拎着包出門了。 時間到了早上 7 點，
雖然是周末，但此時街上已經很熱鬧，「朱老師，去上課啊。」拎着菜籃子的熟人遠遠看到朱
禮良，禮貌地跟他打招呼，朱禮良一路不斷點頭微笑，來到了離家不遠的攝山星城小學，他
2006 年創辦的「免費書畫培訓班」就設在這所小學校幾間臨時借用的教室內。十年來，培訓
班已經培養出上百名在內地各項少兒書法大賽中頻頻拿獎的小書法家，朱禮良也成了為人熟知
的「小書法家之父」。
於一樓的教室裡，71 歲的賴朗輝已經在整理課桌和椅
位子，賴朗輝與朱禮良一樣，也是培訓班的老師。「朱老

師，來啦。」賴朗輝跟剛進門的朱禮良打着招呼。「賴老
師，你來得早啊。」朱禮良一邊應着，一邊放下提包，幫手
收拾起課桌椅。10分鐘後，76歲的劉正海和68歲的吳廣鑫也
到了教室，他們一個教繪畫，一個教書法，這四名退休教
師，就是培訓班的全部師資力量。

四個老人辦免費培訓班
按照課程表，當天上午各有兩堂書法課和美術課，七八十個
孩子將被分成三個班，8點30至9點30，兩個班學書法，一個
班學美術；9點40至10點40，兩個班美術，一個班書法。
快上課了，孩子們陸續趕到，這些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
的 6 歲，都是攝山星城小學和附近小學的學生，最遠的學生
來自臨近棲霞區的鎮江句容市。「朱老師早。」孩子們進教
室時，都會禮貌地跟教室門口的朱禮良問好。
開課了，朱禮良拿出隸書範稿發給孩子們，孩子們臨字的
時候，81歲的他在教室裡來回巡視，矯正着孩子們握筆的姿
勢。12 歲的孫睿澤已經跟朱禮良練了 5 年書法，在全國及江
蘇省少兒書法比賽中多次拿獎；10 歲的陳蕙學了 3 年半，也
捧回了一大堆比賽獲獎證書。「你們知道朱老師今年多大年
紀了嗎？」出乎意料，這個問題引來了全班孩子爭相回答，
「81歲」。「朱老師的範稿上都寫着，我知道，朱老師教我
們練字，很辛苦的。」陳蕙拿出範稿，果然有「朱禮良 81
歲」的工整署名。
10 點 40，當天的書畫課結束，家長們陸續趕到，「朱老
師，我家小孩現在回家也練字，也沒那麼調皮了，真是要多
謝你啊。」不斷有熟識的家長跟朱禮良打着招呼。

學生捧頭獎 老師不敢信
時間拉回到2006年，攝山星城小區剛剛建成不久，退休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勇 南京報道
法教師朱禮良看到小區裡很多孩子放學後整天就
是打遊戲，就萌生了辦免費書畫培訓班的念頭。
「街道領導也很支持，當時就在街道找了個空置
的房間，擺好桌椅就開班了，我教書法，另外一
個老師教畫畫。」
朱禮良至今還記得，培訓班接收的第一個
學生是 6 歲的馬雲飛，「一開始很多家長不
相信上書法課不要錢，報名的不多，只有十
來個孩子。」慢慢的，報名的孩子也多了起
來，連南京主城區、鎮江句容市等周邊地
區，也有不少孩子慕名而來。
2008年，培訓班的孩子在全國「谷城杯」
少兒書畫大賽中一舉捧回了5 個書法類一等
獎。「接到組委會的電話時，我還有點不相
信，後來看到少兒書法報上登的獲獎名單，
我才曉得，這個班有成果了。」

■朱禮良將孩子們獲獎的證
書都小心收集起來。趙勇 攝

十年堅守教出三千弟子
現在，培訓班每年春夏秋季開班，春秋兩季是每周日上半
天課，夏季時利用暑假時間，在 8 月份會連上一個月課，十
年來，從培訓班走出的小學員已經超過3,000人。小學員們每
年都要參加多場南京、江蘇乃至全國的書畫大賽，有些孩子
上了初中後，家長也會經常帶他們回來看看朱禮良和其他老
師。
辦班十年，每到節假日，朱禮良和其他老師們都不能出遠
門，周末跟家人一起出遊，對這些老人是奢侈的。「那麼多
孩子，你不能扔下他們不管。」朱禮良說，就是碰上清明這
樣的日子，給先人掃墓也得讓路於上課。朱禮良的家人也勸
過他，「年紀大了，就不要這麼辛苦了。」但朱禮良覺得，
能夠讓這些孩子喜歡上書法繪畫，能夠把自己的東西教給孩
子們，「累一點不怕。」

■朱禮良正在給孩子們
上書法課。
趙勇 攝

培訓班帶起數十義務組織
提到朱禮良創辦的免費書畫培訓班，南京棲霞
區西崗街道黨工委書記高軍玲連聲說「不容
易」。

涵蓋居民生活各領域
作為西崗街道幾十個社會組織中最早的一批之
一，朱禮良創辦的免費書畫培訓班已經成為江蘇
乃至整個內地都小有名氣的「小書法家孵化
器」。高軍玲介紹，培訓班十年來已經培養出上
百名在全國書法比賽中獲獎的小書法家，「這種
服務社區的精神非常可貴，朱老師這麼大年紀，
能堅持辦班十年，太不容易了，街道也一直在盡
最大可能支持朱老師的培訓班。」高軍玲介紹，
在這種服務社區精神感召下，西崗街道相繼出現
了幾十個義務服務社區的社會組織，涵蓋照顧老
人、失獨家庭精神撫慰、癌友康復、醫療急救培

■社工孔維
芳介紹，免
費書畫培訓
班所在街道
已經有了幾
十家社會組
織。
訓等居民生活的各個領域。
「以社會組織為紐帶，實現政府服務與居民自
我服務的有機結合，社區的整體文明程度和居民
素質得以大大提升，居民對公共事務也越來越關
心了。」高軍玲介紹，為了幫助這些社會組織更
好地服務居民，街道專門成立了社會組織服務中
心，在中心區域拿出6,000平米的物業供社會組織
使用，這在內地都是不多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