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英九哈佛再談「九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在哈佛大學與師
生及美國涉台學者座談中表示，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繁榮
的現狀，是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九二
共識」被稱為「模糊的傑作」。近期馬英九多次在不同
場合強調「九二共識」，被認為替中國國民黨2016年
「總統」選戰主軸定調的意味濃厚。
據中通社報道，馬英九此次出訪加勒比海及中美洲地

區，於當地時間11日過境美國波士頓，並重遊母校哈佛
大學。座談會閉門舉行。據台灣媒體報道，馬英九在會
上談到兩岸關係時指出，當前兩岸關係和平與繁榮的現
狀，是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兩岸維持
「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
他指出，美方高層也一再表示，兩岸關係得以維持和

平穩定，是使得台美關係具有建設性的基礎。因此美國
不需要在台灣與大陸之間選邊站，三方關係也從以往的
「惡性循環」，轉變成為「良性循環」，這是前所未見
的情形。

評論指非公開演講時機
馬英九此行哈佛大學被台灣媒體稱作「一帆風順」與
「高度禮遇」、「規格勝過以往」。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
中心資深顧問葛來儀說，馬英九能在波士頓過境，舊地重
遊，若美台關係不好，是做不到的。但她認為，目前並非
馬英九在美公開演講的適宜時機。分析人士指出，「前總
統」李登輝1995年6月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演說造成美
國、大陸與台灣關係的動盪，美方至今謹慎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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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台灣非希臘
回應蔡英文「執政後」假想 指年金改革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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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日在北京會見了
台灣少數民族參訪團。
據新華社報道，俞正聲表示，中華民
族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
同胞共同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
嚴，共同譜寫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
史篇章。
俞正聲還說，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勝利7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70周年。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那些為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而犧牲的英烈忠魂，這其中
就包括許許多多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而
犧牲的台灣少數民族先烈們。
俞正聲高度肯定台灣少數民族為反對
「台獨」、發展兩岸關係所作的貢獻。
他指出，家和萬事興。兩岸是休戚與共
的命運共同體。兩岸同胞都希望經濟發
展、社會安寧、生活幸福。只有維護和
平穩定的環境，同胞們的美好願望才能
實現。
此外，俞正聲還指出，兩岸同胞要珍
惜並努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
果，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的政治基礎，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發
展的正確方向，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進程中共創美好幸福生活，實現兩
岸各民族同胞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 希臘債務危機引起全球關切，台灣民進黨主席暨「2016大

選」參選人蔡英文日前在中常會說道，「台灣應以希臘為鏡，提出具體的財

務改革方案」。對此，國民黨準「大選」參選人洪秀柱表示，蔡英文有意藉

渲染希臘問題，批評當局推動的年金改革，用扭曲的資訊來誤導民眾。

■■洪秀柱呼籲蔡英文不要藉希臘洪秀柱呼籲蔡英文不要藉希臘
問題批評台灣年金改革問題批評台灣年金改革，，誤導民誤導民
眾眾。。圖為洪秀柱昨日宴請國民黨圖為洪秀柱昨日宴請國民黨
籍籍「「立委立委」」並交換意見並交換意見。。 中央社中央社

10億元獎塵爆醫護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衛福部」昨日表示，擬使

用「行政院」第二預備金10億元新台幣，作為犒賞
醫護辛勞的獎勵津貼，具體方案2天內提出，發放
時間未定。
據中通社報道，「衛福部」發言人王哲超說，已

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等部門討論，將請參與救治
傷患的50多家醫院提報名單。「衛福部長」蔣丙煌
昨日表示，因新進護理人員陸續向醫院報到，故收
治塵爆傷患醫院的護理支援需求持續減少。

「行政院」介入苗栗財務控管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苗栗縣政府財困，縣長徐耀

昌轉向台灣「行政院」求援。「行政院」發言人孫
立群昨日表示，這是「中央」首次協助處理地方政
府財政問題，方式不是接管，而是「行政院」以
「不會給新錢」為原則，介入苗栗縣政府的財務控
管。
據中通社報道，孫立群指出，未來將確保縣政府
的支出順序以人事費為優先。此外，主計總處會研
擬一套協助機制，但會先徵得縣政府同意。

■馬英九在哈佛大學完成演講後，於昨日抵達加勒比
海「友邦」多明尼加，與聖路易斯兒童中心的小朋友
丟棒球。當日恰逢他65歲的生日。 中央社

綜合報道，洪秀柱昨日在「臉書」
發文指出「台灣不是希臘！」並

指蔡英文渲染希臘問題，並藉此批評台
灣的年金改革，這樣的行為讓她深感痛
心。蔡英文稱，台灣財政困難，年金赤
字造成的世代不公，不管現在或未來，
都和民眾和下一代緊密相關，為了避免
財政赤字的危機繼續惡化，民進黨執政
後，會優先處理各級政府的財政紀律，
革除政府的浪費。

細舉數據 台「家底」厚過希臘
洪秀柱在聲明中指出，她要嚴正地告

訴蔡英文，去年台灣GDP增長率為
3.77%，希臘只有0.8%；今年3月，台
灣的失業率是 3.72%，希臘則高達
25.6%；台灣的民間儲蓄率為31.6%，
比希臘的11.3%高；台灣的外匯存底有
4,100 多億美元，希臘只有 62.4 億美
元。
對於台灣年金改革問題，洪秀柱表

示，希臘的問題是公務員過多，且公務
員的薪資高出一般企業多達3倍，造成

希臘龐大的財務負擔。而台灣公務員比
例約佔總人口比例的1.5%，遠低於希臘
的6.13%，且逐年推動年金改革措施。
台灣「中央」機關的退撫支出由2006

年1,340億（新台幣，下同）、佔總預
算比為8.4%，到今年1,418億元、佔總
預算比為7.2%，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洪
秀柱指台灣財政健全茲事體大，需要整
體檢視，不要把財政健全當成階級鬥爭
的戰場。其次，年金改革勢必要繼續推
動，但不能僅用單一的手段。
資料顯示，備受台灣社會關注的「年

金（退休金）制度改革」從2013年起推
動，按照第一階段方案，軍人、公務員
及教師年金將朝「多繳、少領、延後
退」大方向調整，「勞保年金」則確立
「多繳、少領」原則，涉及1,000多萬
民眾。島內媒體評論認為，這項台灣數
十年來牽動最廣、影響最大的改革方
案，讓「軍公教勞」都受影響。但財政
黑洞等宛如不定時炸彈，如果一直放着
不管，才是對後代子孫及未來的不負責
任。

慰問團7月11日上午8點半從湖南長沙出發，
前往平江縣慰問39位抗戰老兵。在中午的

「未曾忘記」抗戰老兵互動聚餐活動中，老兵互
訴當年的抗戰經歷，並給慰問團成員講述抗戰故
事，慰問團小成員們聽得津津有味。

活動慶抗戰 籲關愛老兵
今年94歲高齡的抗戰老兵李大伯表示，在有生

之年還能受到年輕一代的
關愛，感覺抗戰生涯很
值。他說，現在日本領導
人很不老實，自己看了新
聞很氣憤，所以準備把唯
一的曾孫子也送到部隊
去，期望他能為國效力。
活動發起人之一的劉賢

告訴媒體，今年是
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70周
年紀念日，為了
表達對抗戰老兵

的感激與敬重，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展現
平江紅色旅遊與自然風光融合的勝地文
化，特組織了這次慰問抗戰老兵的自駕遊
活動。此外，劉賢也表示，這樣的活動非常
有意義，他們今後還會持續關注老兵，並呼
籲更多的人來關注老兵。而且他們還會不斷
加大幫扶老兵的力度，讓他們感受到社會對
他們的關愛和關心。

眾人齊募捐 善款贈老兵
活動當天，在「向老兵致敬、向老兵學習」的

宣誓口號聲中，車友們在平江縣城彭德懷銅像廣
場進行現場募捐活動，共募得善款12,500元，連
同有關公司捐贈的慰問金、風扇、保溫杯等物資
一併交到了39位抗戰老兵手中。

吉林省長春市第二實驗中學腦
癱考生徐永琛以高考598分、超
過理科「一本線」73分的成績被
吉林大學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錄
取，是全班第一名。
徐永琛的父親徐明國表示，

徐永琛出生時因難產引起
「腦缺氧後遺症」，導致
他大腦無法控制手臂，寫
起字來非常吃力，影響了
他的平時成績。為了幫助
徐永琛寫字，徐明國夫婦
將一些硬紙剪成小方塊，讓徐
永琛在小方塊裡練習寫字。
據長春市第二實驗中學校長

李國榮說，徐永琛本來
喜歡文科，因擔心考試
書寫量太大選擇理

科。高考前，徐永琛一度擔心書
寫吃力。後來他不僅享受到教育
部等部門發布的有關腦癱考生考
試時間可延長30％的規定，吉林
省考試院還為他設立專門的考場

和監考人員以及專門的閱
卷老師。

■實習記者
張睿航

長春報道

車友慰問抗戰老兵
盼社會幫幫幫

汕頭欲建現代紅頭船搶救中式帆船文化

江蘇南京市民袁某在南京秦淮區大明路長安汽車四
S店買了一輛新車，才開出四S店，由於操作失誤，
誤將剎車當油門「騎」上了路邊的行道樹。據了解，
袁某駕照剛出實習期一個月。所幸此次事故無人受
傷。 ■圖：網上圖片 文：新民網

腦癱考生腦癱考生598598分考取吉林大學分考取吉林大學

車「騎」上樹

近日，為了搶救中式帆船製造的傳統技
藝，廣東汕頭一家遊艇俱樂部發起了建造現
代紅頭帆船的倡議，這不僅響應了建設「一
帶一路」的號召，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門戶
新添一項代表性文化標誌，同時也將是中式
帆船中斷了30多年後，我國重新建造的第一
艘中式帆船。
汕頭是中國最早開埠的沿海商業港口之
一，十九至二十世紀的紅頭船在潮汕地
區通往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海上貿易與
文化往來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但
隨着社會發展和機動船的出現，傳統中
式帆船（包括紅頭船）逐漸退出歷史舞
台。遊艇俱樂部的營銷經理陳小姐表
示，現在能建造和駕駛傳統中式帆船的
人已不多且年歲已老，而以前建造中式
帆船沒有圖紙，基本是憑造船師傅的經
驗積累，建造工藝瀕臨「滅絕」狀態。
若這一代人沒有及時搶救，祖先積累下
來的中式帆船製造和駕駛技術將會失

傳，對中式帆船文化是一種損失。
為此，該俱樂部今年4月專門召開了有航
海專家、遊艇製造專家、老造船工、老漁工
和汕頭市文化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經過討
論和規劃，俱樂部將聯合各界專家，擬籌資
600萬元人民幣建造一艘現代紅頭船，預計
耗時一年半。

■記者 謝白清、劉子靜、帥誠 廣州報道

河南省洛陽市土橋小學的每個
學生近日都領到了一本「閱讀存
摺」，存摺裡的「財富值」以學
生的閱讀量為基準，「財富」需
要他們通過讀書、給家長講故
事、寫讀書感悟等途徑獲取。開

學後，學校將根據
「金幣」的數量，
評選「閱讀小明
星」、「閱讀小碩
士」、「閱讀小博
士」等。由於校內
有80%的學生為外
來務工子女，平時
父母忙於生計，沒
時間陪孩子讀書。

因此該校希望通過此舉，在假期
中培養孩子們的閱讀習慣，倡導家
長多陪孩子讀書。

■實習記者李藝佳
實習生楊麗倩洛陽綜合報道

小學發放小學發放「「閱讀存摺閱讀存摺」」 鼓勵學生多讀書鼓勵學生多讀書

貴州省荔波縣將建三疊紀動漫
樂園，園裡將建設一座貴州龍古
化石博物館，收納6000多份貴
州龍化石。此外，三疊紀動漫樂
園通過動漫和結合聲光電技術還
原貴州龍生活場景和三疊
紀時期動植物環境，同時
用古生物模型讓遊客參與
互動，在樂園中創造一個
充滿古生物的科幻世界。
三疊紀國際動漫樂園修

建完工後，每一年將舉辦
一次全球性動漫盛會，邀
請國內外動漫專家進行交

流研討，成為集科技、學術、參
觀、旅遊為一體的多功能動漫樂
園。

■記者路艷寧通訊員王永傑
貴州報道

三疊紀動漫樂園 再現貴州龍生活場景三疊紀動漫樂園 再現貴州龍生活場景

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湖南省老兵之

家、湖南路虎車友會7月11日在中國三大

將軍縣之一的湖南平江縣舉行「未曾忘

記」抗戰老兵互動聚餐活動，共有39位抗

戰老兵參加，年紀最大的高達104歲。

■記者李青霞湖南報道扶扶扶

■■「「未曾忘記未曾忘記」」抗戰老兵互動聚抗戰老兵互動聚
餐活動現場餐活動現場。。 本報湖南辦傳真本報湖南辦傳真

■平江縣參加慰問活動的抗戰
老兵。 本報湖南辦傳真

■■ 現代紅頭船動工儀式現代紅頭船動工儀式
現場現場。。 本報廣州傳真本報廣州傳真

■■腦癱考生徐永琛腦癱考生徐永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貴州龍化石。
本報貴州傳真

■■學生們展示學生們展示「「閱讀存摺閱讀存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