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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親歷者：起義者沒提出「台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文化部」昨日表示將對「中正

紀念堂」進行轉型，朝野「立委」

對此意見不一。民進黨、時代力量

「立委」贊成，而中國國民黨、親

民黨「立委」則認為，當局應先搞

好民生經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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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推「中正紀念堂轉型」
禁售蔣介石紀念品 藍營籲先搞好經濟

「二．二八」事件適逢70周年，「文
化部長」鄭麗君當天稱，「中正

紀念堂」有必要轉型，將提出組織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紀念堂商店停止販售涉及
威權崇拜文宣品，開、閉館停止播放《蔣
公紀念歌》，各展廳、藝廊、演藝廳更名
為中性名稱。
國民黨方面，黨主席洪秀柱與副主席郝

龍斌皆不認同，洪秀柱表示，「文化部」
此舉會引發社會對立、仇恨與分化，是不
智之舉；郝龍斌也認為，「中正紀念堂」
是台灣很重要的文化資產及觀光景點，面

向大陸與國際觀光客，「文化部」這種做
法是意識形態主導，非常不妥當。

親民黨：先穩物價後再談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指出，她對此做

法非常不以為然，台灣現在有多事情要

做，「文化部」也有很多文創工作要做，
在現在的時間節點，搞「中正紀念堂」
「去蔣化」，「要畫一個大問號」。親民
黨黨團總召李鴻鈞認為，談蔣中正的功
過，現在不適合也不適當，執政者現在應
該先穩定物價，讓民眾有感經濟增長，等

一切穩定後再來談。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表示，蔣中正對

台灣有功也有過，「二．二八」事件就是
很大的過失，蔣應承擔，偶像崇拜應去
除，他贊成「文化部」的做法。時代力量
黨團總召徐永明說，他早已提出《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案，盼本會期能
盡速排案審議。

蔣萬安：並非客觀還原歷史
前「總統」蔣中正後代、中國國民黨籍

「立委」蔣萬安昨日表示，「二．二八」
事件70周年，政府的確會認為需擴大辦紀
念活動而有些動作，但台灣民主化後，過
去蔣中正的功過應理性、全面呈現。
蔣萬安受訪表示，威權時代，當局可能

只有蔣中正功的一面，現在政府卻完全只
講過的一面，不客觀理性呈現歷史，很主
觀且意識形態掛帥呈現歷史，這種做法跟
威權時代有什麼不同？「中正紀念堂」應
併呈功與過史料，並讓民眾評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70年前
的初春，當時18歲的台中一中高中生陳昭
德，憑着一腔熱情投身於席捲台灣的「二
．二八」群眾運動之中，從此走上一條追

求民族進步與國家統一的奮鬥之路。
「民進黨把『二．二八』和『台獨』聯

繫起來，以為謊言講了一百遍就能欺騙今
天的台灣人。」已改名林東海的陳昭德日
前在廣州家中接受專訪。88歲高齡的他義
憤填膺地說，作為健在的「二．二八」事
件親歷者，他有義務以親身經歷將真相告
訴世人和後代。

「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實行自治」
1929年9月，陳昭德出生於台灣彰化縣

鹿港鎮一個富裕之家，祖上從河南遷至福
建南安再到台灣。「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祖

先是從大陸來的。」他說。
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發

生。消息傳到台中，陳昭德在學校宿舍裡
看到將在台中戲院舉行市民大會的傳單，
便和4位室友商量參加。 「一進會場，就
看見幾個30多歲的人在演說。其中一位女
士講得特別有感染力，我當時就非常敬
佩。」陳昭德說，演說者講的內容都是要
求在承認中央政府的基礎上實行台灣地方
自治，沒人提出「台灣獨立」。陳昭德見
到的那位女士，就是「二．二八」起義的
領導人之一、其後參與創立台灣民主自治
同盟的謝雪紅。

不久，國民黨軍隊對起義群眾進行大規
模鎮壓。為逃避當局迫害，陳昭德只能離開
故鄉，乘船前往香港。一天，在香港山頂公
園，陳昭德再次見到了謝雪紅。「她說，
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下一步就會導致台
灣『獨立』，必須堅決反對。」陳昭德說。
「我們參與『二．二八』的主要政治訴

求就是民主自治，是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的
人民自治。」林東海說，自己和謝雪紅一
樣，一生都在追求祖國的繁榮進步和兩岸
的統一，台灣同胞在「二．二八」運動中
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愛鄉的情懷與追求不容
褻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大學
前晚就台大教授論文造假風波案作出懲處決
議，解聘涉案的台大教授郭明良、張正琪，
撤銷張正琪教授證書，五年內不受理其教師
資格的申請與研究補助。
台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教授郭明良團隊

此前在國際期刊發表多篇大腸癌幹細胞相關
研究成果。2016年11月，有匿名網站質疑
其多篇論文圖片涉造假，違反學術倫理，包
括台大校長楊泮池與郭明良共同署名的論
文。當月，台大宣佈成立特別委員會進行調
查，並於今年1月公佈階段性調查結果。
台大教師評審委員會前日經過8小時的會

議，當晚就調查結果和懲處決議發佈聲明。
教評會稱，本案截至目前共調查17篇論
文，其中包括2篇撤稿論文。有關論文中出
現大量錯誤圖片，已經超過無心誤用，應追
究違反學術倫理責任。
教評會表示，郭明良教授團隊的論文有許

多重複使用的圖片，均非無心之過所能解
釋。論文所涉問題早在2006年已出現，多
位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參與其
中。郭明良身為這些論文的通訊作者，在十
年間都沒有檢討改善，應負重大及最終責
任，故予以解聘。

論文造假風波
台大兩教授被解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台灣網報道，自1
月20日舉行的2017年對台工作會議提出要
求，將研究出台便利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
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後，「大陸是
否將會落實給予台灣同胞『國民待遇』」便
成為島內媒體關注的「夯話題」。台媒昨日
引大陸學者談話指出，不只在境內，海外台
灣民眾遇到緊急危難，可求助中國使領館，
也是廣義的「國民待遇」，其核心概念就是
把台灣民眾當「自己人」。
文章談到，日前一位台商在墨西哥被殺

害，其家屬尋求中國駐墨大使館協助，事後
家屬接受陸媒訪問時說，「讓所有旅居在外
國的台灣人知道，發生事情時，中國大使館
能提供最有效的協助」。

海外遇困
台商可求助大陸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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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讓她孤零零地過」

紫貂家族
長白山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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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延邊長
白山仙峰國家森林
公園內，近日發現
了6隻紫貂，這是
一個紫貂家族。工
作人員和攝影愛好
者在拍攝風光時發
現了紫貂的存在。
最近，這幾隻

紫貂經常出現在該
公園的森林防火瞭
望塔周圍。紫貂，
是國家一級保護動
物，鼬科，別名：大葉子、黑貂、赤貂等，
體軀細長，四肢短如中型家貓。紫貂喜歡生
活在氣候寒冷的亞寒帶針葉林或針闊葉混交
林中，以齧齒動物、鳥類、松籽等為食。仙
鋒國家森林公園的環境正好適合紫貂的生
存。 ■中新網

■共重700多斤的父子一起減
肥。 網上圖片

■吉林公園內發現的紫
貂。 網上圖片

鄭州公園「尬舞」爆紅 網友：「看完好尷尬」

在河南濟源王屋山，由五千餘塊石頭刻出的道德
經在原土牆壁上進行安裝，百餘人穿「盔甲」登雲
梯作業。據介紹，這部原土石刻《道德經》長101
米，寓意老子在世101載，高8.1米寓意《道德
經》81章，刻字用的石頭取自王屋山中散落的天然
五彩石，大小共計5,210塊，將於下月12日（農曆
二月十五）老子誕辰日之前安裝完畢。

圖/文：中新社
■鄭州公園內市民跳出種種尷尬舞
姿。 網上圖片

石刻石刻《《道德經道德經》》迎老子誕迎老子誕

49歲時，趙湘南年富力強，

走進遼寧省瀋陽萬家當保姆，

幫助一對軍人夫妻帶大了五個

兒女。79歲時，她孤苦無依，軍

人夫妻執意把她接回家裡，精

心服侍。後來，軍人夫妻相繼過

世，但他們的孩子對老人仍然

不離不棄，一直侍候老人到

108歲去世。 ■環球網

■■4949歲的趙湘南無兒歲的趙湘南無兒
無女無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趙湘南和僱主夫婦合影趙湘南和僱主夫婦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代三代2929年接力照顧保姆趙湘南年接力照顧保姆趙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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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湘南照顧僱主一家大小。
網上圖片

現年53歲的田士光與29歲的
兒子田華體重加起來共700多
斤，由於巨胖的身材讓兒子屢屢
應聘都遭拒，因此田士光就決定
讓兒子減肥，為了讓兒子堅持下
來，父親陪伴兒子踏上了減肥之
路。
父子倆從安徽特意趕到吉林進

行減肥，他們一起鼓勁減肥的故
事則激勵了無數人。兒子田華接
受的是中醫減肥治療，每天都要
進行針灸、火療和運動三者搭配
減肥。父子在減肥中心的午餐基
本是燉雞腿、燒豆腐，飯菜量雖
比家中的量要少，但是營養搭
配。閒暇時，父子倆就打個枱球
娛樂一下，又時常在跑步機上進
行運動，彼此鼓勵。幾天後，父
子倆已減重50斤。

■中新網

趙湘 南 生 於
1907年，安

徽滁州人。1956
年，萬基和妻子馮
若夫因照顧孩子有
點吃不消，便商量
請保姆，中年喪
偶、無兒無女的安
徽老鄉趙湘南就這
樣走進這個家。
49 歲的趙湘南

第一次走進這個部
隊幹部的家，見到孩子時，一口一個「大小
姐」、「二小姐」，吃飯時也不敢上桌。如
今已經52歲的萬春春（萬基的孩子）至今仍
然記得，「三年困難時期，買不起餅乾，趙
湘南就用澱粉加糖和成麵，用瓶蓋壓成圓
形，再用筷子頭壓出十字花圖案，烤成餅乾
給我們吃。至今想起來，還又香又甜。」
1966年，文革開始，「每天都能看到有人
衝擊空軍大院。」萬春春說：「僱保姆在當
時被認為是剝削階級的東西，姨娘依依不捨
地離開了我們家。」趙湘南走了，母親偷偷

哭了好長時間；孩子們也六神無主，哭着喊
着「要姨娘」。趙湘南走後，萬基夫婦時不
時就會送些錢物，接濟她一下；趙湘南也不
時跑到馮若夫單位樓下，兩人聊天談心。

不忘恩情 接保姆回家
20年過去了，孩子們都陸續長大了，有的

出外當了兵，有的畢業當了醫生，趙湘南也
步入古稀之年，孤身一人無人照料。萬基和
妻子商量後，對留在身邊的「小五兒」萬春
春說，「把你姨娘接回來吧，她對咱家有

恩，不能讓她一個人孤零零地過一輩子。」
時隔20年，79歲的趙湘南重回老僱主的家。
萬基和馮若夫去世後，他們的五個子女一

如既往地照顧着趙湘南。就連他們的下一
代，往瀋陽打電話時，都不忘了喊一句：
「問姨姥姥好！」
2009年夏，趙湘南得了帶狀皰疹；萬家的
孩子萬百鳴特意從北京趕回來，親自開車送
趙湘南上醫院，抱起她就往樓上跑。萬百鳴
說：「我小時候，姨娘就是這樣抱我的。」
2015年春，趙湘南以108歲的高齡去世。

河南鄭州人民公園突然成為「網
紅」聚集地，園內蓮花池廣場內的
廣場舞被冠以「尬舞」的名稱在網
絡爆紅。內地媒體日前對園內的
「尬舞」人群進行直播探秘，截至
前晚，吸引了200多萬名網友點擊互
動。

舞者舞姿各異
每天下午的人民公園內熱鬧非

凡。市民到此區域劃片，伴隨着喇
叭放出的歌曲隨之舞動，也就是傳
說已久的廣場舞。但近段時間以
來，一種升級版的廣場舞躥紅網
絡，網友們對於這些舞姿的理解也
有所不同，有人稱呼為「抽筋
舞」，有人說這是「打架舞」，還

有的說是「觸電舞」，它們在一起
則被籠統地喚作「尬舞」。
據了解，人民公園蓮花池「尬
舞」群體自去年3月前後開始聚集在
一塊。在蓮花池廣場內，大家跳舞
可謂各有特色，沒有一個專業人
員。他們隨着自己的感覺，跳出了
真正讓圍觀者感到尷尬的舞姿。
舞台中央，除了已經在蓮花池成

名的舞者，不斷有新的面孔搶到鏡
頭中來。一名中年婦女更是引吭高
歌，先是用雞鳴亮嗓，隨後又模仿
起母雞下蛋的動作，聽到掌聲響起
才滿意地起身變換新的動作。
網絡上，觀看過人民公園「尬
舞」視頻的網友紛紛表示「看完好
尷尬」。有人調侃：「我也好想有

錢去鄭州人民公園旅遊一次」。
■《鄭州晚報》

三代贍養保姆至三代贍養保姆至108108歲離世歲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