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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針對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傳出的賄選說法，參選人吳敦義

昨日表示，他從政40年，從未有人告他侵佔、貪污、圖利他人、腐敗。他甚至落下狠話：

如果有人查出他做過這些行為，他隨時可以退出政壇。

國民黨主席參選人詹啟賢上周
末爆料黨主席選戰有賄選情

況，呼籲黨中央負起責任，勿給選
舉蒙上陰影。台灣媒體推測其矛頭
指向的正是吳敦義。

從政40年未被告貪腐
吳敦義表示，自己不可能賄選，

他鄙視賄選的人，自己從選市長、
縣長、立委、議員，從來沒賄選
過，他厭惡賄選，他對馬英九任台
灣「法務部」部長時嚴抓賄選的做
法表示支持。「我怎麼自己會下流
到去賄選，我連請客都沒有」。
「你想，我從政40年，為什麼不
會有人告我侵佔、貪污、圖利他

人、腐敗，統統沒有。」吳敦義
說，「你們去查查看，我做議員有
沒有跟政府做過生意，有的話我退
出政壇，如果我做縣長時有剛才講
的那些，我隨時可以退出政壇。」
從1月9日宣佈選國民黨主席至
今，吳敦義表示沒請過客，參加的餐
會都是應邀去的，雖然他北中南人脈
很廣，認識很多團體，但他規定了一
個很重要的原則——「不請客」。
「我也請不起客，請客也無法周
全。」他強調，自己沒有這種財力，
並覺請客不符其原則與標準，「不要
講賄選，我連請客都沒有，真的是夠
小氣，就是這麼回事，你們只要能找
出哪一場我去參加的餐會是我請客，

我賠你們100次」。

郝推台南「立委」選舉
參選黨主席的國民黨副主席郝龍

斌，日前出席了台南市新營區黨部
巡迴政見座談會。他表示，台南市
現在沒有國民黨籍的區域「立
委」，若能當選，他將推動黨部主
委直選，並提名至少1席出身台南
市的不分區「立委」。
此外，郝龍斌將用半年時間了解

地方黨員心聲，盡全力為民眾解決
問題，也避免誤判情勢，犯下提名
不適當的錯誤。當選後，他會推動
黨部主委直選，並不裁黨工，把表
現好的黨工都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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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若賄選退出政壇
餐會皆為受邀參加 確立「不請客」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華全國台灣
同胞聯誼會（以下簡稱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昨
日表示，希望台灣青年更多地到大陸成功創業。
全國台聯向甘肅榆中縣捐贈100萬元（人民

幣，下同），支持當地教育與公共事業發展，汪
毅夫昨日出席了在蘭州舉行的捐贈儀式。
在談及當下西部創業環境時，汪毅夫坦言，「西

部肯定是台灣青年創業的一塊很好的地方，來大陸
都是有機遇的，也希望台灣青年多多來大陸創業。」
據了解，甘肅2016年共簽約台商投資項目34

項，實際到位投資額10.2億元，增資項目3項，
新增台資企業9戶，與2015年比，實際到位資金
和新增台資企業分別增長190%和125%。目前，
甘肅省累計登記台資企業300餘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競選辦公室昨日發佈
新聞稿表示，應於8月國民黨全代會上
提案修改黨主席連署辦法，且開發黨員
線上連署認證平台，以減少勞民傷財、
不環保的紙本連署行政作業消耗。
據悉，黨主席擬參選人潘維剛遞交

10萬份連署書，由此可見，這次黨
主席選舉競爭十分激烈，黨員參與踴
躍。以此類推，如果每名擬參選人都
送出超額連署書，組織精簡後的國民
黨在人力吃緊的情況下，相關黨員須
在短短2天內針對幾十萬份連署書稽
核，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等
於虛耗人力和物力。
因此，洪秀柱競選辦公室新聞稿指

出，未來的國民黨，一來要化繁為
簡，應於8月國民黨全代會上提案修
改黨主席連署辦法，二來要走向電子

化與數位化，開發黨員線上連署認證平台，確保
以後海外及大陸地區黨員可以在線上進行投票，
用E化通訊科技拉近距離，彌平爭議。如此，既
可減少勞民傷財的紙本連署行政作業消耗，又可
以強化查核性，避免抄寫重複，遏阻人頭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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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年金改
革（公務人員退休撫恤）法案4月19日
將在「立法院委員會」進行審查，為了
反對「年金改革」溯及既往，監督年金
改革行動聯盟決定擴大抗爭態勢，今日
將發起「夜宿圍城」行動。下午2時，他
們將先到「監察院」遞交陳情書，再轉
往「立法院」夜宿抗議。
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耀表示，台

中以南及東部估計至少有20部遊覽車北
上，保守估計會有1,000人到場抗議。
「立法院委員會」審查法案時，抗議現
場也將設置布幕並同步直播委員會狀

況。

歸責公務員不公 國民黨暫緩提案
軍公教將分別在「立法院」旁中山南

路、「立法院」群賢樓前及青島三館前
集結。參加抗議的民眾將帶睡袋或睡墊
夜宿「立法院」。根據動員令，抗議活
動結束時間尚未確定，或許將視狀況延
長。抗議民眾也將穿上黑色上衣，並手
持抗議標語、手牌。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會議昨日決
議，暫緩提出國民黨團版公務員年金改革修
法案。國民黨團總召廖國棟表示，公務員年

金改革比較複雜，國民黨團認為當局一直說
會破產，歸責公務員比較不公平，甚至是污
衊，財務精算尚未出來，何時破產尚未
可知，都是用推測，這樣對公務員不公平。
軍公教是被污名化，因此黨團對他們表示同
情。
廖國棟說，上周他要求當局兩周內提

出精算報告，讓大家緩衝一下，因此，
暫緩提出國民黨團版本，等精算報告出
爐，再討論是否適宜或需再做修正。
「立法院」院長蘇嘉全則表示，推動年
金改革不免讓一部分人的權益受影響，
希望他們能理性溝通。

汪毅夫倡台青赴陸創業軍公教今起夜宿「立法院」抗年金改革

■■針對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傳出的賄選說法針對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傳出的賄選說法，，參選人參選人
吳敦義昨日表示吳敦義昨日表示，，若有賄選隨時退出政壇若有賄選隨時退出政壇。。 中央社中央社

■台灣基隆市
議會議長宋瑋
莉（左二）日
前公開支持吳
敦義參選中國
國民黨主席。

中央社

■陸軍官校專科班等軍公教團體日前在
「立法院」遊行，抗議年金改革溯及既
往。 資料圖片

■洪秀柱
競選辦公
室倡線上
連署，以
減少紙本
行政作業
消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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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據顯示，內地有超過千萬的視
力殘障人士，而廣東省盲人數量就接
近百萬。對他們而言，去電影院欣賞
一部電影，幾乎成為一種奢望。不僅
如此，外界對盲人群體都有一定誤
解，認為他們只能活在黑暗中。近
日，記者從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獲
悉，為了服務殘障人士的特定文化需
求，他們持續8年堅持推行「心聆感
影」項目，通過義工講解員的陪同講
解，無障礙觀影已經成為許多廣州殘
障人士能夠享受的日常。
省立中山圖書館的講解員秦曉婕告訴

記者，「心聆感影」項目組成立8年
了，目前已經有19位義工講解員。經
過長期堅持和努力，觀影者從視障人士
拓展到了聽障人士以及肢殘人士，讓他
們也有了更多的無障礙電影體驗。

聲音旁白述影像
為了把這一特殊的觀眾群體帶入影

片故事中，作為義工講解員首先就
需要熟悉影片，先通過幾次甚至幾
十次的反覆觀看，完全了解劇情的發
展，然後便開始重新撰寫腳本，在此
基礎上用自己的聲音去為影片做恰當

的旁白。
就是在這樣的不斷潤色旁白中，每到

精彩之處，台下觀眾或拍手爆笑或埋首
落淚，雖然不能用眼睛「看見」每一幀
圖像，但在義工們聲音的幫助下，也能
在心中呈現畫面，感受一個完整的故
事。
每一次觀影結束，全場的視障者、聽

障者、身障者、戴着眼罩的失明體驗者
們也會戀戀不捨地留下來，希望大家一
起分享影片中觸動心靈的一些細節，彼
此交流參與活動的感受。秦曉婕說，現
在不少普通市民慕名前來，在感受這樣

一場特殊的電影陪看之後，不少人當場
表示希望成為其中一員，加入到這一溫
暖陪看的隊伍中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歌會現場，來自湖南的楊盛梅、貴
州的吳屏志、廣西的劉青華三位

侗族「歌王」同唱侗族大歌，侗家歌手
的天籟之音深深打動了現場觀眾。來自
廣東的遊客楊濤稱讚說，「今年的節目
讓我耳目一新，大戊梁歌會一年比一年
精彩。」
據《侗款》記載，在湘桂黔三省區交

界之地流傳着富家女肖女和貧苦長工悶
龍的愛情故事。為了紀念這對戀人，每
年在立夏前18天的「大戊」之日，來
自湘桂黔邊區的青年男女盛裝打扮，雲
集大戊梁山上，對歌賽舞。

行歌坐夜還原侗族浪漫
歷經300多年的積澱，形成了這裡獨

特的「大戊梁文化」。大戊梁歌會目前

已成為侗族地區規模最大、水
準最高、內容最豐富的民間音樂
盛會，被譽為侗族「情人節」。
此次吸引了來自湘黔桂三省
（區）周邊300多個村寨的群眾，以及
全國各地逾20萬的遊客。
開幕式文藝演出上，侗族群眾身着

節日盛裝來到通道薩歲廣場。歌會以
千名侗族群眾表演的《戊梁之戀》開
篇，宏大壯闊的場面，迅速把觀眾帶
入侗族「情人節」的浪漫情境之中。
侗族同胞們踏歌而舞，用舞台劇還原
了侗家男女行歌坐夜的傳統戀愛方
式。

侗錦製作 驚艷四方來客
依託坪坦河兩岸侗寨風光，以侗族情

歌對唱為主線，將四里山歌、苗歌、瑤
歌、喉路歌、蘆笙、木葉、侗笛、琵琶
歌有機融合。侗寨的鄉親們還展示了侗
錦的製作過程，一幅幅精美的侗錦讓四
方來客嘆為觀止。
通道侗族自治縣位於湘、黔、桂三省

（區）交界處，在這個風景如畫的侗
鄉，創造了交相輝映、絢麗多彩的少數
民族文藝。近年來，該縣以歌會為平
台，堅持發展全域旅遊，致力建設集民
俗體驗、生態休閒、紅色旅遊、養生度
假於一體的旅遊勝地。

武漢學院法律系
1505班學生龐章昊是
一個「閱讀狂人」，
閱讀是他每天的「必
修課」，而且每個月
一半以上的生活費都
用來買書，至今已收
藏3,000多套圖書，寢
室儼然成為了一個小
型「圖書館」。
他讀過自己所收藏的每一本圖書，只是有些淺閱，有

些深讀。除了閱讀，他還喜歡與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交
流，特別是比自己年長的人。另外，他還計劃出國留
學，去看不同的風景，了解不同的文化。■湖北日報網

在內地經濟發達的江蘇省無錫東港鎮百歲
老人扎堆，被國際自然醫學會稱為「奇
跡」。昨日下午，國際自然醫學會中國總部
主任、森下世界長壽鄉調查團秘書長、世界
長壽鄉科學認證委員會副主席王智墨博士，
在世界長壽之鄉紅豆杉長壽鎮調查認證項目
啟動儀式上表示，他們將對東港鎮展開實地
調查研究，揭開這裡眾多老人們健康長壽的
奧秘。
據介紹， 近幾年，東港鎮百歲老人的數
量呈直線上升。王智墨博士表示，以東港鎮
戶籍人口7.7萬人計算，百歲長壽率高達
23.3%（每10萬，下同），且百歲壽星後備
力量充足，呈逐年增長趨勢，達到了國際自
然醫學會確定的長壽地區認定標準。而中國
和聯合國「長壽之鄉」標準為「存活百歲老
人佔戶籍人口比例達到7%和7.5%」。
長壽的奧秘自然備受更關注。20年前，
紅豆集團在這裡種植了3,500多萬株紅豆
杉，累計逾3萬畝。紅豆杉與長壽老人的關
聯將成為調查團考察重點。
王智墨表示，調查團專家將對東港鎮紅豆

杉區域進行區域磁場測定、大氣生態環境、
地理條件、土壤、百歲老人住所、紅豆杉的
藥效機理等展開科學調查和研究認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無錫報道

三省區侗族歌王同台
唱響唱響 文化文化

「大戊梁上擺歌台，男女老少圍攏來；肖女悶龍情猶

在，回夢戊梁好精彩……」一年一度的中國侗族「情人

節」大戊梁歌會近兩日在湖南省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

舉行。歌會首次通過電視、網絡、手機客戶端等直播和

互動，將大戊梁文化傳向世界各個角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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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狂人」寢室成小圖書館義工堅持八年陪盲人賞電影

■■為期兩天的侗族為期兩天的侗族
大戊梁歌會大戊梁歌會，，將大將大
戊梁文化傳入世界戊梁文化傳入世界
各地各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八位百歲老人參加世界長壽之鄉認證
儀式。 記者陳旻 攝

■「閱讀狂人」龐章昊的「圖
書館」寢室。 網上圖片

■觀影結束後，觀影者們踴躍地表達感
受。 記者胡若璋攝

梁梁大大戊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