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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張小月應多看《人民的名義》

民調：年輕人對蔡支持度下滑

台律師事務所代表處
可在陸擴大設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民進黨執政將滿周年，其在臉書貼出

數據宣揚「政績」，並指出蔡英文執

政一年，失業率下降、就業人口增

加。有眼尖網友發現民進黨將世界經

濟論壇2016年9月的「全球競爭力報

告」列入「政績」，質疑民進黨拿

「前朝」功勞充數。

綠秀「政績」疑拿「前朝」功勞充數
主要數據來自2015年 藍轟蔡搞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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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近日舉行「365天我們一起完
成的事」記者會，公佈統計數據強

調經濟正在向上提升。國民黨「立委」楊
鎮浯辦公室主任黃子哲則在臉書酸蔡英文
執政一年來，社會亂成一團，人民生活不
見好轉，「應該不是365天我們『一起完
成的事』而是『一起搞砸的事』」。
民進黨臉書粉絲專頁當日也貼出數張
馬英九與蔡英文執政時的比較圖，包括
薪資增長、失業率、遊台旅客人次、
GDP經濟增長率等數據。其中關於全球
競爭力排名，民主進步黨指出，「根據
世界經濟論壇在2016年9月提出的『全
球競爭力報告』，台灣競爭力排名全球
第14名！」引來網友討論。

網友批蔡「一事無成」
有網友表示，2016年競爭力報告，其

實主要數據來源是2015年。而蔡英文是
2016年5月20日才上任，因此網友質疑

9月發表的年度報告，有可能是蔡英文3
個月施政的成果？並大酸蔡英文「執政
一年交報告，拿『前朝』功勞充數」。
民進黨臉書粉絲專頁貼出「政績」

圖，反倒吸引許多網友吐槽，紛紛表示
「執政一年，一事無成」、「薪資沒有
漲，物資卻漲的離譜」、「年金改
（革）這麼慢又爛，妳（你）們還蠻自
感良好的嘛」、「那是對企業，小勞工
完全無感，沒用。」「對你們，民進
黨，心死不想在（再）說了」。

國民黨批蔡自「打臉」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唐德明亦質疑，

201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的數據是2015
年，民進黨根本是拿前任的「政績」數
字充數，「臉皮實在是厚得可以」。
唐德明進一步批評，過去蔡英文曾暗酸

馬英九，認為數字是用來找施政的問題，
不是用來自我安慰。但才一年多，蔡英文

就拿一堆人民無感的數字自「打臉」。
唐德明表示，民進黨執政這一年，天
天有讓人民幹譙（不滿）的事情發生，
這樣的「政績」，民進黨還好意思大肆

宣傳，希望蔡當局要有同理心，不要躲
在冷氣房裡想像世界的美好，請看看真
實世界裡人民的苦與怨，不要只活在自
己搭建的象牙塔裡面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蔡英文上台將滿
周年，近期島內多項民調均指向蔡的滿意度持續下
跌；其中親綠營的《美麗島電子報》日前透過民調
發現，蔡英文推動的各項重大政策，滿意度幾乎全
低於三成。對蔡英文信任度和滿意度調查，20到
29歲年輕人嚴重下滑，不信任度高達45.3%，是各
年齡層裡第二高；不滿意度達63.3%，也是各年齡
層最高。
此外，根據島內《時報周刊》公佈最新民調，如
果明天投票大選，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支持度大幅領
先蔡英文。面對上述民調，島內政界、媒體反應迅
速。國民黨文傳會昨日召開記者會指出，上述民調
反映蔡當局一年來的施政完全失敗，人民對蔡英文
不滿意度日益高漲。
民進黨副秘書長徐佳青昨天被媒體追問，為什麼台

灣民眾對蔡英文不滿？徐佳青說，把滿意度、不滿意
度進一步交叉分析後發現，民眾不滿意原因是覺得改
革速度太慢，部分改革內容幅度不夠寬、不夠大。

香港文匯報訊 反貪題材電視劇《人民
的名義》在大陸引起巨大反響，不僅被
視為「尺度最大的反腐劇」，也還原了
大陸官場的架構。台灣《旺報》言論部
昨日發出評論文章稱，對大陸官場一頭
霧水的陸委會主委張小月，應該多看看
《人民的名義》。
《旺報》刊出題目為「張小月看過

《人民的名義》嗎？」的文章，指出劇
中一眾官員的級別和排名就是一個紛繁
複雜，耐人尋味的課題。同為副部級官
員，劇中的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高

育良的排名就高於同為省委常委的京州
市委書記李達康，後者排名又高於沒有
常委身份的省檢察院檢察長季昌明。

須熟悉大陸官場架構
文章並以實例解釋台灣人對大陸官場架

構的不了解。去年夏天，中共上海市委常
委、統戰部長沙海林率團赴台北出席「雙
城論壇」。由於往年的上海市長代表是分
管對台事務的副市長翁鐵慧，因此在台灣
引發「降格」一說。文章分析，事實上，
如果能讀懂大陸官場的密碼，不難發現兩

者雖同為副部級官員，但由於黨內地位不
同（翁副市長不是市委常委），前者在上
海市領導中的排名要高於後者。因此，
「降格」云云並不屬實。
文章續指出，一般人可以不關心大陸官

場規則，陸委會卻必須熟悉大陸官場密
碼。去年11月張小月接受質詢，竟然答不
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名字，實在
讓人擔心陸委會的決策水準。
文章最後說，如果張小月對大陸官場
還是一頭霧水，現實中又接觸不到大陸
官員，那就多看看《人民的名義》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日前從司法
部獲悉，台灣律師事務所在大陸設立代表處的地
域範圍，由現在的福建省福州市、廈門市擴大到
福建全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
為進一步擴大法律服務對台開放，司法部出台了

3項政策，其中包括將台灣律師事務所在大陸設立代
表處的地域範圍由現在的福建省福州市、廈門市擴
大到福建全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廣東
省；允許已在大陸設立代表機構，且該代表機構成
立滿3年的台灣律師事務所在其代表機構所在的福
建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與大陸律
師事務所聯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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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昨日舉行執政周年相關民調記者會，徐佳青（中）偕同發言人阮昭雄
（左）、吳沛憶（右）說明民調數字。 中央社

遼寧北鎮市新區小學將滿族剪紙、滿語課和滿文書法等具有滿
族文化特色的內容納入常規課堂教學。圖為近日老師在課堂上教
學生滿文書法。 ■圖/文：新華社

■佔地面積達11,000平方米的故
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 網上圖片

馬女士是河南南陽人，曾是南陽市說唱
團的演員，寫、演、說、彈、唱樣樣

精通，由於在曲藝方面頗有造詣，曾受邀到
台灣進行曲藝方面的文化交流，也正因此結
緣阿秀。
女兒小嫻2000年5月準備生小孩，而自己

在台灣脫不開身，就託好姐妹幫忙找個懂家
務的保姆幫忙。於是就找到了當時50多歲
的阿秀，小嫻對阿秀評價很高，「說話和
氣，做得一手好菜，靈氣得很」。

姐妹相稱 勝似親人
阿秀從伺候月子到幫忙帶孩子、做家務，
不知不覺就幹了兩年。其間，阿秀一直被小
嫻喊作「姨」，馬女士也以姐妹相稱，彼此
雖是僱主與保姆的關係，卻勝似親人。

「孩子上幼兒園前，小姨的健康狀況每況
愈下，她不忍心拖累我們家，便離開過一段
時間。」小嫻說，有一次她看到小姨病懨懨
的，心中不安，和母親商量後決心接對方回
家。畢竟相處久了，彼此之間越來越有感
情，於是又把阿秀接了回來。馬女士說，
「你就把這裡當自己家踏踏實實住吧。」一
家人的真情讓阿秀的心定了下來。
隨着阿秀風濕性關節炎病情加重，關節變

形，家裡的活兒都被馬女士包攬，曾經是保
姆的阿秀成為全家人照顧的對象。阿秀的病
情日益加重，從手抖、摔倒，到去年春節前
突發腦梗，一次比一次兇險。

日夜照料 無微不至
上次阿秀住院，醫生介紹病情時，懷疑病

人是腦結核，要送到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搶
救，馬女士日夜守在病床前照顧着。
「姐，你們不會拋棄我吧？」有一天，病
床上的阿秀含淚問馬女士。「不會的，咱們
是一家人，我們都愛你！」馬女士一番話，
讓阿秀淚如泉湧，她哽咽着說：「我這輩子
欠你們的，下一輩一定好好報答。」
阿秀出院後，全家人考慮到她行動不便，

還為她買了輪椅，又專門開家庭會議調整了
房間，把靠近客廳的主臥騰出來給阿秀睡，
馬女士陪睡一旁，方便照顧。
如今，由於生意不佳，小嫻開始在教育領

域艱難創業，有時難免捉襟見肘。阿秀一次
次住院治療後，她更覺得手頭緊，「我已經
把另一套房子掛網上準備賣了，小姨後期看
病還需要不少錢」。
關愛阿秀的除了馬女士一家和馬女士的幾

位好姐妹，還有政府部門。阿秀戶籍在二七
區五里堡街道辦事處防空兵社區，得知她的

情況後，
社區工作人員
為她申請辦理了低
保，還為她申請了低
保大病救助和臨時救助。5
月3日，五里堡街道黨工委書記
王彬等人上門看望阿秀和馬女士一
家，並送來3,000元（人民幣）慰問金和
米麵油等慰問品。王彬感慨道：「這份平凡
人的偉大真情，體現了超越血緣的大愛。」

昨日是立夏，內蒙古自治
區的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
草原，卻在午時飄起了紛紛
揚揚的「五月雪」。
西烏珠穆沁旗巴彥花鎮牧
民圖布新對「五月雪」的降
臨很高興。他說：「前幾天
在西烏旗颳了好幾場沙塵
暴，天空都灰蒙蒙的，人和
牲畜都不敢出門，好在下了
這麼一場雪，總算把沙塵暴
遏制住了。」
與錫林郭勒草原一樣，呼
倫貝爾返青草原也披上了一
層薄薄的白雪，而在幾天
前，呼倫貝爾市的氣溫還在
零上30攝氏度左右。鄂溫
克旗輝蘇木烏蘭托格嘎查鄂
溫克牧民扎拉森尼瑪喜出望
外地說：「五月下雪在呼倫
貝爾草原並不罕見，但這次
的『五月雪』下得很及時，
對草原返青很有利。」

■新華社

故宮博物院昨日在北京宣佈，故宮
鼓浪嶼外國文物館將於5月13日在福
建廈門鼓浪嶼落成開館，這是故宮博
物院首次在地方設立主題分館。
與外國相比，中國在海外文物收

藏方面一直是短板。在故宮博物院
院長單霽翔看來，因為中國在歷史
上沒有侵略、劫掠、偷盜其他國家
的文物，同時由於歷史上受經濟條
件所限，不能大量購置其他國家的
文物。

首展藏品多為清宮舊藏
「長期以來，不斷有社會公眾建

議，應該籌備建設展示來自世界各
國文物藏品的博物館。我非常贊成
這個建議，但是也深知今天匯集來
自世界各國的珍貴文物藏品，建設
一座展示外國文物的博物館並非易
事。故宮博物院是中國國內收藏外

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因此故宮博
物院有責任，也有能力填補這一方
面的空白。」他說，故宮博物院正
在籌建兩座外國文物館，一座在故
宮博物院內的延禧宮，另一座就是
在廈門鼓浪嶼。
據介紹，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

佔地面積11,000平方米，開館首展
「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展」共展
出藏品219件（套），這些文物大
部分一直保存在故宮庫房裡，從未
向世人展示過。展覽分為文物來
源、科技典範、萬國瓷風、生活韻
致、典雅陳設和異國情調6個部
分；文物種類涵蓋漆器、陶器、瓷
器、玻璃器、琺瑯器、金屬器、織
物、繪畫、書籍、雕塑、傢具、鐘
錶、科技儀器等多種類別，分別來
自英國、法國、德國、瑞士、俄羅
斯、意大利、奧地利、美國、保加

利亞、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地區。
這些文物來源主要是清宮舊藏，也
有部分為民間徵集或個人捐贈。時
代跨越從16世紀至20世紀初，以
18、19世紀者居多。
據悉，故宮博物院的紫禁書院也

將於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開館之
日同時落地鼓浪嶼。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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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74歲的馬女士不免納悶，自己和家人為何對69歲的阿秀有

難以割捨的感情？想來想去，她覺得是「緣分」。 ■《大河報》

■馬女士安
慰病中的阿
秀，「咱們
是一家人，
我 們 都 愛
你！」這讓
阿秀淚如泉
湧。
網上圖片

豫僱主大愛超越血緣豫僱主大愛超越血緣
欲賣樓替保姆治病欲賣樓替保姆治病

■阿秀住院，馬女士日夜守
在病床前照顧。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