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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WHA被拒幾成定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

選舉將於5月20日投開票，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前

「副總統」吳敦義、副主席郝龍斌、前副主席詹啟

賢、前「立委」潘維剛及前「立委」韓國瑜6位候選人

昨日輪番在台灣高雄市舉行的高屏區政見說明會上登

場亮相。

吳敦義表示，民進黨不是打不敗的，
是要看操盤手的智慧。他歷數自己

的政績，強調在他作為執政團隊成員期
間，台灣曾經有逾10.63%的經濟成長率。
同時，他表態反對去蔣化，表示國民黨不
會改名，當主席會帶領黨贏回2020執政權
等。

郝：推改革贏民意
郝龍斌批評黨內過去因為「有一串人自

私」，導致黨的力量有所折損，宣示會無
私奉獻，再造國民黨。他批評民進黨執政
後，把台灣搞得一塌糊塗。郝龍斌宣示會
大力推動地方黨部改革，以贏得台灣民眾
對國民黨的支持。
詹啟賢批評國民黨沉溺於意識形態，

且迷失在傳統的利益交換和花錢綁樁的
結構性問題。他指出，面對兩岸和國際
嚴峻的情勢，國民黨亟待開拓南部版
圖，他會用剩餘價值奉獻給黨和台灣地

區。

潘：打倒恐怖執政
潘維剛則猛批民進黨執政不到1年 ，一

例一休、兩岸關係、去蔣化、前瞻建設、
年金改革等不合理做法，只會把民眾帶到
「五貸同堂」的處境。她說應該「打倒綠
色恐怖執政，推動補償條例」，把不公、
不義討回來。
韓國瑜對比了今昔台灣經濟和社會現

象，他說現在的台灣似乎只剩下詐騙和毒
品，台灣虛擲太多時間了。
洪秀柱表示，過去曾流行「國民黨倒，

台灣就會好」；如今國民黨倒，台灣卻未
變好。她批評蔡英文當局說要謙卑、溝
通，卻在做不溝通、不負責任的事。此
外，她還嘲諷蔡當局唯一做得成功的事是
追討國民黨黨產。在爭取同黨同志支持
時，她表示不是女人要出頭，是沒有男人
要出頭。

藍政見會 聚焦贏回政權
6候選人輪流批綠 洪諷蔡追黨產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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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世界衛
生大會（WHA）將在本月22日舉行，5月8
日是網路報名截止時間，台灣外務部門負責人
李大維日前坦言「情況不樂觀」。據了解，台
灣當局研判收到邀請函的幾率微乎其微，亦已
把施力點放在國際動員上。

蘇起：兩岸未溝通係最大要害
近期，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八度發推

特，以英、日文向國際社會喊話，助力台灣受
邀出席 WHA。她表示，台灣能否出席
WHA，將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指摽。
台灣自2009年起開始以「中華台北」觀察

員身份出席WHA，今年距網路報名參會截止
日只剩一天，卻還未收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邀請函。據了解，去年WHO寄發
的邀請函有加註「聯合國2758號決議」及
「一中原則」。
「衛福部世衛顧問團」召集人、前外務

部門負責人高英茂昨日表示，若WHA今年不
發邀請函給台灣，他籲屆時政府應召開國際記
者會，「該高調就高調」，要求在WHA大會
上公開辯論、投票，逼國際社會表態。
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早前表示，他

對於台灣參與WHA持悲觀看法。他分析，根
據過去經驗，台灣若想參會，不太可能由台單
方面放話就可以，就連美國出來講話，台灣都
不一定能參與，一定要通過兩岸密切溝通。然
而，兩岸目前沒有溝通是最大要害，台灣單方
面放話，大陸不會讓步。

和時為候
任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一

通電話，讓蔡英文有了對兩岸關
係另起論述的底氣。雖然正式上
任後的特朗普表示不會再和蔡英
文通電話，但蔡英文似乎仍然相
信台灣已民主化，因此，她對中
國大陸再三強調的「一個中國」
原則不以為意，認為還有討價還
價的空間。
「會哭的孩子有糖吃」，這成了

蔡 政 府 闖 關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WHA）的不二法門。世衛組織
（WHO）的邀請函遲遲未到，蔡
英文就直接效仿特朗普，玩起了推
特施政，直抒胸臆，「台灣不能以

任何理由被排除參加WHA」。
蔡英文甚至警告：「真的要請對

岸小心地處理WHA」，聲稱若大
陸方面不讓台灣參加WHA，則會
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但她似乎忘
了，台當局正忙着去中國化，甚至
到了去孔子的地步，難道就不會傷
害對岸人民的感情了？
大陸正堅定地為既定的國家戰

略奔忙，這讓蔡當局以為有了可
乘之機，認為綁架國際輿論，就
可以挑戰已經被板上釘釘的「一
中」原則。這一回，蔡英文一定
會失算，因為台灣、大陸及國際
社會最關心的是蔡英文究竟要把
台灣帶往何處去？

■記者 劉怡

願賭不願輸的蔡英文

陸首家台商學院
助大批台青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賀鵬飛 江蘇報

道）由兩岸高校和企業合作建設的江蘇淮安
台商學院是大陸首家台商學院。成立近3年
來，該學院已培訓了包括台企員工和台商二
代在內的大批兩岸創業青年。
淮安台商學院是由江蘇淮陰工學院與台

灣中華大學、修平科技大學、長榮大學等
四所高校及部分在淮台企聯合成立的非營
利性教育機構。淮陰工學院院長李北群介
紹，台商學院依託淮安大學科技園，為台
灣青年創業提供配套設施，目前已有100
多名兩岸青年入駐科技園，聘請了220餘
名台灣高校和淮安企業家作為創業導師。
據了解，淮安台商學院已獲批國家級海

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李北群指出，
淮安台商學院為在淮台企實行「訂單式」
人才培養，並先後選派6名青年教師赴台
讀博，150餘名大陸學生赴台灣中華大學
交換學習。目前，該學院和台灣中華大學
聯合培養博士已順利畢業，申報兩岸高校
合作科研項目20餘項，已啟動10萬台企
員工培訓工程，並舉辦台資企業家培訓
班，為20餘家台企培訓台企骨幹、台商二
代。

■■國民黨黨魁選舉候選人昨日亮相政見國民黨黨魁選舉候選人昨日亮相政見
說明會說明會。。從左至右依次為國民黨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為國民黨副主席
郝龍斌郝龍斌、、主席洪秀柱主席洪秀柱、、前前「「副總統副總統」」吳吳
敦義敦義、、前副主席詹啟賢前副主席詹啟賢、、前前「「立委立委」」韓韓
國瑜及前國瑜及前「「立委立委」」潘維剛潘維剛。。

中央社中央社

■WHO邀請函遲遲未到，「立委」方面日前表示
「WHA需要台灣」。 中央社

���/=

成婚七載屢遭夫成婚七載屢遭夫「「騙騙」」

結婚七年，被當警察的丈

夫屢屢「欺騙」，浙江杭州

一位警嫂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裡寫下關於「七年之癢」

的千字長文「討伐」，而真

相讓人感動。 ■澎湃新聞

警嫂「問罪」長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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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安徽省合肥市學林軒社區舉辦「感恩母親
節」活動，孩子們為母親洗腳、按摩，感恩自己的母
親。 ■圖/文：中新社

感 恩 母 親

甘肅50對農村青年向天價彩禮說「不」

■昨日，首屆「向高價彩禮說不」移風易俗新婚
禮，50對新婚夫婦倡議樹立正確的婚戀觀，杜
絕天價彩禮。 中新社

■■杭州市公安杭州市公安
局蕭山區分局局蕭山區分局
新塘派出所的新塘派出所的
民警徐建寧民警徐建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達州市中心醫院 ICU醫生劉
春，在病床上依然記掛着病人。

網上圖片

「結婚那年夏天，你說有大案要
住所加班，我拿着一堆吃的

到所裡，想給你一個大大的驚喜。結
果，你同事給了我一個『驚喜』：你
根本沒有加班，而在醫院！出火警時
從二樓跳下摔斷右腿。我強忍着被欺
騙的憤怒，挺着大肚子，足給你擦了
一個月的澡。」

瞞出警遇險免妻擔心
「一年前，一段微視頻在同事群裡

引起熱議。一位民警從自殺者手中奪
過尖刀，刀刃從民警的頸動脈擦拭而
過。（奪刀民警是你）為什麼我是最
後一個知道？！你卻用一句話打發我，
『這不是沒事嗎？』」
「出差半月抓逃犯，女兒終於等到

你回家，面對女兒的親暱，你卻冷冷
一句『爸爸很累，一邊玩去』，女兒

噙着淚水走開。接下來三天，你說還
要加班，每天住單位。我隱約感覺你
出事了。直到第四天，你開心地給我
電話：『老婆，我沒事了！』原來，
逃犯是愛滋病患者，你發現了抓捕時
手臂上的傷痕，直到驗血報告出來才
如釋重負。我氣得對你吼，你卻傻
笑：『這不是沒事嗎？』」
文章裡的「你」，是杭州市公安局

蕭山區分局新塘派出所的民警徐建
寧，已從警12年，榮立個人三等功二
次，被評為「蕭山區優秀公務員」、
「新塘街道百佳黨員」。妻子樓飛和
他結婚7年。
2016年，徐建寧和同事去雲南抓捕

一名涉毒的犯罪嫌疑人，在抓捕時發
生較為激烈的肢體接觸。回杭州時，
他才發現胳膊上有傷。因為之前已經
知道嫌疑人是愛滋病患者，徐建寧感

覺「天都塌下來了」，在等待檢查報
告的那幾天一直沒敢回家。當時，他
已做了最壞的打算：真感染了就離
婚，絕不拖累家人。所幸，檢驗報告
顯示他沒有感染。
樓飛在朋友圈裡寫道：「『這不是

沒事嗎』，每次都是這句話，我連吵
架的力氣都沒了。嫁給你的七年，你
的臉被人抓過，手被人劃過，腿傷
過、斷過……在你看來是家常便飯，
我理解，我真的理解，但我無法忍受
你一次次地隱瞞欺騙我。」
「看到妻子的文章，第一感覺是很難

為情，之後就是愧疚，感覺愧對家人。
以前不告訴她，是怕她擔心，沒想到反
而讓她更擔心。」昨日，正在出警的徐
建寧歎了口氣說，但工作總得有人做，
穿上了警服就得擔起這份責任。這幾天
自己也在反思，有些事與其讓妻子從別

人那裡得知，不如「主動坦白」。

結婚新誓詞充滿理解
「今天我要鄭重警告你：若再這樣一

意孤行，我真怕不能陪你白頭到老。除
非你當着所有人的面重新唸一遍修訂版
的結婚誓詞！」在樓飛的朋友圈文章最
後，她寫下自己和丈夫新的結婚誓言：
一輩子愛老婆、寵老婆，不離不棄，忠
於愛情和婚姻（加一句：我保證先學會
愛自己，按時吃飯，多睡覺）；無論快
樂痛苦，無論大事小事，都與老婆一起
分享、分擔（加一句：我保證第一時間
向老婆匯報，決不事後辯解）；執子之
手，白頭偕老（加一句：我保證不是一
個渾身是傷的糟老頭）；警嫂是偉大
的，決不拿善意的謊言當借口，欺騙偉
大的警嫂（這條新加，需倒背如
流）。」

四川達州市
中心醫院 ICU
醫生劉春近日倒
在科室裡的護士
站台處，頭部撞
在身前的治療車
上，眉間和鼻樑
傷口血流不止，
被同事搶救後，
送往醫院的神經
外科住院治療。
據同科室的同事
介紹，劉春從5
月4日早晨7點
多開始工作到暈
倒，24小時和同事一起搶救了8名新來的危重病
人，肯定是疲憊不堪以致暈倒。
醫院科室監控視頻顯示，劉春在暈倒之前，還在

隔壁的房間出入兩次巡查病房，之後他坐到護士站
的椅子上。大約1分鐘後，劉春身體突然前傾，面
部撞在身前的治療車上倒地。眉間和鼻樑還有兩道
口子正在流血。止血結束後，燒傷整形科醫生在其
傷口上縫了6針，再轉到醫院的神經外科病房。

自己無妨 病人要緊
和劉春一起值班的醫生李寧琴介紹，24個小時

內，他們兩人分工協作共搶救了8個新來的危重病
人，另外當時在科室內，還有23名重症監護病
人。即使累倒後躺在病床上，劉春依然記掛着病
人，搶救的8名危重病人的床號，他仍然記得清清
楚楚。
在轉入神經外科治療之後，醫生陳泰山介紹，當

時了解到劉春頭撞在治療車上，擔心其大腦內部出
血，「通過檢查發現，大腦並未腦出血，目前正在
住院觀察」。得知檢查結果後，ICU科室主任鄭祥
德和科室裡的同事才暫時鬆了口氣。
對自己暈倒一事，劉春並沒有過多話語，「身體

還行，累點無所謂，病人命要緊，不拚怎麼得
行？」 ■《成都商報》

在中國農村，天價彩禮屢見不
鮮。甘肅農村是「天價彩禮」的
重災區，特別是該省平涼、慶陽
農村，彩禮錢高達8萬元至20萬
元不等。
昨日，甘肅隴南市舉行首屆「向

高價彩禮說不」移風易俗新婚禮，
50對農村青年舉行集體婚禮，並向
廣大農村發出倡議：樹立婚嫁新
風，杜絕天價彩禮，抵制攀比之
風，倡導婚事新辦的社會風氣和健
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50對新婚夫婦皆在近期領取結婚
證，兩人中至少1人為建檔立卡貧
困戶或低保戶，且女方收取彩禮不
超過3萬元（人民幣，下同）。
「讓他們省下彩禮錢買上房

子，我自己過得挺好，主要孩子
們要把日子過好」，新娘子的母
親張桂琴在鎮裡經營一家小賣
部。今年58歲的她深深記得，曾
為大兒子高價彩禮娶親時對整個
家庭造成的「陰雲密佈」，還債
十幾年差點「翻不過身」。她

說，在女兒身上，不想傳遞這種
悲劇。
據悉，此次「向高價彩禮說

不」主題活動由共青團隴南市委
員會和共青團青島市委員會共同
主辦，青島團市委青工部部長賈
稼霖說，天價彩禮在全國農村普
遍存在，兩市共推婚嫁新風是為
了不再讓天價彩禮成為農村男女
婚姻的「甜蜜負擔」，而讓他們
放開手腳創新創業，投入脫貧致
富中。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