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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轟蔡只識鍵盤施政

蔡就職近周年
近七成人不滿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
文上台將滿一年，雅虎（Yahoo）奇摩
新聞昨日公佈最新「蔡英文就職一周年
滿意度大調查」，結果顯示近68%民眾
對蔡英文整體施政表現不滿意，且愈年
長愈不滿，45 歲以上民眾不滿意度突
破75%，民眾對當局行政團隊不滿意度
也高達六成；逾五成民眾認為不論兩
岸、經濟、勞工權益等，蔡英文執政都
輸給馬英九。
另外，上周 5 月 2 日，親綠營的「美
麗島電子報」發佈最新民調顯示，蔡英
文上台接近一年，推動各項重大政策或
改革全部不及格，滿意度最多僅三成，連
泛綠支持者也認為不及格；選前最挺的年
輕人更是翻轉，成為最不滿的一群，認為
台灣整體經濟狀況「不好」已突破八成。
另據台灣競爭力論壇上月底公佈最新
調查，蔡英文上台將滿 1 周年，六成以
上民眾對於蔡英文執政的兩岸關係表示
不滿，更有半數的民眾認為蔡英文當局
不接受「九二共識」不利於台灣發展。
蔡英文上台將滿一年，迄今所有公佈
的相關民調，幾乎全部數據指向蔡英文
執政首年，全部改革確定慘敗不及格，
民眾不滿度統統超過六成。

WHA 網絡報名截止 台無望收邀請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網及台媒報道，世界衛生大會（WHA）網絡
報名最後期限已過，台灣地區衛生福利部門昨日證實，未收到 WHA 邀
請函。台方多次稱，大陸方面借衛生問題對台進行「政治打壓」、台缺
席 WHA 將「損害台灣民眾健康福祉」，造成「國際防疫缺口」。對
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強調說，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
題，必須遵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在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中國中
央政府對台灣地區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作出了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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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與多邊會議，降低未獲邀與會的衝擊。

WHA 網絡報名 8 日截止，台灣
今年的
「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昨日在記者

蔡努力僅限10則推特

會上說，至今還沒有收到邀請函，這是已
經確定的事，也沒有獲得世界衛生組織
（WHO）秘書處的任何訊息，並表示「深
感遺憾與不滿」。
陳時中也首度證實，台灣方面向 WHO
秘書處的聯繫有如石沉大海，對方迄今沒
有回應，讓台灣究竟還能否獲邀「情況還
沒有很清楚」。因為去年也是遲至報名截
止當天才拿到邀請函，卻未附上報名賬
號，今年則是報名截止日後還沒有收到邀
請函。不過，陳時中表明，仍會在開會前繼
續爭取，並將於本月20日出發，如期率團前
往瑞士日內瓦，透過與其他與會方的密集雙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副主委唐德
明昨日表示，台灣連續 8 年參加 WHA，在
民進黨執政後，卻收不到邀請函，國民黨
深表遺憾。唐德明上午在國民黨記者會表
示，蔡英文當選後就說過，人民選擇民進
黨是要來解決問題的，難道沒辦法參加
WHA 不是一個大問題嗎？但蔡英文除了連
發 10 次推特（Twitter）外，看不到任何積
極努力的作為，甚至連一場國際記者會都
不願意召開，這樣能叫努力解決問題嗎？
唐德明質疑，蔡英文的努力只是連發 10
則推特，企圖用鍵盤施政，用鍵盤告訴全世

界台灣應該收到邀請函。這是標準的東施效
顰，想要學美國總統特朗普用推特來影響
世界，但想像是美好的，現實卻是殘酷的。

外交部：認同「一中」才能協商
另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回應
時則表示，在台灣地區參加 WHA 問題上，
WHO 秘書處嚴格遵守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和世界衛生大會 25.1 號決議，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中
國在此問題上的立場表示理解和支持。事
實證明，只有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才能通

台當局別總揣着明白裝糊塗
第 70 屆
世界衛生大
會 （WHA）
網絡報名 8

日截止，世
衛組織（WHO）的邀請函，成了民進黨當
局巴望半天卻永遠盼不來的信件。這事怪
不得別人，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曾明
確表示，兩 岸 就 共 同 的 政 治 基 礎 達 成 一
致 意 見 ， 是 台 灣 2009 年 後 能 夠 參 加

WHA 的主因。
去年「5．20」民進黨上台後，迄今拒不
承認「九二共識」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
核心意涵，破壞了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
礎，導致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之前有台媒就篤定地稱，
出席 WHA 一事黃了（指事情失敗）已是
「圈內普遍看法」。如今被拒之門外，實
在是意料之中。連外界都看明白的事，民
進黨當局豈會不知？

但台當局就是一副癡心不改的「糊塗」
樣，戲份做得很足。又是秉持所謂「不容
樂觀、絕不悲觀」的態度，積極爭取全力
以赴；又是提出所謂「新情勢、新問卷、
新模式」的「三新」論述，試圖擠牙膏一
樣擠出一點點「善意」。可惜熱熱鬧鬧擠
了半天，卻發現裡面是個三心二意的空
殼：好話堆積一籮筐，不過是想掙脫「九
二共識」這個緊箍咒。
想想去年最後一刻搭上 WHA 末班車，台

過兩岸協商台灣地區參會事宜，搞挾洋自
重沒有出路。
耿爽表示，在《國際衛生條例(2005)》框
架下，台灣地區同WHO和各國的信息交流
是暢通的，機制是完善的。台灣地區的醫
療衛生專家可以參加 WHO 的相關技術會
議，有需要時WHO專家也可以赴台灣地區
進行指導。這些安排確保了無論是島內還
是國際上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台灣地
區均可及時有效應對。所謂「影響台灣人
民的健康權利」「國際衛生防疫缺口」的
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

字，顯示在手機APP界面，預計本月下旬上線。手語是失語者（包括聽障人士

個宿舍的閨蜜，2015年開始想為失語者做些什麼。
一次活動上，王娜娜認識了北京
在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畢業的失

語者張權，並成了好朋友。因為王娜
娜不會手語，這兩位現實中的朋友相
處更像網友，即使見面也往往會求助
微信溝通。
回到宿舍，王娜娜把張權的故事告
訴了黃爽。她們此後認識了更多的失
語者，也愈發感到溝通的困難。「有
時我覺得我說話是在『傷害』他們，
一聊得開心就在想是不是忽略他們
了，甚至有些自責。」王娜娜說。
上網一查，失語者在中國的數量達
到 7,000 萬人，佔總人口的 5%，這是
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兩個人想起了參加「馮如杯」

■《中國青年報》

（「馮如杯」為北航校內學生學術科
技作品競賽）時的圖像識別項目，當
時該項目獲得了一等獎，或許可以用
這種技術幫助失語者。

產品涵蓋200個手語動作
於是，她倆着手研究手語翻譯的可
行性，開始查論文、做實驗、寫代
碼，用「馮如杯」一等獎獎金 5 萬元
人民幣作為啟動資金行動起來。圖像
識別被否決了，因為不能隨時攜帶攝
像頭；手套被否決了，因為太引人注
意，最終確定了通過臂環捕捉肌電信
號的方法。因為智能手錶逐漸普及，
失語者帶着臂環看上去並不突兀。
確定研發方向後，關鍵是不斷地輸入

東漢古墓現重慶 多文物出土

■考古人員已陸續清理出陶罐等 39 件隨葬
品。
本報重慶傳真

「手音」智能臂環是一款針對失語者的小眾產品，可將手語動作轉換成文

王娜娜和聯合創始人黃爽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2012 級的學生，她們是同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
國民黨主席選舉電視辯論會今天登場，
6 位候選人各自的代表昨日前往主辦單
位進行發言順序的抽籤，由國民黨主席
洪秀柱抽中第一位發言。
國民黨日前已於4月29日、5月6日舉
辦2場電視政見發表會，但未舉辦電視辯
論會。隨着選情白熱化，中天電視台決
定今天自辦電視辯論會，全程2小時，分
成提問人提問、候選人交叉詰問2階段。
抽籤結果，由洪秀柱抽中第一位發
言，其他依序則是前北農總經理韓國
瑜、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前「副總
統」吳敦義、前「立委」潘維剛、國民
黨前副主席詹啟賢。

當局心裡肯定不是滋味。去年 WHA 邀請函
上新增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文及一個中國原
則等文字，本來是度人的金針，卻被「台
獨」勢力看成了「票房毒藥」。今年好
了，連被「矮化」的機會都沒有了。
「勇闖」「國際空間」卻處處受限，台
當局領導人蔡英文身上的壓力可想而知。
近些日子她十度在推特發文，向國際喊話
稱，不應以任何理由排除台灣參加 WHA。
她不是看不到，「九二共識」、兩岸「一
中」已經是國際社會的主流共識。捨棄這
個「通關密碼」，就要繼續撞南牆。如果
還揣着明白裝糊塗，撞了南牆不回頭，那
就只能頭破血流。

女學霸研智能臂環
方便手語溝通
等）彼此溝通的橋樑，「手音」將作潤物細無聲的溝通橋樑。「手音」創始人

藍黨魁選舉今辯論
洪秀柱首位發言

■王娜娜(左)和黃爽(右)為幫助
失語者與外界溝通，研發了一
款翻譯手語APP。 網上圖片

數據、調試數據以保證手語翻譯的準確
性。為了保證數據的多樣化，她們後來
聯繫了天津理工大學聾人工學院，合
作進行數據採集和智能臂環開發，還
與北京市朝陽區殘聯達成合作意向，
為「手音」的產品服務化提供諮詢、
指導。張權也成了團隊的顧問。
如今，「手音」涵蓋了 200 個手語
動作，為了保證精確度，每一個動作
錄製了1,000人次。在有了自己的手勢
數據庫之後，團隊還搭建了一個 7 層
BP 神經網絡（一種按誤差逆傳播算法
訓練的多層前饋網絡，是目前應用最
廣泛的神經網絡模型之一）對數據速
度進行訓練，目前識別準確度已經達 ■王娜娜(左)手上展示智能臂環，與黃爽
參與創新挑戰賽的情況。
網上圖片
到95%。

重慶市涪陵區一處施工工地日前挖掘到一東
漢時期的墓葬，距今約 1,800 年。目前搶救性
發掘工作已經完成，下一步，考古人員將對出
土的文物進行清理和修復。
5 月 1 日上午 8 時左右，古墓在重慶涪陵區焦
石鎮中心幼兒園的施工現場被發現。經過勘
探，初步確定該古墓為東漢中期古墓。
「古墓從外觀上看是一個『凸』字形的磚石
墓。」涪陵區博物館考古隊隊長陳嘯說，該墓
室長 3.88 米、寬 2.5 米、高 2.3 米、甬道長 2.2
米。墓室及甬道四壁，是清一色菱形花紋青
磚，子母榫結構，未有黏合劑就達到嚴絲合
縫，刨去黃土，還有青色鋪底磚。
陳嘯稱，現場考古專家通過研究分析古墓的
墓室結構、青磚、造型、花紋等方面，初步確
定墓主算當時的有錢人。遺憾的是，該古墓發
掘現場未找到可以證明墓主身份的物件，且由
於年代久遠，古墓封門磚已不見，墓室內的棺
槨已經碳化，全無人骨痕跡，初步推斷該古墓
曾被擾動。
經過數日的現場發掘，考古人員已陸續從黃
泥中清理出陶罐、陶甑、陶燈、人物俑、動物
俑（豬）、五銖錢殘片等 39 件隨葬品，多數殘
缺不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河南書法家握百斤鐵筆揮毫自若

■翟劍鋒用百斤重的鐵筆寫「茶道」二字。
本報河南傳真

為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 河南書法家翟劍鋒
「和平和諧」精品書法展前日
在鄭州展出，其鐵筆書法令在
場觀眾讚歎不止。鋪開宣紙，
飽蘸濃墨，雙手握住一支一米
多長、103 斤重的鐵桿毛筆揮
毫自若，頃刻間，遒勁有力的
「茶道」二字便躍然紙上。
時至今日，鐵筆書法日益衰
竭。據了解，目前能用鐵筆書
寫的，除了河南的翟劍鋒，僅
有湖南的一位書法家練習。
該展覽共展出翟劍鋒創作的

精品書法作品40餘幅，其中，
39 米長卷《千字文》、《心
經》和《大悲咒》等作品頗受
好評。現場，翟劍鋒還用13斤
鐵筆一氣呵成，完成作品《沁
園春雪》。

既是藝術又可強身
一支十多斤重的筆拿起來都
費勁，更別提用其寫字了。然
而，翟劍鋒卻從18歲開始，便
用一支特製的鐵筆進行練習。
在他看來，鐵筆書法自古有
之。在晉代傳承的筆賦中就有

鐵筆毛筆，這種書法形式有強
身健體與藝術欣賞的雙重功
效。
翟劍鋒出生於中醫世家，酷
愛舞文弄墨，他從唐楷入手，
臨摹了許多唐人書跡，尤其對
歐陽詢和顏真卿的楷書用功最
多，打下了堅實的楷書基礎。
後來他又鍾情於趙孟頫和王鐸
的行書，把趙孟頫書法的委婉
細膩與王鐸書法的豪放大氣結
合得也較為妥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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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秧客」
展示她的新水靴。

■「插秧專列
插秧專列」
」

列

滿 載 着 1,400 多 名 「 插 秧
客」的K7085次列車昨日由黑
龍江省綏化站出發，駛向黑龍
江產糧腹地——三江平原。時
下，正是中國最大「糧倉」黑
龍江的插秧季節，哈爾濱鐵路
局至 16 日每日開行兩
對四列「插秧專列」，
預計將有超3萬人次的
「插秧客」被運送到春
耕一線。據了解，哈爾
濱鐵路局已連續開行
18 年「插秧專列」，
累計運送「插秧客」
155萬人。
■圖/文：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