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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上台一年 經濟民生慘淡
島內百姓斥只重政爭 促盡快承認「九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民進
黨當局上台一年來，除了經濟民生問題
上的施政表現備受詬病外，其在島內縱
容、支持「去中國化」和「文化台
獨」，加快推行「台獨史觀」教化，被
台灣主流輿論和各界有識之士批評為錯
估形勢，挑釁大陸，造成社會不安和族
群撕裂。

圖切割台灣與大陸關係
短短一年間，民進黨當局「去中國
化」動作頻頻：取消遙祭南京中山陵的
儀式和清明遙祭黃帝陵典禮，廢止對
「去中國化」進行撥亂反正的「課綱微
調」，拆除成龍贈送台北故宮博物院南
院的「十二獸首」，停辦抗戰紀念
展……。去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
年，民進黨當局不僅沒有任何紀念活
動，還企圖懲處赴大陸參加紀念活動的
台灣人士。
而今年4月，在鄭成功收復台灣356

周年祭典上，民進黨當局打破半個多世
紀的慣例，不再派內部事務主管部門負
責人主祭，把祭典變相「降格」。此舉
也引發台灣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
此外，民進黨當局對該黨要角、民代

和其他「獨」派勢力種種的「去中國

化」言論視而不見，任其叫囂鼓噪。對
此，台灣世新大學教授游梓翔感慨道，
台灣社會的友善、有禮都敵不過無止境
的意識形態惡鬥，鬥完兩蔣（蔣介石、
蔣經國）鬥孫中山，連孔子、媽祖也不
放過。
去年8月，台當局領導人對台少數民

族「道歉」時提出所謂「荷蘭及鄭成功
政權對平埔族群屠殺和經濟剝削」，被
輿論視為「開了污名化鄭成功的第一
槍」。有歷史學者指出，民進黨的「史
觀」始終強調所謂的「台灣主體意
識」，企圖通過宣揚「多元化」，貶損
中國歷史文化在台灣的主體地位和影
響，進而切割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塑造
「台獨」認同的社會基礎。

學者斥只有鬥爭沒有建設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主任
胡幼偉表示，民進黨重新執政以來，在
文化政策方面以「轉型正義」為主軸，
執行政治鬥爭的政策，鼓吹「去中國
化」。「民眾不滿的是，民進黨當局把
整個文化事業當成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大家看到的只有鬥爭，而沒有建設。」
中國國民黨民意代表陳學聖表示，過
去一年民進黨當局民調支持度、滿意度

持續下滑，原因在於當局「沒有解決問
題的能力」，「現在台灣給我的感覺就
是社會分裂、無力彌合」。
「民進黨現在的執政困境是，其意識
形態宣傳不符合兩岸關係的實際狀況。
這是一個不願意面對現實的執政當
局。」胡幼偉說。

台北市一家專做大陸旅遊團生意的「寶
島味牛肉麵」日前貼出歇業公告，以

嘲諷的口氣寫道：「承政府德政，本公司
自5月25日起停止營業」；在台北、高雄
等地的夜市，也接二連三出現店舖轉手的
情況……一年來，這些案例已是屢見不
鮮。

強推「新南向」本末倒置無收效
在著名景點日月潭和阿里山，今年的「五
一」假期都不見往日的熱鬧景象。空空蕩蕩
的遊船，冷冷清清的餐廳，一家家民宿旅館
「倒的倒，賣的賣」，讓基層業者深感無
奈。同時，台灣遊覽車業已陷入嚴重困境，
總計約有4,500台車輛被閒置，其中有3,000
多台正在打折出售。如此景況被島內輿論評
論為業者哀鴻遍野、苦不堪言。
據台方統計，今年前4個月赴台陸客人數
同比大減50.2%，團客減幅達61%，個人遊
數量減幅也超過四成。據估算，陸客減少已
對台灣經濟造成至少500億元新台幣的損
失。
面對觀光業慘淡的現狀，民進黨當局卻本
末倒置、緣木求魚，推動所謂「新南向政
策」，試圖爭取東南亞客源，以填補觀光人
數的「黑洞」。阿里山優遊吧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鄭虞坪直言：「當局砍掉了一個
1，卻只補了0.001，根本沒幫助。」
「東南亞遊客增長人數不足以彌補陸客減
少的缺口，民進黨對此卻絕口不提，還說什
麼因為陸客不來，台灣旅遊品質增加，空氣
更清新。」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榮譽教授邱
坤玄表示，這種「滿不在乎、錯不在我」的
心態令人憂慮。如果台當局採取更加破壞現
狀或是挑釁的行為，兩岸關係將難免更加惡
化。

市民抨當局施政無方害苦百姓
台灣社區發展協會聯合總會18日在苗栗
縣舉行記者會。多位與會的台灣鄉鎮市民代
表表示，民進黨執政一年來施政無方，大搞
「口號式」的「轉型正義」，將執政重點放
在政治鬥爭而非經濟民生上，如果繼續下
去，必將被人民拋棄。他們呼籲，民進黨當
局應盡快承認「九二共識」，維護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切實增進台灣百姓福祉。
苗栗縣頭份市民代表會主席溫俊勇、代表
譚金榮表示，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倒退，
來台陸客減少六成以上，對苗栗旅遊觀光業
衝擊很大。該縣客家圓樓、英才書院等景點
遊客稀少，不少飯店、民宿幾乎快要關門，
老百姓非常苦。

地方政府圖自救遭當局阻撓
「以前陸客帶來很大經濟效益，買東西很
大方，做太陽餅的店家訂單做不完要熬夜，
現在卻要關門了。當局不幫助我們，地方政
府只好自救。」譚金榮表示，苗栗縣政府去
年參加了支持「九二共識」的台灣8縣市赴
北京農特產品展銷暨旅遊推介洽談會，對改
善鄉親們的生計有所幫助。大陸經濟發展非
常快，台灣要向大陸學習，當局應承認「九
二共識」，攜手大陸振興台灣經濟。
苗栗縣三灣鄉民代表會主席邱騰森表示，
民進黨當局強推「新南向政策」，說陸客下
降與其無關，東南亞國家遊客人數增長，這
種說辭只是為執政不利尋找藉口而已，因為
後者的消費能力遠不如陸客。
據他介紹，台灣南部虱目魚養殖業去年遭
遇寒害，加上原先與大陸企業簽訂的「契
作」合約在民進黨上台後中斷，不少漁民損
失慘重。今年南部漁民向當局申請重訂合
約，恢復虱目魚出口大陸，當局卻一直不予
核准，這讓漁民十分不滿。「你不輔導就算
了，我自己去還不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民進黨當局上台一年，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了兩岸

既有的共同政治基礎，致使兩岸關

係「急速冰凍」，相關影響不斷衝

擊台灣經濟的方方面面。民進黨執

政屆滿一年，一份份民調直接投射

出島內民意的強烈不滿，在當局領

導人蔡英文的年度成績單上打下了

不及格的分數。台灣民眾指責台灣

當局將執政重點放在政治鬥爭而非

經濟民生上，如果繼續下去，必將

被人民拋棄。他們呼籲，民進黨當

局應盡快承認「九二共識」，維護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切實增進台灣

百姓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執政
滿一年，蔡英文聲稱台灣的經濟數據在
改善，但自己的滿意度卻是例外，這是
因為「人民沒有耐性」，毫無反省的跡
象。
蔡英文18日晚間在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活動上說，與台灣的經濟表現有關的數
字都在進步、改善，「當然也有例外

的」，其中一個就是她的滿意度，為什
麼會這樣？「因為人們沒有耐心」，他
們希望政府能做得快一點，更認真一
點。

妄稱兩岸關係「舊問卷應讓它過去」
另據中新社報道，蔡英文19日在台北

一場會見活動中回顧過去一年施政。就
兩岸關係，她聲稱，舊的
問卷應該讓它過去，新的
問卷上頭有新的題目，即
兩岸領導人如何共同來維
持兩岸的和平與繁榮。
根據台灣當局領導人辦

公室公開發佈的致詞全
文，蔡英文就去年就職演
說中「要為台灣做的5件
事」（經濟轉型、社會安
全網、落實公平正義、兩
岸、對話交往及全球
化），分別說明相關進

度。
在論述兩岸關係時，蔡英文表示，在
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並妥善處理
兩岸關係方面，「維持現狀」就是其主
張，作過的承諾沒有任何改變。
蔡英文稱，盼望大陸領導人，能夠正
確解讀去年選舉的意義，以及從去年開
始，台灣不斷釋出的善意。舊的問卷應
該讓它過去，新的問卷上頭有新的題
目。兩岸領導人如何共同來維持兩岸的
和平與繁榮，這才是新的課題。

國民黨：民進黨意識形態作祟
中國國民黨同一天舉辦民進黨當局兩

岸政策總體檢記者會。該黨文傳會副主
委唐德明指出，上任一年來，民進黨當
局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
係急凍，進而對台灣的對外交往與經貿
發展造成嚴重影響，民眾去年平均月薪
成長也不如前。他表示，這都是因為民
進黨意識形態作祟。

操弄「去中國化」
撕裂台灣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台灣地
區領導人蔡英文就職將滿一年之際，（美
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秘書長范允富
一行18日赴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遞交一封致蔡英文的信，望其採取積極
正面態度改善兩岸關係。
（美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成立於
2002年，總部設於美國南加州，由致力於
促進中美關係健康良性發展、促進中國和平
統一的華裔美國公民和旅美華僑組成。這封
以該聯盟全體執行會長和執行理事名義寫的
信表示，聯盟中很多成員來自台灣，吃台灣
的米、喝台灣的水長大，希望能為台灣百姓
福祉盡綿薄之力。
該聯盟在信中對蔡英文說：「你的聲望一

年來下滑了 22 個百分點，滿意度降到
30%，不滿意度攀升到50%。從民調數據
看，你的政府已陷入內外交困的窘境……在
兩岸關係方面，選擇『拖』固然令大陸失
望，但最終受害的卻是台灣。『拖』意味着
放棄機會，結果是拖失民心、拖起更大民
怨、拖出各種更為尖銳的矛盾。」

促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該聯盟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就

是蔡英文政府和民進黨不能冷靜務實地面對
一個中國原則。目前的兩岸關係僵局絕非台
灣人民之福。
「為何不能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求同存
異，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平等協商。這
當然是台灣最好的出路。台灣的籌碼不多
了！是該就台灣未來的命運做決定了！」該
聯盟在信中對蔡英文說，「切不可重蹈李登
輝、陳水扁的覆轍，再延誤台灣20年寶貴
發展時間。」
當天下午，「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相

關負責人不在不便接收為由，請范允富一行
改以郵寄方式遞交信函。

各界對蔡當局表現分析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蔡英
文當然深知不接受「九二共識」的嚴
重後果，兩岸關係倒退，台灣經濟無
法與大陸市場連結、台灣經濟必然受
沉重衝擊。然而為了個人權位、為了
連任，蔡英文是不會理會台灣經濟、
不會理會台灣民生痛苦的。對蔡來
說，台灣經濟再爛沒多大關係，只要
她自己能連任就行。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丁仁
方：從去年上任至今 ，蔡英文在兩岸
方面的表述基本定位沒有改變，蔡英
文認為自己釋出的善意是沒有往「台
獨」方面移動，但始終沒有回應「兩
岸屬於什麼關係」這一核心問題。

■台灣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陳一
新：蔡英文聲稱要繞過大陸走進世界
的「新南向政策」，台灣沒有東南亞
語種人才儲備，在台的東南亞移民也
不會想重回自己的國家，「新南向」
難以為繼。現在有了「一帶一路」的
輻射和影響力，東南亞國家自動會向
大陸靠攏，「新南向」就更是打不出
去了。

■中國國民黨主席候選人、台灣地區
前副領導人吳敦義：現在蔡英文當局
推出許多改革，但有頭無尾，還一直
開闢戰場無法收拾，改革「喊一喊就
沒有了」，比如「一例一休」，「做
一雙鞋讓 2,300 萬人都穿，當然不
行」。

■台灣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原台灣
綜研院研究三所所長戴肇洋：蔡英文
所端出似乎逐漸轉好卻也沒有多好的
經濟數據，並非來自政府的神力，而
是受惠全球經濟回溫，尤其是以東盟
國家為主體的新興市場成長加速。以
短期的經濟數據與前朝對照，藉以顯
示執政績效，這種比較除了不盡公允
之外，也無必要，不僅多說無益，甚
至可能形成自傷。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社、中通社、中央社

海外促統團體致信：
「你的政府失民心」

滿意度下跌 小英反指「人民沒耐性」

蔡英文任職周年民調
進行民調機構

民進黨（5月19日）

親蔡派系台灣世代智庫（5月17日）

社會團體「台灣守護民主平台」（5月18日）

台灣《聯合報》（5月16日）

資料來源：綜合台灣媒體

不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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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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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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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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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王育敏（中）昨日表
示，蔡英文上任一周年的成績單是「滿江紅」。中央社

■島內多項
民調顯示，
民眾對蔡英
文的不滿意
度均高於滿
意度。

資料圖片

■去年11月，工作人員拆除由成龍捐
贈給台北故宮博物院南院的「獸首」複
製品。 資料圖片

■今年4月22日陽明山花鐘旁蔣介石銅
像被人發現遭人砍頭。 資料圖片

■■蔡英文當局上台後蔡英文當局上台後，，兩岸關係兩岸關係
倒退倒退，，台灣觀光業界受衝擊最台灣觀光業界受衝擊最
大大。。圖為去年圖為去年99月月，，由台灣觀光由台灣觀光
旅遊界自發組成的旅遊界自發組成的「「百萬觀光產百萬觀光產
業自救會業自救會」，」，發動逾萬人在台北發動逾萬人在台北
冒雨遊行冒雨遊行，，訴求訴求「「要生存要生存、、有工有工
作作，，能溫飽能溫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