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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時報》昨日以頭版頭條刊發報

道指出，有逾70%受訪台灣民眾認

為大陸對台灣發展的重要性正不斷增

加，但認為兩岸互動善意有增加的比

例僅42%，有73%受訪者贊成台當

局應調整兩岸政策以改善兩岸關係。

民調：73%受訪者籲調整兩岸政策
逾七成認為大陸對台灣發展重要性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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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當代
作家白先勇昨天出席「白先勇和他的文
學情懷」活動時表示，語文課綱文言文

與白話文應佔何種比例，「是個錯誤的
爭論」，因為不論白話還是文言，選最
好、最經典的文章才最要緊。
有關語文課綱文言文與白話文應佔

何種比例，引發討論，白先勇指出，
雖然文言文很難，學生得花時間學
習，可是，難道物理化學不難嗎？何
況一般文科學生對數學也是哇哇叫，
但是可不學嗎？因為要訓練邏輯思
考，學物理是學習對自然的了解，這
是全面的，不能說難就不學。
白先勇又表示，初中與高中的科目

也都不容易學習，不光是要學生不怕
難，還要提高他們的教育程度，因為
不進則退。

文言文白話文缺一不可
平日使用的白話文，好多都是文言

文的成語，白先勇說，文言文與白話
文根本分不開，如果把這個抽掉，白
話文就不成文了。對於語文課綱文言
文與白話文應佔比例掀起的討論，白
先勇說，這是個錯誤的爭論，不論白
話還是文言，選最好的、最經典的文

章才最要緊，如果白話文的內涵及價
值不高，也是沒用的。
白先勇以《紅樓夢》為例指出，年

輕人如果對中國文學感興趣，要挑幾
本經典的書好好研讀，首先就該選
《紅樓夢》，這是部偉大的小說，能
使讀者在文字、文化與哲學思維方面
都受益。至於《紅樓夢》中的文學精
髓及智慧如何運用於現實生活，白先
勇則說，目前感嘆年輕人的文字修養
沒以前好，《紅樓夢》可讓年輕人好
好學習，增進文字的修為。

白先勇談課綱：經典文章最重要 郝龍斌今登陸
出席桂台經貿合作論壇

今年是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30周
年，《中國時報》報道，旺旺中時進

行「兩岸交流（開放探親後）調查」，內容
大致分三部分，分別是如何看待大陸對台的
重要性、如何看待兩岸互動善意及如何看待
兩岸政策。該民調於8月14日、15日進行，
有效樣本1,005人，在95%信心水準下，抽
樣誤差為正負3.1%。
調查顯示，當被問到「大陸對台灣未來經
濟發展的重要性是增加或減少」，認為增加
的比例達74%，認為減少的僅17.3%。以年
齡交叉分析，大致呈現越年輕的族群認為大
陸對台越重要。其中「20歲至 29歲」有
83.6%認為重要性增加，認為減少的僅
12.6%，「30歲至39歲」認為有增加的比例
達85.7%。

超六成泛綠認同陸對台經濟重要性增
以政黨傾向交叉分析，即使是泛綠支持者，
仍有60.5%認為大陸對台經濟發展重要性增
加；中立民眾則有70.1%認為有增加。

在如何看待兩岸互動善意部分，當被問到開
放探親後兩岸交流是否有助互相了解時，有
82.1%認為有幫助，13%認為沒幫助；被問到
開放探親後兩岸互動善意是增加或減少，
42.9%認為增加，47.2%認為減少。
當民調進一步詢問，是否贊成台當局調整目

前的兩岸政策以改善兩岸關係，有高達73.7%
贊成，15.7%不贊成。以學歷交叉分析，學歷
越高者，贊成比例越高。以政黨傾向分析，在
泛綠支持者部分，有63.6%贊成台當局應調整
兩岸政策，29.7%不贊成；中立選民則有
69.1%贊成，15.2%不贊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中國國民黨昨
日對外宣佈，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今日會前往深圳、
廣西等地，參加第13屆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暨第
10屆兩岸產業共同市場論壇活動。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就任後的兩岸政策及國共交流一

直備受矚目，郝龍斌此次行程，是吳敦義就任國民黨
主席後，國共兩黨的第一次正式接觸交流，也是郝龍
斌受聘續任國民黨副主席後，首次受邀前往大陸訪
問。國民黨說，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創辦於2005
年，兩岸產業共同市場論壇則於2006年創辦。這兩
個論壇都是兩岸之間舉辦經年的活動，為促進穩定的
兩岸和平與經濟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通社報道，賴清德
走馬上任成台灣行政
管理機構負責人後，
台灣媒體高度關注賴
清德的兩岸政策走向
以及如何定位兩岸關
係。多家台灣媒體昨

日為此分別發表社評或短評，其中《旺
報》社評指出，「獨派」賴清德新任台灣
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引起兩岸關係惡化
的疑慮，賴清德及其團隊需謹慎因應。
社評認為，賴清德「獨派」色彩鮮

明，儘管今年6月間他突然拋出「親中
愛台」論，讓「獨派」錯愕，但邏輯不
通的新表態，尤其承受壓力後又重回
「台獨」立場，北京對他的印象反而更
壞。社評指出，賴清德若真有「親中」

的想法，有心助益兩岸關係趨穩，那
麼，他必須盡量做一些有利於兩岸交流
合作的事，來緩解陸方對他的疑慮，也
為兩岸民眾造福。

台媒寄語重視民生經濟
《旺報》的短評同時也指出，蔡英文交

付賴清德及其團隊7項任務，全屬台灣地
區的事務性工作，無關兩岸，或可理解為
賴清德在涉及台灣前途的重大議題上被禁
語。但是，賴清德不可能不表述立場，因
為各家媒體都不會放過他，拱他上台的
「獨派」勢力也不會放過他，要逼他表
態。
短評最後呼籲賴清德少一點嘴炮「台
獨」，多一點民生經濟，對兩岸都有利，
更有助他與蔡英文一同在兩岸難題上一起
做出正確答案。

賴清德兩岸政策走向引關注

■賴清德 中央社

■■白先勇認為文言白先勇認為文言
文與白話文根本分文與白話文根本分
不開不開。。 中央社中央社

■■據台灣媒體調查據台灣媒體調查，，有有7373%%
受訪者贊成台當局應調整兩受訪者贊成台當局應調整兩
岸政策以改善兩岸關係岸政策以改善兩岸關係。。圖圖
為上月在北京舉行的兩岸舞為上月在北京舉行的兩岸舞
蹈比賽蹈比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騎呢姓名屢現校園
黃蒲軍校成微博熱搜

在福建援疆幹部「賣瓜聯盟」的幫
助下，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壘哈薩
克自治縣2,000噸滯銷的哈密瓜被訂購
一空。木壘縣千畝瓜田今年豐收，瓜
農王才雙帶領鄉親們種植收穫的2,000
噸哈密瓜卻意外遭遇客戶悔單，成了
「無主瓜」。

專車助運貨 騰倉供存放
得知此事，福建南平駐木壘縣援疆分
指揮部幹部紛紛牽頭動員身邊各種力
量，為瓜農們謀出路。好消息陸續傳
來，南平市大武夷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開
通木壘哈密瓜愛心眾籌渠道；福建星勝
豐物流有限公司墊資15.5萬元人民幣，
購買了27噸滯銷瓜，並安排專車赴新疆
拉貨；南平市天新果蔬批發市場也騰出
倉庫，專門存放木壘瓜。南平市政府部
門的幹部職工們也都積極參與「愛心
瓜」線下認購，用實際行動為木壘瓜農

分憂。
福建及新

疆的媒體亦
紛紛跟進報
道，王才雙
的手機號成
了 訂 瓜 熱
線，來自河
南、福建、
北京的客商
紛紛訂購。
木壘縣周邊
的企業工會也批量採購哈密瓜，1,000
噸哈密瓜有了去處。「福建有客商又訂
了 100 噸。」「成都有老闆要來看
貨。」王才雙的電話不斷響起，近幾天每
天都接到 500 多通電話。截至前日，
2,000噸滯銷哈密瓜已全部達成意向訂
單，有了買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在重慶渝北區一家火鍋店，店門口貼着
一張巨幅徵婚廣告。廣告上有徵婚者的照
片：長髮、圓臉、大眼睛，左手托下顎微
笑。徵婚廣告裡說：如果您或者您的朋友
對這次徵婚有興趣，都可以聯繫我們。如
果徵婚成功，火鍋店將免費提供訂婚宴，
這次徵婚不是作秀，不是廣告，品行不佳
想要玩曖昧的人請迴避。徵婚的女主角姓
李，是這家火鍋店的員工，離異後已單身

了十年。今年李大姐21歲的兒子考上了
大學，老闆希望給她徵婚，找個人照顧
她。
這家火鍋店的老闆告訴記者，李大姐人
很善良，做事也很認真。「我只想為員工
做點實事，是真心希望她找到另一半。」
老闆說，她衷心希望李大姐徵婚成功，她
不在乎訂婚宴要花多少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近日，陝西西安一個剛滿月不久
的小女孩火遍了網絡。因為她

的父親給她起名字為「王者榮耀」
並成功上戶口。孩子母親表示，其
丈夫在西安從事IT工作，王者榮耀
這個名字就是其丈夫衝着那款遊戲
取的，而孩子的小名就叫「榮
耀」。就在「王者榮耀」引起全國
網友圍觀之時，重慶電子工程學院
一個叫「黃蒲軍校」的女生也火

了。很多網友評論：上黃蒲軍校，
打王者榮耀，英雄聯盟收了你們！

年輕父母追求標新立異
有數據顯示，中國六千多萬人的名

字中有冷僻字。中國的姓名結構也正
在發生變化，四個字以上的名字越來
越多，甚至還出現了「趙一A」、
「奧斯銳娜王」等極端個性化名字，
還有的給孩子報名字的時候就叫

「@」，家長說，全世界寫電子郵件
都要用它，漢語翻譯過來就是「愛
他」。只要整理2005年以來的公開報
道，就可以發現過去的十幾年，幾乎
每年都有「奇葩」姓名吸引眾人目
光，且大多是在開學季被「曝光」。
據山西省人口計生委的工作人員此

前分析，該省大於或等於四個字的姓
名中有很多同時包括父姓和母姓，這
種情況佔近三成。他們大多是「00

後」，他們的父母大多是「70後」和
「80後」，改的名字不乏成語或成語
的諧音，如徐徐上升、彭程萬里、何
田美玉、姚池仙子等。

律師稱冷僻名字困擾多
有律師表示，給小孩起名字從法律上

看是自由的。《居民身份證法》也只要
求居民身份證要用規範漢字和符合國家
標準的數字符號填寫。從人文關懷與社
會生活的角度看，用冷僻的文字給小孩
起名字，會給他們帶來許多困擾。比如
說老師不認識他的名字；上戶口、辦護
照、看病時，電腦打不出他的名字。再
者萬一名字填錯、寫錯、拼錯，將來要
改也很麻煩。

全程只有兩分鐘，名譽校長白春禮講
話短到只有55字。這個被稱為「史上最
短開學典禮」，前天發生在中國科學院
大學，不但獲得在場學生熱烈掌聲回
應，事後更被網友熱傳並讚爆。
在淅淅瀝瀝的小雨中，白春禮前日對
新生表示歡迎後，發表了「史上最短」
開學典禮講話，短到只有55個字：「今
天是教師節，我要特別向一路陪伴同學
們成長的老師們，向將要引領你們成才

的國科大全體老師，致以最深情的節日
祝福！」開學典禮主持人、國科大校長
丁仲禮隨即宣佈典禮結束，因為「大雨
將至，我們必須把學生的健康放在第一
位」。
這場「史上最短開學典禮」立刻引發網

友熱傳並紛紛讚揚國科大「為學生着
想」、「人性化的學校」、「這樣的大學
值得奮鬥」。還有網友跪求，「這樣的校
長，也給我們來一個吧。」 ■中央社

孩子出生時，父母都會仔細認真給其選取一個既琅琅上口又富含寓意的好名字。但近幾年，越來越多

的父母給孩子起名字追求標新立異，由此誕生出了許多新奇獨特的名字。近日，「王者榮耀」和「黃蒲

軍校」兩個詞組就以姓名的身份上了微博熱搜。事實上，過去十幾年，幾乎每年都有「奇葩」姓名吸引

眾人目光，且大多是在開學季被「曝光」。 ■《法制晚報》

援疆幹部「賣瓜聯盟」
助疆農2千噸瓜覓買家

渝店為員工徵婚 承諾事成送酒席

免學生開學禮淋雨 國科大兩分鐘禮成

■中國科學院大學前日出現「史上最短開學典
禮」。 網上圖片

■火鍋店在店門以廣告為李大姐徵婚。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哈密瓜訂單越來越多，使
王才雙笑逐顏開。網上圖片

■■過去十幾年過去十幾年，，幾乎每年都有幾乎每年都有「「奇葩奇葩」」姓名吸引人們的目光姓名吸引人們的目光，，且大且大
多是在開學季時被多是在開學季時被「「曝光曝光」」。。圖為浙江某小學在上課圖為浙江某小學在上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繼「王者榮
耀」後，名為
「黃蒲軍校」的
女生亦上了微博
熱搜。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