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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近日表示，大陸多省

GDP超越台灣，讓他「緊張」。大陸日益

強大，島內人等心情各異，有緊張，有恐

懼，有歡喜。台灣應以何種心態面對大陸崛

起值得深思。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7年前，
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首，「錢淹腳

目」，風光無限，而彼時「窮親戚」大
陸的經濟總量，只有台灣的兩倍多。今
天，台灣已變成四小龍「吊車尾」，實
際薪資與20年前相比不升反降，而大陸
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去年，大陸
GDP約為台灣的23倍。
巨大的落差，讓島內很多人心中五味
雜陳。今天，台灣GDP居於廣東、江
蘇、山東、浙江、河南之後，在大陸各
省中只能排名第六。島內觀察者憂心，
三五年內，台灣GDP會落到福建之後，
排名跌出前十。
「緊張」可以有多重含義。郝龍斌所

說的「緊張」，更多的應是對台灣發展
停滯的擔憂，時不我待的焦慮，「沉舟
側畔千帆過」的惆悵。這種「緊張」包
含自我鞭策之意，有其積極面向。
但島內還有一種純負面的「緊張」，

更接近於恐懼張皇。「台獨」勢力至今
賊心不死，是因為抱定兩個幻想，一是
「美國會幫我」，二是「中國崩潰
論」。現在大陸不但不崩潰反而日新月
異宏圖大展，當然令他們芒刺在背。
其實，面對大陸崛起，島內除「台

獨」死硬派之外的絕大多數人不應緊
張，而應慶幸期待。一個和平崛起的大
陸，首先是台灣的機遇和福音。同文同
種的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就在身邊，還

有「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
的機遇」的善意，是何等可遇不可求的
好事。
惜乎前20多年，台灣因政治原因，未

能充分把握兩岸機遇，一再蹉跎歲月，
坐失良機，才致今天被新加坡、韓國甩
在身後。李登輝「戒急用忍」，陳水扁
「積極管理」，馬英九執政後期受制於

民進黨。如今蔡英文當局更是一心遠大
陸、親美日，押寶「新南向」，自誤誤
人。
心態和視角不同，路徑和結局也將大

不同。若台灣能看清是非恩怨，順應歷
史大勢，和大陸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任
務，就可以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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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崛起 台灣何必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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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又是一年「雙
11」，高育淩一口氣在淘寶上買了13套球服。高育
淩的「淘寶」經歷緣起於自己的妻子。「她是深圳
人，以前經常在淘寶買東西。」高育淩說，受妻子影
響，他也開始在淘寶上購物，久而久之就成了淘寶的
「粉絲」。在他看來，大陸電商賣的很多東西要比台
灣電商便宜不少。他常在淘寶買一些汽車用品，有的
只要幾百新台幣，但在島內電商平台卻要上千新台
幣。

加上運費也划算
記者試着用淘寶的手機APP下單購物，流程和在大
陸時基本一樣，只是在運費方面會有一些不同。在大
陸由順豐等物流企業負責，集中運輸到台灣後則由島
內的物流企業負責，所以費用相應的會高一些。
「但即便加上這些運費也是很划算的。」記者的台

灣同行鄭小姐說。
剛剛過去的這個「雙11」，淘寶天貓的交易額又
創新高。如往年一樣，台灣媒體對此也給予極大關
注，《中國時報》、《工商時報》等多家報刊昨日都
報道了天貓創下多個新紀錄的新聞。
據報道，截至11日晚10時，台灣在天貓出口地區

排名第四，僅次於俄羅斯、香港特區和美國，展現出
台灣民眾對跨海參與天貓「雙11」的熱情。
報道還援引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的話說，台灣

電商領域很熱鬧，競爭很激烈，網購模式逐漸形成，
市場中更是有很多淘寶的「粉絲」。對於是否會在台
灣進行新的業務佈局，張勇表示會再積極探索新的模
式，以照顧台灣消費者。

台灣「雙11」：淘寶「粉絲」熱度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廈門報
道）近百名兩岸知名專家學者，昨日齊
聚廈門舉行「兩岸交流三十周年學術研
討會」。開放交流三十年來，兩岸學者
的交流也從敵對、防衛走向理解、合
作、融合的狀態。
本次研討會係「台灣研究新跨越系列

學術研討會」，由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
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以下簡稱「兩岸協創中心」）、海峽
交流文化中心聯合主辦，廈門大學台灣

研究院承辦。兩岸協創中心主任、廈門
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李建發致辭中
表示，廈大與台灣各界的交流與聯繫遠
超三十年，廈大台灣研究所是大陸最早
的研究台灣問題的機構。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副秘書長韓曉光在發言中回顧了
1987年以來，兩岸交流交往從無到有、
從少到多、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
向不斷擴大深化的歷程。海峽兩岸關係
研究中心副主任鞠海濤在發言中表示，
十九大報告增強了對和平統一的信心。

台灣前考試院副院長、台灣亞太創意技
術學院校長高永光稱，兩岸雖「渡盡劫
波」但最終會「柳暗花明」走向融合。

文到人不到 首開交流
廈大台灣研究所所長陳孔立以自己親

身經歷生動有趣的小故事講述兩岸交流
三十周年。早在1986年7月，陳孔立在
芝加哥大學就與台灣學者有交流，當時
因怕對方是國民黨「特務」，不敢與台
灣學者一起照相。1987年9月26日，台
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繞道
日本到大陸採訪，第一次採訪了大陸研
究台灣問題的廈大台研所。1988年 1
月，台灣「台灣史研究會」邀請陳孔立
參加，當時繞境香港欲前往台灣時，卻
因「不符入境資格」沒有去成，而陳孔
立的一篇文章已在研討會上公佈，因而
台灣媒體刊登了「陳孔立文到人不到，

台灣學術首開交流」的報道。陳孔立也
成為大陸第一個向台灣「敲門」的人。

從「服務政治」到擁護統一
台灣第一位到訪大陸的學者、銘傳大
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指出，
三十年交流讓自己從反共鬥士轉變為國
家統一、民族統一的堅定支持者，他稱
兩岸的制度只有不同沒有優劣。他說：
多次到大陸後，自己有了三個變化，第
一是能辯證看兩岸關係，用辯證法認識
中國，認識中共；第二是，交流讓自己
從字面的中國文化了解實踐中的中國文
化，認識到兩岸的制度沒有孰優孰劣；
第三個，也是最大的好處是，從心靈上
排除被殖民的悲哀感。他表示三十年
來，台灣問題從學術上講經歷了三個不
同時期，也從學術為政治服務到追尋兩
岸和平的轉變。

近百專家學者聚廈門
研討兩岸交流三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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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一個六旬老人用幾年的時間，手工製
造了10餘艘世界知名「古戰船」。所有古戰
船均按照真實戰船的圖紙仿造而成，其中最
大一艘「勝利號」古戰船長約1.5米。
自幼生活在松花江邊的趙金龍對古船情
有獨鍾。65歲的他原是吉林市鑄造廠的一
名木匠，七八年前開始研究製造古船。
「第一艘戰船五月花號的圖紙是朋友從國
外幫我購買的，做第一艘船的時候我用了
將近一年的時間。」

細節惟妙惟肖
趙金龍所造的古戰船，船體由紅松木條
拼製，船帆、鐵錨、繩索等細節都惟妙惟
肖。「比如船帆是揚帆，還是收起，怎樣
看着美觀，或者是繩索的滑輪如何安裝，

都需要仔細琢磨。」趙金龍說。
幾年的時間裡，趙金龍共製作了四類古

戰船，共10餘艘。「目前我打算做中國古
建築模型，正在收集圖紙。」趙金龍的匠
人執念仍在繼續。 ■中國新聞網

譚媛媛的丈夫和女兒正遭受重病的折
磨，為幫助無力承擔上百萬元治療費

用的小家庭，廣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向全市
法院系統發出捐款倡議。倡議書經省法院
和人民法院報轉發後，24小時內，全國法
院系統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愛心匯聚成58萬
餘元善款，湧向譚媛媛一家，譜寫了一首
人間大愛之歌。

不幸接踵而至
譚媛媛的丈夫李想在交通部門工作，今

年6月，夫妻倆喜得一女。可初為父母的喜
悅還沒過去，女兒便被確診為複雜性先天
性心臟病，伴有呼吸衰竭等20餘種併發
症，前期治療已花去25萬，下一步治療還
需30餘萬元。李想的父母沒有工作，其父
親2008年不幸患淋巴癌。這讓本就不寬裕
的家庭變得負債纍纍。
11月初，李想又被確診為肝癌晚期，預
計手術費用高達近70萬元，後續藥物及抗
排斥治療費更是難以估計。噩耗讓這個普
通家庭雪上加霜。

「寒冬」中感受暖流
病魔無情，人間有愛。截至倡議書發出

第二日上午，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心捐款已
達到58萬餘元。
同時，人們也紛紛送上祝福和鼓勵。蓬
溪縣法院幹警集體創詩歌《we are fami-
ly》：「這個冬天，一襲煙雨，一席涼；這
個冬天，一聲問候，一絲暖。散是滿天
星，聚是一團火，人間有大愛，涓涓細流
匯成江河。」

病床上的李想說：「在我內心幾近崩潰
的時候，有黨組織、領導、同事及同學、
家人及朋友以及各位不認識的好心人士的
關懷，我很感激和欣慰。」譚媛媛在表達
感謝的同時表示，愛心捐款的使用情況，
將會向社會公佈並接受監督。
據悉，雖然譚媛媛已懇請社會各界暫停

對其家庭捐款，但仍有眾多愛心人士通過
各種渠道繼續將捐款送到廣安法院。截至
昨日晚7時記者發稿，愛心捐款已累計超過
60萬元。

近日，吉林長春保安小楊
的辭職信火了，被網友稱為
最實在的辭職信。
小楊在信中說：「本人因

在這裡可能很難找到女朋
友，家裡也老吹(催)我這個
問題。前些日子，家裡親屬
介紹個女生給我，我倆電話
裡也交往了很長時間了，感
覺彼此都行，老人也說要是
雙方沒有問題，讓我回家就
把這事兒定下來，爭取年底
結婚，從內心角度來說，這
份公(工)作幹着挺好，但是
也沒辦法，自己也老大不小
了，也不想錯過這個女生，
還望上級領導給予(同意)，
請求給與（予）批准。」
小楊今年25歲，在長春

一家小區當保安，已入職兩
三個月。主管小張說，辭職
信言辭懇切實在，理由充
分，已經批准。

主管：希望他找到幸福
對於交女友，小張認為，

公司保安人員是有時間交女
朋友的，不過他也笑稱，
「像小楊這樣言辭懇切的辭
職信，還是頭一次見。」小
楊工作認真，希望他找到女
朋友的同時，能再找到一份
滿意的工作。
記者試圖聯繫小楊，其手

機已經停機。「目前，他還
在公司上班，這兩天因為辭
職信上網後，他接到了不少
電話，不想再說這個事
情。」小張希望他把工作交
接好，站好最後一班崗。

■《新文化報》

山西省運城市的太平興國
寺塔，受地震影響，多年來
古塔自塔頂至塔基裂成兩
半，被稱為「裂塔」。近
日，經修復，古塔已經「破
塔重合」，迎來新生。
「裂塔」共十三層，呈平

面八角形，塔身為磚砌。該
塔自宋代嘉祐（1056年至
1063年）年間建成後便多
災多難。史料記載，明代嘉
靖年間的一次地震後，塔身
第一次分裂，令人驚訝的
是，幾十年後又一次地震，
塔身奇跡般「復合」。
但歲月流逝，塔身的裂縫

還是越來越大。為保護當地
村民安全和維護文物，自
2012年起，山西啟動寺塔
維修工作。五年來，先後投
入600多萬元對其進行全面
修復。
運城市文物保護工作人員

馮運生介紹，修復主體工程
已於去年結束，目前正在處
理後續的工作。修復後的古
塔，塔頂高聳，塔身已無裂
痕。
「今後將定期維修古塔，

讓更多人領略中國古建築的
魅力。」馮運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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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 網上圖片

六旬老人自製多艘「古戰船」 宋代「裂塔」迎來新生

一天獲捐58萬 懇請暫停捐助

四川女法官丈夫女兒雙雙重病 引爆全國各界愛心
「大家籌集的善

款已經夠我們前期

治療的費用了，請

大家暫停對我們家

的捐贈。」近日，

四川廣安市廣安區

法院員額法官譚媛

媛通過黨組織發出

感謝信，感謝各界

愛心的同時，懇請

社會停止對其家庭

進行捐款。

■四川在線

■蓬溪縣法院
為鼓勵譚媛媛
一家寫的《We
ar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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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媛媛經
由法院向社
會發出的感
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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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前的「裂塔」。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