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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未來兩岸關係機遇仍大於風險
閩台書畫交流會

紀念兩岸開放交流30年

慶富逾期未交艇
台當局解約擬求償3.9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直通台灣」微信公眾號報道，台灣2018縣市

長選舉即將開跑，台北市長一役，成為中國國民黨提振士氣的關鍵。

台北市長人選 蔣萬安呼聲最高
藍營新戰神 黨內民調支持度始終第一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272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呼聲高的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原先
規劃一步一步奠定從政基礎，將這

屆「立委」當滿。不過，根據文傳會內部
民調顯示，蔣萬安支持度始終高居第一，
基層勸進聲浪也越趨強烈，加上「一例一
休」修「法」讓他成為新戰神，人氣一夕
暴增，衝擊台北市長柯文哲。

黨內初選 農曆新年後
文傳會近期已把蔣萬安納入內部文傳

會，支持度都是高居第一，贏過同黨「立
委」曾銘宗、丁守中和李彥秀等人。中國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茹也在24
日到蔣萬安辦公室，告訴他台北市2018
情勢險峻，市長必須扮演「母雞帶小雞」
角色，兩人也針對黨內初選進行意見交
換。據了解，黨內初選的時間，確定會在
明年農曆年之後。
黨內對於蔣萬安參選，目前有兩種聲

音。「尊吳」派認為他會輸最少，甚至有
險勝柯文哲的機會，指標的台北市選情若
拉抬起來，氣勢能外溢到縣市，也有助於

吳敦義直攻2020「大選」。至於另一派
認為蔣萬安才擔任過一屆「立委」，火候
稍嫌不足，若冒險推上2018，不可能打
贏柯文哲，還會折損一名年輕戰將，應放
眼2020；否則，只要輸給柯文哲10萬票
以上，他將淪為「第二個連勝文」。
黨內人士坦言，蔣萬安之所以人氣高，
除了年輕和清新外，他不會讓父親蔣孝嚴
左右他的意見，身旁也有很多非政治圈的
朋友；因此，他雖然為蔣家後代，仍在外
界眼中保有「素人」形象。不過，若蔣萬
安確定參選，中央黨部伸手進駐競選團
隊，延續過去老政務官站台模式，這時候
年輕清新的形象會瞬間消失，黨內人士憂
心，「如果還是傳統的，就不要玩了」。
至於從金管會主委轉戰「立委」的曾

銘宗，有豐富的行政歷練和財經的專業形
象，被視為2018挑戰台北市長的熱門人
選。據了解，由於曾銘宗是事務官出身，
現階段他只想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發揮財
經「立委」的戰鬥力，已婉拒參選
2018。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以「新
形勢下兩岸關係：挑戰與應對」為主題的
第四屆兩岸智庫學術論壇昨日在昆明舉
行。與會專家認為，儘管一個時期兩岸關
係遭遇挑戰，但機遇仍大於風險。在兩岸
同屬一中政治框架不可撼動的現實中，實
現兩岸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越來越成為
聚焦方向。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李亞飛在論
壇上表示，儘管今後一個時期兩岸關係
還會遭遇諸多挑戰甚至是嚴峻挑戰，但
相信風險是可控的，僵局中更孕育新

機，兩岸關係發展機遇仍大於風險。未
來兩岸關係完全可以在一個新起點上迎
來新發展。

始終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楊明

傑表示，十九大報告指明了兩岸關係的
歷史方位和任務目標，為相關智庫提供
了知時運、謀大事的歷史機遇。智庫在
研究兩岸關係時，要始終將「以人民為
中心」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謀求和
平統一的理論指南，必須研究破解島內

政黨輪替中出現的政治困境與惡性循
環，防止某些政黨或組織的利益凌駕於
台灣同胞的福祉之上、凌駕於兩岸人民
的幸福之上。所以，「以人民為中心」
是智庫研究的宗旨，也是兩岸關係的底
線和紅線。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

任劉國深認為，儘管30年來兩岸政治關係
起伏不定，但民間關係一直朝着緊密化方
向發展。從辯證眼光來看，兩岸民間關係
仍有機會取得明顯進展，甚至反過來推動
兩岸政治關係改善。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政治框架不可撼動的政治現實中，如何實
現兩岸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將越來越成
為聚焦方向。
台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副董事長高思博

說，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出的「中國模
式」和以中華文化為底蘊建構的國際觀，
是非西方社會崛起的主要動力，更持續對
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針對兩岸形
勢，大陸越來越有能力與信心防「獨」促
統、掌握大局。在此情況下，台灣如何定
位自己，對共同維護兩岸和平及自身未來
的發展至關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防務
部門「獵雷艦」與承造商慶富集團所涉案
件持續延燒，慶富為台灣地區「海巡署」
製造的巡防艇逾期未交貨，「海洋巡防總
局」昨日宣佈與慶富船廠解除契約，並將
向慶富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共約15.2784
億元（新台幣，下同，約合港幣 3.97
億）。
「海洋巡防總局」負責人謝慶欽指出，慶

富於2013年5月30日得標製造共28艘100
噸級巡防艇，決標金額37.42億元（約合港
幣9.74億元）。之後於2015年4月首艘交船
迄今，已驗收13艘，另有8艘施工中、7艘
尚未開工。
由於慶富船廠施工進度持續落後，「海洋

巡防總局」委造的第14艘巡防艇，原訂4月
30日就應交船，但已逾完工期限90天，符
合解約要件。謝慶欽決定即日起與慶富船廠
解除契約，除了書面通知慶富船廠，還會將
其列入不良廠商。
另將通知兆豐銀行，有關撥付履約保證
金、預付款還款保證金及保固保證金等，全
數款項不予發還。之前已經交船的13艘巡
防艇後續保固，以及未交船的15艘巡防
艇，將另行招標，所增加的費用會向慶富提
起損害賠償之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翰墨書
香．兩岸橋樑」書畫交流會25日在廈門舉
辦。來自福建和台灣的30位書畫家共同潑
墨揮毫，紀念兩岸開放交流三十周年。
交流會現場，30位書畫家在一軸30米的

長卷上創作書畫。隨後，閩台書畫家書寫了
黃遵憲、于右任、連橫等三位近代愛國詩人
的詩作；最後，長卷以山水花鳥畫結束，寓
意「兩岸春暖花開」。
活動主辦方之一、雅棠文化創始人連明富

介紹，在兩岸開放交流三十年之際，期待以
書畫傳統藝術為紐帶，邀集兩岸書畫家以筆
會友，進一步傳承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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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廣東佛山讀高二的龍羽（化名）是龐
華新當年救下的4名女生之一，她回憶

說，6年前的2011年9月14日16時許，就讀湛
江吳川市塘綴鎮山瑤小學5年級的她與龍清
（化名）、龍婷（化名）、龍敏（化名）共4
名女生放學後去村外塘邊玩耍，不料下水後一
同滑入深水區。

奮身潛水底 施人工呼吸
龍羽距離岸邊最近，是龐華新第一個救上來

的女生，目睹龐華新整個救人過程。龍羽說，

當時，龐華新騎電單車經過，見有人跌落水，
就直接跳入水裡，一隻手划水，一隻手把人往
塘邊拖，救上兩人後，他又潛入水底，把另外
兩名沉入水中的女同學救上來。
龍敏被救上岸時已昏迷，龐華新當場為她做

人工呼吸，經長時間施救，龍敏才醒過來。確
認4人無礙後，龐華新離開，後來她們才知道
救人者是隔壁村的。

仍戴呼吸機 診金缺口大
龍羽的父親龍勇為了報答龐華新，得知龐在

老家工廠掙不到錢，2012年安排對方到他的皮
帶廠工作，並和他們一起吃住。如今恩人患
病，龍勇除幫忙辦理入院及捐款襄助外，更多
次到醫院探望慰問。
除龍羽外，另外一名女生的家長也前往醫院

探望並捐款；其餘兩位女生家庭困難，雖沒到
醫院探望，但也致電問候和捐款。
龐華新的妹妹龐志玲表示，目前哥哥「必須戴
呼吸機，不能說話」，每天住院花費約一萬元。
事發後他們收到42萬元捐款，已花了25萬元，
但由於每日治療費用高，資金缺口仍很大。

「我是誰？我來自哪裡？」這些問題，一直
在36歲的姚杰心中縈繞。「家附近有一條
江……大人們叫我『艷麗』……」
3歲時在家鄉重慶走失的姚杰，被一對河南
夫婦帶到南陽市收養，時隔33年的今天，她
在重慶民警887天的搜尋下，近日終於找到親
生父母。

工友口音勾起回憶
姚杰是因為經常聽到工友給家裡人通電話說

「這個凼（塘、水坑的意思）、那個凼」，跟
自己模糊記憶中的口音十分相似，才開始懷疑
自己也是重慶合川人。
她起初在「寶貝回家」網站上登記信息但無
果。2015年6月的一天，她抱着一線希望跟着
工友到合川淶灘派出所報案。
民警蔡斌對她所提供的信息進行核實，採集
DNA，和轄區有走失小女孩的家庭的DNA比
對，但沒成功。
為了幫助姚杰尋親，蔡斌兩年多來不停地張

貼尋人啟事、走村入戶，挨家挨戶地調查，逐個
比對血液樣本。功夫不負有心人，今年11月13
日終傳來好消息，姚杰與相鄰的雙槐鎮居民李朝
生、王瓊夫婦的DNA比對成功。
在蔡斌幫忙下，雙方通過微信視頻見面，

蔡斌說：「當得知李朝生夫婦所描述走失女
兒的胎記疤痕特徵跟姚杰身上的疤痕胎記完
全吻合後，雙方失聲痛哭！」昨日下午姚杰
已乘飛機趕到重慶和親生父母見面。

■《重慶晨報》

民警民警887887日奔走日奔走 為失散為失散3333年女尋回父母年女尋回父母 每天清晨，黑龍江某重點高中的家長們
帶着期盼的心情打開微信中的家長群，看
着裡面溫馨的話語和豐盛的早餐，開始一
天的生活。推送早餐的這位媽媽，是該校
一名學生的家長。在730個清晨，這位媽
媽製作出的早餐從不重樣，在家長群備受
關注，一大批寶媽們紛紛效仿借鑒。

為女兒學習減壓
能做出這麼多高顏值的早餐，這位媽媽
還真是不尋常。她表示，女兒進入省重點
高中後，每天從早到晚的10多個小時都
在學校，三餐中的午飯和晚飯都在學校
吃。因為尖子班學習壓力很大，有段時間
連早餐也吃不進去，這成為全家最頭疼的
事。為了讓女兒能多吃一口早餐，她進行
一場「早餐革命」：媽媽五點鐘起床，開
始精心地準備早餐，爸爸則在一旁打下
手……自此，她的早餐越做越有味道，女
兒也食慾大開。
女兒還有一年就要高考了，這位媽媽表

示，還要將早餐做得更加精緻，陪伴孩子
考入心儀的高等學府。 ■《新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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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動中國．詠耀世界」第四屆
國際詠春拳大賽決賽暨武術文化國
際論壇昨日在佛山高新區舉行，吸
引海內外1,686名詠春拳高手競逐，
以「一代宗師」葉問之子葉準為首
的資深老拳師與詠春拳愛好者互

動，並為「葉問詠春文化研究院」
揭牌，一同探討中國功夫的文化魅
力。
同日，「世界功夫之城」武術文化

國際論壇舉行，葉準、黃飛鴻第五代
傳人劉家勇、國際武聯傳統委員會副

主任本扎等國內外知名武術專家，共
聚一堂探討中國功夫的文化魅力。有
專家稱，中國武術可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中發揮更大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佛山報道

逾千詠春高手佛山過招 葉問子黃飛鴻傳人現身

66年前年前，，時年時年1919歲的廣東湛江吳川市青年龐華新從外地回家途中歲的廣東湛江吳川市青年龐華新從外地回家途中，，發現發現44名女學生在水塘溺水名女學生在水塘溺水，，奮不顧身跳入奮不顧身跳入

22米多深的水中米多深的水中，，一口氣救起一口氣救起44名遇溺女孩名遇溺女孩。。66年後的今日年後的今日，，2525歲的龐華新不幸患上白血病歲的龐華新不幸患上白血病（（俗稱血癌俗稱血癌），），病情病情

危重危重。。得知龐華新的病情後得知龐華新的病情後，，當年當年44個被救女生及其家屬分別趕往醫院看望個被救女生及其家屬分別趕往醫院看望，，紛紛盡力捐款治病紛紛盡力捐款治病。。 ■■澎湃新聞網澎湃新聞網

■■國際詠春拳大賽吸引海內外國際詠春拳大賽吸引海內外11,,686686名詠春名詠春
拳高手競逐拳高手競逐。。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辣媽做出的早餐。 網上圖片

■■辣媽辣媽（（右右））與女兒合影與女兒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民警蔡斌走訪民居，為姚杰尋
找親生父母。 網上圖片

■19歲的龐華新救人時的水
塘。 網上圖片

44女生捐助報恩女生捐助報恩
6年前救命英雄今罹癌

■■住院治療中的龐華新住院治療中的龐華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