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5月20日將是民進黨蔡英文上台滿兩

年，多家台灣媒體、機構昨日分別公佈最新民調，發現蔡英文的施政滿

意度持續下探，不滿意度則不斷攀高。對此，台灣政界、學者認為，蔡

英文上台兩年來，不接受「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台灣

整體社會、文化、經濟都受影響；再加上島內事務、經濟各方面「做得

很爛」，因此，蔡英文的施政不滿意度不斷攀新高，實為「意料中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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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追徵國民黨黨產 周四拍賣兩員工宿舍

蔡當局不滿意度再創新高
被轟執政兩年拒認「九二共識」致兩岸關係惡化

昨日，《聯合報》頭版頭條公佈該報於
5月9日至11日進行的最新民調結

果，蔡英文執政即將滿兩年，有29%民眾
滿意她的施政表現，而不滿意的人則為
56%，為上任兩年新高。

不滿意度56% 負面評價77.5%
該報趨勢資料顯示，蔡英文執政後，施
政滿意度由剛就職時的52%、主政百日降
到42%、就任周年下降到30%，今年再下
降到29%。而不滿意蔡英文施政的比率則
由就職初期的10%、主政百日升到36%、
就任周年再升至50%，今年再增至56%。
另外，中國國民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
團昨日發佈最新民調，對於蔡英文的施政
滿意度，正面評價僅有20.3%，負面評價
達69.9% （不太滿意30.8%加非常不滿意

39.1%）；若排除未表態的樣本進行推
算，正面評價為22.5%，負面評價則高達
77.5%，顯示滿意蔡英文執政表現的民眾
只剩兩成。

社會遭撕裂 經濟發展差
對於上述最新民調結果，台灣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張亞中接受訪問時指出，蔡英文
上台兩年來，一方面由於堅持不接受「九
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對
立，這對台灣整體社會、文化、經濟都帶
來影響。張亞中強調，兩岸關係處理不
好，蔡英文無法帶領台灣向前走，其民望
當然不會高。
第二方面，蔡英文上台以來，不斷藉改

革之名，為鞏固政權對藍營及軍公教（被
視為藍營主要支持者）人員下重手，進行

全面清算鬥爭，破壞社會和諧，撕裂社
會，這是激起台灣社會對蔡英文不滿的重
要因素。
第三方面，台灣經濟發展，在亞洲地區

中表現非常差。
綜合上述三大因素，張亞中認為，蔡英

文執政不滿意度不斷攀高，實在是「意料
中事」。至於未來，他認為，在蔡英文不
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不可能改善
之下，其滿意度都不會提升，而不滿意度
則會繼續攀高。
對於蔡英文這種民調表現趨勢，台北市

議員鍾小平在接受專訪時亦表示，「一點
也不意外」。他說，蔡英文上台以來最大
問題是不接受「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
係全面倒退。再加上島內事務、經濟各方
面都做得不好、「做得很爛」，民眾感覺
生活差，蔡英文支持度當然會下跌。
展望未來，鍾小平認為，蔡英文已沒有

回頭路可走。如果她回頭接受「九二共
識」，她會立即被黨內「台獨」基本教義
派消滅掉；因此，未來她只會繼續「死
撐」，不會接受「九二共識」，這樣民望
不可能回升、支持度只會更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台灣房
屋比價平台「屋比」最新統計，去年9月至
今年4月，台灣有429間民宿登記求售，待
售總金額約142億元（新台幣，下同）。
「屋比」數據顯示，目前台灣民宿待售量

以花蓮縣最多，達70多間；其後依序為台
東縣、宜蘭縣。這三縣合計待售民宿共187
間，佔全台待售量逾四成。
與去年9月相比，台灣民宿待售總金額升

至142億元，增加19.2億元。其中，南投縣
民宿待售總金額升至22.5億元，該數據位列
「全台之冠」，其後依序為花蓮縣21億
元、新北市17億元。
「屋比」趨勢研究中心總監陳傑鳴分析，

近年來，台灣出現民宿投資熱，市場早已呈
現供過於求狀態，加上受景氣不佳、大陸遊
客來台人數減少等因素影響，去年9月至今
年4月，台灣旅館、飯店、商旅平均每月有
兩家以上加入拋售行列，目前全台待售量已
達104家。
為吸引陸客來台觀光，台當局透露，擬將

陸客參加團體或個人遊的財力門檻由20萬
元降至10萬元；個人遊陸客提出申請時，
需加附旅遊行程表。

逾400民宿求售
花蓮縣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行政管理機構原子能委員會（原能會）經過
一周的審查後，昨日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
（核三廠）1號發電機組重啟申請，而機組
啟動之後，原能會仍會持續監督，確認發電
廠有依規定執行。
核三廠1號機自4月3日開始歲修，機組

停機進行定期維修保養，經過一個多月維修
後，台灣電力公司於5月7日向原能會提出
再啟動申請。原能會當時表示，除了常規文
件審查外，也會派員至現場視察，確保一切
安全無虞後，才會同意再運轉申請。
原能會昨日發文表示，已就送審文件內容

進行審查，並赴現場就大修情況加強調查，
基於送審文件內容及發電機組現場狀態均已
符合啟動要求，同意核三廠1號機組重啟。
台灣電力公司則表示，核三廠1號機預計

將於17日開始併聯發電，支援夏季供電。

核三廠1號機料後天重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
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追徵中國國民黨黨產。「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台北分署昨日證實，17日將首
度拍賣國民黨兩處黨工宿舍。國民黨發
言人洪孟楷昨日表示，這是一貫的政治
操作，相關公務員應行政中立，勿淪為
特定機關打手。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認定國民黨「轉
賬撥用」公家財產變賣獲利，追徵國民黨

8.6億元（新台幣，下同），國民黨提出清償計
劃遭拒後，黨產會將全案移送台北分署。
台北分署主任行政執行官鍾志正受訪時

指出，目前查封的國民黨土地與建築物經
鑑價總值約6.2億元。經調查、鑑價程序
後，17日下午3時將首度拍賣國民黨黨
產，即南京東路、嘉興街兩處黨工宿舍；
初步調查現無人居住，南京東路宿舍底價
3,320萬元，嘉興街宿舍底價1,900萬元。
民進黨自2016年重新執政後，成立「不

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向國民黨進行清算。
據悉，這是黨產會掛牌運作一年多以來，
首宗拍賣國民黨被查封的黨產。此外，遭
查封的「國策研究基金會」大樓，2月完
成鑑價為6,537萬元；去年9月查封的松山
區黨部鑑價2億餘元，但目前該兩處還尚
未排入拍賣期程。

持續查封國民黨黨產
鍾志正說，台北分署除執行黨產會追徵

的8.6億元款項，台北地方法院今年初另
將305名黨工請求國民黨支付退休金等案
的5.9億元移由台北分署併案執行，目前
共需執行14.5億元。由於台北分署目前查
封的國民黨土地與建築物價值僅約6.2億
元，不足14.5億元，因此已另請新北分
署、高雄分署持續查封國民黨黨產。
洪孟楷說，目前兩處員工宿舍都已無人

使用，行政執行署拍賣並不影響國民黨在
地方服務及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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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級珍稀物種「莽山烙鐵頭
蛇」。 受訪者供圖

■甘肅出土的「漢簡」。 網上圖片

■■ 新的長影民樂隊音新的長影民樂隊音
樂會現場樂會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要珍惜機會、創新作品，讓中國
的民族音樂通過電影走出

去。」蘇煥洲的自信源於長影樂團民樂
隊的歷史底蘊。《國慶十點鐘》、《馬蘭
花開》、《上甘嶺》、《甲午風雲》等幾百部
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影片音樂、戲曲片音
樂以及《劉三姐》、《蘆笙戀歌》等少數民
族題材影片配樂都是這支民樂隊錄製
的。與樂隊合作的作曲家、指揮家、歌
唱家、戲曲演員更是數不勝數。
變化出現在1995年。「當年長影改革
轉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改
革以後沒了固定工薪，全團從100多人
縮編到30多人，合唱隊、民樂隊也取消
了。」蘇煥洲說。

辦學育才全國選賢
那時，他已是長影樂團副團長。「不
能讓樂團毀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他
回憶說，樂團領導經過商議，決定辦學
育才。
「廠裡（長春電影製片廠）用樂器作

為入股資金，有的演奏員也來入股，我
們成立了學校，全國招生。」蘇煥洲
說，雖然第一年只招了十幾個人，但生
源逐年增多。「要讓思想跟上時代的變
化，人心別散。」
去年底，長影樂團重啟民樂隊恢復建

制工作，蘇煥洲等民樂隊早期建設者親
自擔任考官面向全國選才用賢。
前不久，於吉林省長春舉行的《春

之聲》新民樂交響音樂會掀開帷幕，
樂迷們欣喜地發現，那個有着無數輝
煌過往的長影樂團民樂隊竟在悄無聲

息間再返樂壇。

平均年齡二十五六歲
這支「重生」的長影樂團民樂隊青春

氣息十足，30多位成員的平均年齡只有
二十五六歲。舞台上，彈撥類、弓弦
類、吹打類等多種中國民族樂器配合默
契，經過重新編排的經典曲目讓人耳目
一新。
1994年出生的二胡演奏員王淵麟是新

民樂隊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但她曾在北
京為多國駐華使節表演中國最傳統的二

胡經典曲目。
「二胡曲目具有深厚、連貫、線條性

的特點，在很多電影裡直揭人物的內
心，這是最貼近人性的樂器。」王淵麟
說，期待用電影配樂的方式讓海內外人
士更加直觀地理解、走近中國民樂。
另一位「90後」高思陽在新的民樂
隊中擔綱古箏演奏。她提出了「民樂
國際化」的概念，「我有時候會練一
些國外的曲子，同時融合中國傳統曲
調加以改編，這更有助於我們民族文
化走向世界」。

廣東省林業廳昨日透露，近期廣東南嶺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科研團隊在開展鳥類、
蝴蝶和獸類監測工作中，陸續發現並拍攝
到南嶺珍稀瀕危野生動物。其中，國寶級
珍稀物種「莽山烙鐵頭蛇」亮相，同時發
現世界珍稀瀕危野生鳥類「黃腹角雉」。
近日適逢陰雲細雨天氣，南嶺自然保護區

科研團隊成員發現了一條極不尋常的蛇。牠
全身披着淺綠至墨綠色的斑紋，行動緩慢，
非常警覺地抬起頭，蛇身向後呈「S」型，

隨時做好攻擊的姿勢。牠的特徵非常明顯，
這就是國寶級珍稀動物——「莽山烙鐵頭
蛇」（學名：Protobothrops mangshanen-
sis），也叫「莽山原矛頭蝮」，是國際一級
優先保護的瀕危物種。業內專家稱，「莽山
烙鐵頭蛇」在南嶺自然保護區出現，證明其
種群數量在逐漸恢復上升中，而該保護區的
生態保護已初見成效。
同時，作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

物、世界珍稀瀕危野生動物，「黃腹角

雉」（Tragopan caboti）的種群數量亦在
南嶺自然保護區得到提高和恢復。牠屬於
中國的特有鳥，是南嶺的明星物種之一。
目前，該保護區科研團隊正與內地鳥類科
學家們進行合作，通過運用紅外自動感應
相機、無線電跟蹤等技術，開展「黃腹角
雉」種群數量及分佈調查、棲息地選擇、
活動節律及繁殖生態，以及保護策略制定
等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古人如何推行廉政？甘肅的「簡
牘」學者通過對「漢簡」資料的研
究，揭開了古人的「廉政秘密」。
在紙張未發明及未廣泛使用前，古

人將文字寫在竹片、木片等材質上，
用絲、麻等編製成冊，並稱其為「簡
牘」。甘肅是「簡牘」大省，出土的
「漢簡」佔內地出土總量的約八成。
僅在世界文化遺產點敦煌懸泉置，考
古學家就發現了2萬餘枚「漢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俊

民介紹，「漢簡」記錄了兩漢時期經
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社會生活的
方方面面，是認識古代社會的重要資
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廉政故事。

古代政府嚴管公共財物
懸泉置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官

方驛站，當地出土的「漢簡」反映出
古代政府對公共財物的嚴格管理。
「當時懸泉置共有40匹馬，官方要
登記馬匹的顏色、特徵、身高、年齡
等信息。馬匹使用者如不是因為緊急
公事使用馬匹，必須養馬3天。如果

3天內馬匹死亡，要追究使用者的責任。」張俊
民說。
張俊民介紹，「漢簡」《傳馬病死爰書》顯

示，一旦馬匹死亡，要詳細記載疾病特徵、治療
情況等，並由三名官吏同時在場證明馬匹確實因
病死亡。經過這些程序後，才能上報郡府，同時
還必須將馬的重點部位（筋、齒、耳）一併上交
作為旁證，以避免「挪用公馬」。
除了日常管理嚴格外，一旦出現問題，官方還

會徹查案件。張俊民介紹，懸泉置出土漢簡中，
顯示了一宗外交關係中的「白駱駝變黃駱駝
案」。公元前39年，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康居
國向漢代朝廷供奉駱駝。但入關後，白駱駝變成
黃駱駝，使者上書申訴。於是漢朝主管官員發文
要求敦煌太守及沿途所過之地徹查此事，並作出
回覆。
以權謀私更不被允許。張俊民說，據「漢簡」記

載，酒泉郡有一個沙頭縣。按照隨行人員的招待規
定，沙頭縣縣長出行，縣長的5個隨從需自備食
物，縣長夫人的飯錢則要自理。張俊民說，這些
「漢簡」不僅忠實記錄下了兩漢時期的政府管理工
作，也對今天的廉政建設有借鑑意義。 ■新華社

堅守民樂傳承廿載
老牌樂隊輝煌再現
闊別樂壇20餘年後，曾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的長影樂團民樂隊近日再次歸來。1956年10

月成立的長影樂團民樂隊是內地各大電影廠樂團中成立最早的民樂隊之一。從1956年4月

進入長影樂團工作，到2001年從副團長的職位上退休，77歲的蘇煥洲見證了這支民樂隊

的起落浮沉。在偌大的長影音樂廳裡，他接受訪問時百感交集 。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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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現「莽山烙鐵頭蛇」列國寶級珍稀物種

■■ 蘇煥蘇煥洲洲（（中中））等民等民樂隊早期成員親自擔樂隊早期成員親自擔
任考官面向全國選才用賢任考官面向全國選才用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春之聲春之聲》》新新民樂交響音樂會在吉林長民樂交響音樂會在吉林長
春舉行春舉行，，再現輝煌再現輝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三
姐》、《甲午
風雲》等電
影配樂都
是由長影
民樂隊錄
製的。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