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中、南部旅遊人次直落。過

去觀光客最愛的南投、高雄、屏東等縣市，去年旅遊人次較前年皆下跌

逾百萬。業者歎，面對大陸遊客減少、「年金改革」、「新南向」失衡

等衝擊，今年市場實在無法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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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是否參選2020 馬英九：不答覆不評論

據台媒報道，根據台當局「交通部觀光
遊憩區」統計，去年中、南、東部縣

市旅遊人次，幾乎都較前年大幅下滑，屏
東縣減 149萬人次、南投縣減 127萬人
次、高雄市減113萬人次、花蓮縣減74萬
人次、台東縣減72萬人次、嘉義縣減30
萬人次。台灣觀光事務主管部門估計，去
年島內旅遊總計1.83億人次，較前年1.9
億人次少700萬人次，跌幅約3.7%，是
2013年以來首度負增長，可說是觀光產業
警訊，加上大陸遊客減少、「年改」等因
素，業者皆不看好今年島內旅遊市場。

墾丁訂房率降至六成五
今年上半年形勢也不樂觀，以墾丁為
例，墾丁公園管理處統計，1-5月遊客僅
151萬多人次，較去年同期減23萬人次。
墾丁飯店業者指出，今年暑假初期業績不

如以往，以前6月底前訂房率九成五，今
年僅六成五，業者擔心生意難做。
南投縣觀光處長王源鍾說，南投整體住

宿約跌二成，日月潭風管處統計，上半年
遊客298萬人次，比去年同期減30多萬人
次；1-5月大陸遊客團36萬人次，較去年
32萬人次略增。暑假第1天，日月潭玄光
寺碼頭人潮依舊，但消費額卻不可同日而
語。當地老店「阿嬤香菇茶葉蛋」第2代
詹世詮表示，全盛時期假日每天可賣2,500
顆茶葉蛋，甚至多達3,000顆，如今假日
賣2,000顆就不錯，跟過去差很多。

高雄旅館恐接連歇業
高雄市旅行公會理事長吳盈良說，上半

年高雄旅客比去年同期減近三成，最近還
有1、2間旅館歇業，若景氣持續低迷，恐
有旅館跟進。

嘉義林管處統計，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2016年1-5月總入園人數117.8萬人次，其
中大陸遊客佔56.6%，2017年同期總入園
人數跌至82.5萬人次，大陸遊客比例跌剩
29.3%。今年同期總入園人數又再減至
69.8萬人次，景氣冷颼颼。南台灣觀光聯
盟總召集人林富男分析，大陸遊客減少、
「新南向」集中台北、「年改」致荷包緊
縮，是打擊南台灣旅遊3因素。據他了

解，今年暑假訂房率只僅去年同期一半，
「年改」引島內旅遊市場萎縮即將出現。
台媒的報道稱，台當局交通部門5月提

補助振興南台灣補助旅遊方案，鼓勵民眾
到嘉、南、高、屏、澎5縣市旅宿，但成
效不彰以致延長措施。台灣觀光事務主管
部門昨日也證實，為拉抬中南部觀光，將
研擬提高海外不定期包機赴台獎勵補助，
不過仍需台交通主管部門核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灣財政部門7月1日公佈欠
稅大戶名單，今年公告共有921
件，總欠稅金額高達956.77億元
（新台幣，下同），上榜者都是
老面孔。
個人欠稅第一大戶還是由黃任

中兒子黃若谷以18.76億元蟬聯；
已故的黃任中本人尚欠18.7億元
的稅未繳，名列個人欠稅第二
名；第3名為高雄黃承志家族，
欠稅14.75億元；黃任中的姊妹夏
黃新平欠稅12.24億元排名第4；
第 5則為林天財，欠稅 11.56 億
元。

不動產仍在拍賣中
前五名當中，包括已故的黃任中
本人，黃任中家族就佔了3位，加
上黃任中的妹妹黃燕平也欠稅，黃
氏家族總共加起來欠稅至少逾50
億元（約合港幣13億元）。
黃任中為前台灣司法機構負責

人、中國國民黨元老黃少谷的獨
子，生前出手闊綽，但由於晚年
遇到亞洲金融風暴，多項投資放貸
被套牢，1996 年出售遠東航空
時，將75億元遠航股票賣給美商
艾帝公司，之後再將擁有遠航股票
的皇龍投資公司申請解散，75億
元全數分配給皇龍投資的7名股
東，其中包含黃任中的姊妹夏黃
新平，被稅務局視為惡意逃稅，
為黃家人最大的欠稅原因。
財政部門表示，黃任中的兒子

黃若谷因為繼承財產，因此欠下
18.76億元的遺產稅。而2004年黃
任中過世後，行政執行署多次拍
賣黃任中生前擁有的名畫古董，
他被政府扣押的財產中，能賣的
不動產幾乎已經賣光，目前還有
債權、投資、古董等還在持續拍
賣中。
而企業欠稅大戶，則以環亞大

飯店欠逾24.37億元蟬聯冠軍；博
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欠營所稅、
營業稅11.70億元，成為第2名；
第3、4名為台中知名酒店「金錢
豹」旗下酒店，分別為松竹皇宮
大酒店欠稅11.29億元、紅頂酒家
欠稅10.65億元；第5名為進巨企
業有限公司欠稅9.3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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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
區前領導人馬英九昨日出席指南宮慶典
時，被問及是否會再投入 2020 年「大
選」，他表示，「不答覆此問題，也不做
任何評論，謝謝大家關心。」

卸任兩年 人氣不減反升
馬英九卸任兩年，人氣不減反升，年底
選舉，馬英九也動作頻頻為中國國民黨參
選人助選站台，民間開始有馬英九「回
鍋」參加2020年「大選」的聲浪。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宮7月1日舉行「孚
佑帝君（呂洞賓）成道1,138周年紀念大
典」，雖然文山區藍營色彩濃厚，但不分
藍綠的政治要角都出席參加。
其中，包括馬英九、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吳敦義、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台北市長
柯文哲、台灣內部事務管理部門負責人葉
俊榮和台灣行政事務管理部門發言人徐國
勇都到場致意。
馬英九上台致詞時，台下許多民眾就高

喊「參選」，他未作回應。媒體會後詢問
是否考慮2020年再參選。馬英九表示，
「這個問題我不答覆，謝謝大家關心」；
面對媒體追問這是否代表不否認，他只說
「我不做任何評論」。
馬英九在會上時和民眾大玩「有獎徵

答」，考考大家對「呂仙祖」的了解，包
含姓、名、號、是中國哪一省人、哪個朝
代、現在幾歲等，與民眾互動熱絡，最後
也不忘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
庭幸福、萬事如意。 ■馬英九出席指南宮活動。 中央社

■■台灣中南部旅遊人次直落台灣中南部旅遊人次直落，，墾丁前五月旅遊人次較上年同墾丁前五月旅遊人次較上年同
期減期減2323萬人次萬人次。。圖為圖為33月遊客稀少的墾丁大街月遊客稀少的墾丁大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隨着山西省壺關縣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簡稱國保）真澤宮修繕工程
近日通過初步驗收，山西南部早期建
築保護工程（簡稱南部工程），落下
帷幕。
山西是中國古建築遺存最多的省

份，其中「650歲以上」元代及元代
以前的木構古建築佔到全國同期建築
存量的70%以上。然而，由於年久失
修，這些古建築出現屋頂漏雨、牆體
開裂、地基下沉、樑架扭曲等不同程

度的「病情」，亟待搶救。為此，國
家文物局在2008年啟動了南部工程，
先後投入近6億元（人民幣，下同）
用於文物本體的維修。國家發改委和
山西省發改委共投入約3.45億元，用
於保護性設施建設。
據了解，南部工程共涉及山西運

城、晉城、臨汾、長治4市105處國
保，保存了從唐至清各個時期的木構
建築，其中650歲以上元代及元代以
前的木構建築有157座。「這裡有中

國現存最古老的戲台、中國現存最早
的民居、中國現存最早的道廟……」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研究員賀大
龍說。
古建築沒有「性命之憂」後，文物

工作者思考更多的是文化傳承。「國
家通過南部工程為我們解決了一大難
題，文物保住了！」太行水鄉旅遊開
發管理中心副主任秦書源說，「能開
放的我們盡量開放，讓更多人感受國
保的文化精髓。」 ■新華社

江夢南，1992年出生。在她三
個月大時，因為得肺炎而用

了耳毒性藥物，導致耳聾，從此墜
入了無聲的世界。
聽不到聲音，就無法學習說話。

江夢南的父母都是老師，他們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耐心地幫助夢南。
「他們把我的手放在他們的喉嚨
上，感受聲帶震動。」江夢南回憶
說：「漢字有很多音節，他們一個
一個地教，每個音節都要教幾千
遍。」為了真正「讀」懂別人，夢
南又在父母的幫助下，通過成千上
萬次的練習逐漸學會了唇語。

苦盡甘來 感恩父母
剛讀小學時，江夢南學得很吃
力。「在學前班的時候，老師教古
詩，我不認識那些字，也不知如何

發音，肯定不如其他小朋友學得
好。」江夢南說。由於課堂上老師
講課速度快，只靠讀唇語很難全部
聽懂。因此除了努力「聽講」外，
她還在課下堅持自學完成學習。依
靠艱辛的付出，夢南成績一路領
先，並於2011年以615分的高分考
入吉林大學藥學院。
升入大學，專業知識和專業名

詞，成了學習難題。「我通過老師
的輔導，看懂名詞在書本中的含
義，之後再遇到這些詞時，就能讀
出唇語的意思。」江夢南說。就這
樣，她還獲得過獎學金，成了同學
眼中的「學霸」。
本科畢業後，她選擇在吉大攻讀

碩士。6月22日，江夢南正式獲得
碩士學位。她的事跡亦在吉大獲得
高度讚譽，並於2014年獲得自立自

強大學生
稱號，2018
年獲得自立自
強研究生稱號。
回首過去，夢南

最感謝的人是父
母。「他們不但給了我生命，而且
讓我的人生有了更多可能。」她激
動地說。
和同齡人一樣，江夢南也經常參

加同學組織的活動。在吉大學習期
間，她還做過義工，參加了「地球
一小時」「節約吉大」等活動。
對於未來，江夢南說，希望在學

習科技這條路上走下去，為大家做
點什麼。今年9月，她將走進清華大
學，攻讀博士學位，距離自己用學
到的知識幫助別人的夢想又近了一
步。

昨日，廣州白雲機場，從美國趕來的中
鳳敏見到了與她失散13年的親生父母。相
見那一刻，她和父親緊緊抱在一起。今年
4月，中鳳敏通過網絡、媒體發佈尋親信
息：5歲時，她在廣東中山市東鳳鎮走
失，被福利院起名「中鳳敏」，並於2012
年被美國夫妻收養，今年18歲的她已被伊
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錄取。上述尋親信息
被在佛山居住的梁華看到，經信息比對，
他發現「中鳳敏」和失散多年的女兒梁晶
浪相似。經過近兩個月的信息交流、DNA
比對，中鳳敏就是梁華的女兒梁晶浪。

父苦尋七年未果 尋人消息現轉機
13年前，梁晶浪走失，那時她5歲。當
時，父親梁華在順德容桂打工，居住在員工
宿舍，而梁華弟弟在格蘭仕打工，租住在中
山東鳳鎮。由於女兒學校放假，梁華就把孩
子從老家接到順德，並把女兒送到了弟弟的
住所。梁華記得， 那天是5月20日，午
後，弟弟突然打來電話問：梁晶浪是否到廠
裡去了。梁華這才得知，女兒不見了。女兒
走失後，梁華精力都撲在尋找女兒上。一尋
就是7年，梁華的體重從138斤降到98斤。
今年4月，一則尋人消息在中山、順德
等地傳播。尋人消息稱，18歲的中鳳敏在
美國生活，她記得自己5歲走失，走失地
點位於中山東鳳鎮和順德交界的一座橋。5
月初，梁華在網上看到尋人消息，十分興
奮。5月3日深夜，梁華添加中鳳敏微信
問，「你的頭上是否有兩個漩兒？」「鼻
尖上是否有顆小痣？」……
大洋彼岸，看到信

息，中鳳敏趴在課桌上
哭出聲來。兩分鐘後，
中鳳敏回覆：「你就是
我的父親。」
7月1日中午左右，中
鳳敏抵達廣州白雲機
場，與梁華夫婦相認。
在順德家中，歡迎中鳳
敏的工作早已準備完
畢，門口佈滿氣球，掛
了橫幅，氣球上印着
「I LOVE YOU」歡迎
她回家。 ■澎湃新聞

失聰女孩讀唇語失聰女孩讀唇語
考上清華博士考上清華博士

來自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的江夢南眉目清秀，眼神清澈，像她的名字一樣，身上

融合着江南的婉約氣質和明媚的青春氣息。剛從吉林大學藥學院畢業的她，兩個

月後，將走進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這讓人羨慕的前景背

後，卻是讓人心疼的經歷。自小就失去聽力的江夢南，雖一直生活在無聲

世界中，26年來，她的生命卻並未在無聲中靜默，靠着「唇語」讀世界學

知識，依靠艱辛的付出和努力，她讓生命綻放出了奪目光彩。 ■新華網

山西修繕「650歲以上」木構建築

■山西晉城陽城縣「下交湯地廟」修繕後的
面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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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鳳敏中鳳敏55歲歲
走失走失，，1313 年年
後後，，已被美國已被美國
名校錄取名校錄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江夢南江夢南((中中))
與同學們與同學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6 月 22
日，江夢南
獲得吉林大
學授予的碩
士學位。
網上圖片

■ 江夢南獲得吉林
大學2018年度自強
自立研究生稱號。

網上圖片

■■ 昨日昨日，，從美從美
國趕來的中鳳敏國趕來的中鳳敏
與失散與失散1313年的年的
親生父母相認親生父母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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