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架F-5戰機同時爆胎
台防務部門：天氣不佳所致

台灣里長劉德文：
圓老兵遺願 送逾百孤魂返鄉

日右翼踹台首座「慰安婦」銅像惹公憤
多團體強烈譴責 要求涉事人下跪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雅

虎奇摩報道，豎立於中國國民黨

台南市黨部外的全台首座「慰安

婦」銅像，竟遭日本右翼人士藤

井實彥踹踢，消息傳出，引發全

台公憤。台南市國民黨黨部主委

謝龍介昨日上午率領多個團體，

北上到「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表

達社會各界對日方的強烈譴責。

涉事的藤井實彥，據報已在上周

六出境。但謝龍介表示，「絕不

會就此罷休」，除了要求日方表

態之外，還要求「在台協會代表

沼田幹夫要公開為此事向台灣人

民道歉」，待這兩天準備資料

後，會立刻對藤井提出相關告

訴。謝龍介強調，「一定要讓他

來台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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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台南市慰安婦人權平等
促進協會」主導的全台首座「慰

安婦」銅像，今年8月14日由馬英九
親自揭幕。
不過此事卻引發日方的關切，「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代表沼田幹夫先後見了
馬英九、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對馬英九
為銅像揭幕很有意見，並向相關單位提
出「移除」銅像的請求。吳敦義回絕了
請求，同時也因為銅像設在黨部土地
上，台灣當局無法任意移動。
沒料到，日右翼人士藤井實彥日前

竟利用到訪台南市國民黨黨部的機
會，偷偷用腳踢「慰安婦」銅像。國
民黨事後調閱監視影帶，發現藤井假
藉上門之機用腳踹「慰安婦」銅像，
感到極度憤怒，痛批實在「是可忍，

孰不可忍」。

對日提三項嚴正要求
國民黨市黨部主委謝龍介與設立銅像

的「台南市慰安婦人權平等促進協
會」、多名台南市議員、前台北縣長周
錫瑋、國民黨「立委」王育敏和陳宜民、
新黨代表等共90餘人，昨日上午北上到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提出嚴正抗議。
「台南市慰安婦人權平等促進協會」

理事長黃淑貞呼籲日本面對歷史，讓台
灣兩位僅存的「慰安婦」阿嬤在有生之
年能聽到日本政府一聲正式的道歉。
謝龍介則向日方提出三項嚴正要求，

一是要求藤井實彥立即到「慰安婦」銅
像前，向台灣的「慰安婦」阿嬤道歉才
能離境，否則台內政事務主管部門應該

限制他離開台灣，二是要求「日本台灣
交流協會」代表沼田幹夫公開為此事向
台灣民眾道歉，三是要求「駐日代表」
謝長廷，正式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
嚴正抗議。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籍台南市市長

參選人高思博昨日上午亦率領中國國民
黨台南巿議員等人士，到銅像前向「慰
安婦」阿嬤獻花致敬，並痛斥踢踹銅像
的藤井實彥的粗暴無禮。多位國民黨議
員怒斥藤井實彥的行徑，呼籲發起「肉
搜」，一定要找到人出面下跪道歉。

擬對涉事者提出告訴
不過當天稍晚，謝龍介告訴媒體，

根據入出境管理資料顯示，藤井實彥
已在上周六出境。但謝龍介表示，

「絕不會就此罷休」，除了要求日方
表態之外，還要求「在台協會代表沼
田幹夫要公開為此事向台灣人民道
歉」，這兩天準備資料後，會立刻對
藤井提出相關告訴，謝龍介強調，
「一定要讓他來台出庭」。
除藍營之外，民進黨台南市長候選

人黃偉哲亦表示，「慰安婦」的問題
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即使台日關係友
善但也不能混淆是非，他也支持謝龍
介的抗議行動。此外，媒體和網絡的
抗議之聲不斷，更有媒體發表評論質
疑，面對如此囂張的「侵門踏戶」事
件，如果「駐日代表」謝長廷選擇的
是悶不吭聲或為日人緩頰，坦白講，
不僅有愧台灣，「助日代表」罵名也
必將伴其一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日本產經新聞社
發行的《富士晚報》官網zakzak電子報昨日收到藤
井實彥的緊急投書，他不僅隻字不提自己在台灣所
作所為，更聲稱看到慰安婦銅像「毛骨悚然」。
藤井聲稱，銅像的後方用日文、中文、英文、韓

文這4種語言寫着「『慰安婦』有20萬至40萬」、
「強徵」等字眼，認為內容與日本的保守派團體所
做的調查和研究有很大的差異，「嚴重詆毀日本與
日本人名譽。」他還惡意揣測說，在台灣設置「慰
安婦」銅像，「背後可能是中國的政治宣傳」。
對於藤井一系列引起公憤的惡性行為，台灣當局

非但沒有表態追責，反而責備統派成員到「日台交
流協會」潑漆抗議的行為，4名台灣中華統一促進
黨成員被依妨害公務和公然侮辱罪嫌送辦。當局還
要求民眾「理性」，並協調警方加強維安執法，以
確保協會及大樓相關人員的人身與財產安全。

台當局未追責惡行
反法辦抗議團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
道）「傅伯伯，回家了，回家了。」從山東
濟南遙牆機場走出來的劉德文抱着傅遵五的
骨灰盒說道。傅遵五的侄子傅國安看到劉德
文走過來，迎上去撲通一聲跪了下來，哭着
說：「回來了，回來了。」一別數十載，在
去世三年後，山東籍老兵傅遵五終於魂歸故
里。從2003年開始，台灣高雄市左營區祥
和里里長劉德文往返台灣大陸數百次，把一
百多位在台灣去世的老兵骨灰帶回大陸安
葬。15年來，他的足跡遍及20多個省區，
其中送歸山東的老人最多，超過40位。

千里迢迢送老兵回家
9月7日下午，劉德文和傅國安把傅遵五

的骨灰帶回山東臨沂。8日上午，劉德文送
傅遵五最後一程，親自把他安葬在其父母墳
前。「傅伯伯是家中的長子，18歲就離鄉
遠走，生前沒能在父母身前盡孝道，臨終前
一直唸叨要落葉歸根。」劉德文說，「傅老
在台灣無兒無女，家鄉的同宗晚輩一直掛念
他，託我把他帶回來。安葬在故園與族人團
圓，也算告慰傅老在天之靈。身背老人的囑
託和家屬的期盼，我一絲都不敢耽擱，看着
傅伯伯入土為安，總算是鬆了一口氣。」
每當劉德文千里迢迢背回老人的骨灰，

老人的親屬們都會在機場迎接，甚至下跪
迎靈。從機場迎接骨灰到下葬臨沂故里，
傅國安向劉德文跪了三次。「第一次是跪
迎伯父歸來，第二次是跪劉里長的義舉，
第三次是對里長的感恩。」據傅國安介
紹，他是從網絡上了解到劉德文的義舉，
通過當地台辦聯繫上他，向他表達了想要
接回伯父的願望。
劉德文幫助的老人多為在台無兒無女的

老兵，在大陸的信息大多不完整。在找尋老
人、背骨灰回鄉以及安葬老人的整個過程，
劉德文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財力，卻分文不
取。在乘坐飛機、住賓館的時候，他都會給
老人買一張票、留一張床，把他們當活着的
人，不忍他們在背包裡過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山東
報道）「當我走了，能不能把我送回
家。」劉德文依然記得15年前一位老
人對他說的話，老人孤苦無依思鄉情
切，劉德文深受感動，滿口答應下
來。不久後，老人病逝。劉德文信守
承諾，踏上了「送老兵回家」的漫漫
歸途。
「第一次非常緊張，也沒有經驗，

特別是過關的時候擔心骨灰能否通
關。」劉德文說。到了老人的湖南老
家，劉德文按照風俗把老人安葬下
來。劉德文說：「當時就想，還有很
多人需要幫助，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
次，沒想到一幹就是15年。今年52
歲，身體還不錯，有人需要我就一直
做下去。」
經過兩岸媒體報道，網上很多人了

解到劉德文的義舉，紛紛給他點讚。
也有導演找到他，打算把他的故事拍
成電影。很多家屬聯繫到劉德文，希
望能通過他找到失散的親人迎回大
陸。這些長輩大都已過世，有些沒有
確切年籍數據，任務難度頗高。劉德
文希望借助媒體力量，和他一起尋
找，共圓老人的回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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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國
務院宣佈召回駐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和巴拿
馬三國高級外交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提醒個別國家，
正確看待別的國家同中國建交，慎重妥善處
理涉台問題，從維護自身形象和台海和平穩
定出發，不要再採取不負責任言行。

別國無權干涉中國外交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國國務院上周宣佈
召回駐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和巴拿馬三國高級
外交官。三國此前都已與台灣「斷交」並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耿爽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

遍共識，中國在這一原則基礎上同有關國家
建交，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符
合中國和有關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個主
權國家選擇同誰發展外交關係是其主權權
利，應當受到尊重，別國無權說三道四、指
手畫腳。「我們提醒個別國家，不要忘了自
己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幾十年前就同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事實，正確看待別
的國家同中國建交，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
題，從維護自身形象和台海和平穩定出發，

不要再採取不負責任言行。」耿爽說。

要求美尊重巴國家主權
另據中央社報道，美國上周召回駐多明尼

加、薩爾瓦多與巴拿馬使節，稱為了解這3國
與台灣「斷交」的決定後，巴拿馬總統瓦雷
拉（Juan Carlos Varela）昨天要求美國尊重
巴國的國家主權。瓦雷拉發表聲明說：「我
們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決策，我們也將永遠
要求其他國家尊重我們的決策。」瓦雷拉表
示，身為「主權獨立國家，我們將永遠根據
巴拿馬自身利益做出決策」。

中方：正確看待別國與中國建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2014年爆發的台灣北海油脂公司劣
油案，公司負責人夫婦一審時分別
被判4年6月、4年有期徒刑。台高
等法院台南分院昨日二審改判無
罪，全案仍可上訴。
台灣北海油脂公司負責人呂青

協、呂黃麗華夫妻被控 2011年至
2014年間，涉嫌指示不知情員工，
將不可食用的飼料油、牛油、「皮
碎油」（製作豬皮革前所刮取的劣
質皮下油脂）混入公司自行榨取的
粗油，再經精製假冒為可供食用的
豬油，在台灣及香港地區販售，獲
取龐大不法利益。台南地方法院
2016 年依詐騙、違反食安法等罪
嫌，判處呂青協4年6個月、呂黃麗
華4年徒刑。案經上訴至台高等法院
台南分院，合議庭昨日下午二審宣
判呂黃麗華、呂青協均無罪。
判決書指出，檢方及一審法院主

要是依一名證人證詞，認定被告曾
經指示抽取飼料油，攪拌自行榨取
的粗油後製成食用油。經調查，合
議庭認為證人屬資歷尚淺的員工，
對於取油、輸油，甚至油品來源、
種類並不清楚，證詞不能確定屬
實。判決也稱，依台灣相關標準，
食用豬油的品質規範，僅需健康、
無病的豬隻煉製而成，即為合法許
可的豬油產品。被告是以健康、無

病豬隻的豬皮油脂作為煉製食用豬
油原料，並非不可供人食用的油
脂；此外，經檢驗，北海公司也沒
有將不可食用的飼料油及牛油混摻
製成豬油成品，符合法律規範，不
能處以罪刑。

台灣北海公司劣油案二審改判無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防務部門8月訓練時，2架F-5戰
機同時發生爆胎事件。台防務部門
昨日回應稱，主因是天氣不佳，跑
道濕滑所致。

台防務部門2架F-5戰機8月22日
在防務部門台東志航基地完成訓練
後返航，以編隊方式降落，落地時
卻同時發生爆胎。其中一架前輪爆
胎，另一架則是右後輪發生爆胎，
所幸人機均安。台防務部門昨日針
對此事回應稱，事件發生當時天氣
不佳，造成跑道濕滑。這2架F-5戰
機為舊款戰機，沒有ABS防抱死制
動系統，也容易造成爆胎。經飛行
員緊急應變，運用攔截裝置成功攔
阻飛機，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2014年台南市衛生局人員將北海
公司油脂廠內的油品貼上封條。

網上圖片

■ 劉德文展示細心整理的老兵的信息材
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

■中國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高思博（右2）與多名台南市議員昨日在「慰安婦」銅像前嚴厲譴責腳踹銅像的日本男子藤井實
彥，並要求日方道歉。 中央社

■因不滿日本人藤井實彥腳踹「慰安婦」銅像，「台南市
慰安婦人權平等促進協會」昨日上午赴「日本台灣交流協
會」台北事務所抗議。 中央社

■F-5戰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