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男狡辯「腳痹才伸腳」

外交部批日右翼：辱人者必自辱
踢「慰安婦」像掀眾怒 有相為證竟百般抵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台灣首座「慰安婦」銅像，日前竟遭

日本右翼分子藤井實彥腳踢，當事人罔顧監控留證仍抵賴，消息傳出，引發全

台公憤。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香港文匯報提問時

指出，眾所周知，強徵「慰安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對多個

受害國人民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是國際公認的歷史事實。希望日方正視亞

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關切，以負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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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縣市長滿意度藍進綠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昆山報道）2018海峽兩岸
（昆山）中秋燈會將於9月19日至10月20日在昆山隆重舉
行，燈會期間還將同步舉辦「兩岸青年圓夢」主題晚會等一系
列兩岸交流活動。
據昆山旅遊度假區管委會副主任董建國介紹，本次燈會選址
水鄉周莊和慧聚廣場，規劃設置慧聚廣場、周莊古鎮、台灣老
街和香村．祁莊四大主題燈區。在迥異的都市、古鎮、水鄉與
田園風格與情調的背景中，展示燈與影曼妙和璀璨。
昆山市台辦主任何蓉蓉表示，作為大陸台商台胞最密集的地

區之一，昆山今年發佈了《推動昆台融合三年提升工程》以及
《關於深化昆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若干措施》，進一步全
面落實台胞台企同等待遇。
本次燈會由國台辦指導，江蘇省台辦、兩岸企業家峰會中小
企業合作及青年創業推進小組、中華文化聯誼會、台灣中華兩
岸交流協會支持，昆山市政府主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高雄市警方昨日揭發一
宗命案，24歲男子今年6月因爭執失手弒父，與其母洪氏合力
藏屍冰櫃長達3個月；此前母親企圖為子頂罪謊稱犯案。經警
方連夜調查，洪婦才承認是兒子犯案。
高雄市前鎮區警局指出，46歲洪姓婦人報稱47歲丈夫丁男

失蹤，警方隨後在其住處一樓冰櫃發現丁男屍體。洪婦當場稱
因夫妻爭吵犯案，並與兒子合力藏屍，其後被揭發說謊。
今年6月4日上午9時多，洪婦不滿丈夫揮霍家財，兩人發

生口角爭執； 兒子聞聲上樓，發現父親拿刀追打母親，他奪
刀並砍傷父親的胸、頸兩三刀，父親頸動脈斷裂失血過多死
亡。兩人隨後合力將死者遺體藏匿住家冰櫃3個月餘。
據當地里長透露，丁家夫婦育有3男1女，洪婦很老實，丁

男則對妻兒有家暴紀錄。警詢後，將大兒子、洪婦依涉嫌殺害
直系親屬、湮滅證據、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檢方偵辦。
經追問，兒子供出案發時另有兩人在家，檢警不排除全案是
宗謀殺案，昨日下午傳訊兒子兩名友人到案釐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重新認識傳統海峽兩岸學
術研討會」日前在廈門海滄區舉辦，聚集海峽兩岸100餘位專
家學者展開學術研討交流。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港澳研究中心、廈門海滄台商投資區管委會聯合主辦。大陸
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及台灣的清華大學等兩岸高校和研究機構
的100餘位專家學者蒞會。
與會專家稱，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根基和血

脈，在中華民族艱難而輝煌的發展歷程中，優秀傳統文化薪火
相傳、歷久彌新，成為推動人們不斷前行的強大精神支撐。
圍繞「重新認識傳統」主題，兩岸專家學者就經史傳統與現
代人文社會科學、中國思想史的新詮釋、民間信仰與日常生
活、海洋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現代文學經驗與思想傳統、海滄
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踐的當代啟示等議題進行深入研討。

兩岸中秋燈會19日昆山亮燈

兩岸專家聚首廈門 共研「重拾傳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媒體11日公佈2018年縣市長施政
滿意度調查，中國國民黨籍的連江縣
長劉增應連續3年蟬聯榜首，而前6
名之中民進黨只佔一席，其餘由國民
黨與無黨籍包辦；另外，台北市長柯
文哲不僅名次上升，也受到台北以外
市民的肯定。這次民調也被解讀為年
底縣市長選舉的選情前瞻。
這項由《天下雜誌》發佈的縣市長
滿意度調查結果，由於恰逢年底地方
選舉格外引人關注。
前十名中藍營包辦前三，劉增應穩
居第一；即將完成兩屆任期、年底卸

任的台東縣長黃健庭、花蓮縣長傅萁
分別拿下第二、第三名。

前六名國民黨居多
從整體排名來看，泛藍主政的縣市

施政滿意度普遍上揚。
前6名首長有5位是國民黨和無黨

籍，民進黨則有桃園縣長鄭文燦穩居
第四，另有屏東縣長潘孟安、新竹市
長林智堅與基隆市長林右昌分列第七
至九，國民黨新北市長朱立倫排名第
十。
《天下雜誌》提醒，4位排行在前

的藍營縣市長，有3位都將縣長視為

政治生涯的最終站，長期困擾國民黨
的人才接班議題也浮上枱面。

民進黨羸弱失民心
若從純民調（不計專家評比）計

算，藍營縣市長中有5人的支持度上
升，相較之下，綠營13人只有4人往
前移動，其他都是倒退。《天下雜
誌》分析，縣市長排名藍上綠下，與
民進黨當政成效無法完全脫鈎，大環
境的政經狀況，第一線民眾感受最
深。
此外，在陳菊、賴清德和林聰賢等
綠營大佬更上層樓後，代理縣市長表

現均不佳，包括高雄（第18名）、台
南（第19名）及宜蘭（第22名）都
落居末段。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蘇子

喬指出，這對民進黨而言，確實是很
大的警訊。
而泛藍縣市乘勢而起，但多屬花

東、離島，且排名靠前的多是強調觀
光旅遊、農業的縣市，當地民眾對實
際服務有感。
蘇子喬分析，這更顯示近年選民對
藍綠的政黨認同普遍降低，政黨解組
的傾向愈來愈明顯，而第三勢力的代
表人物就是柯文哲。

台男砍殺家暴父 藏屍3月母頂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台灣網報道，經
過一整天的民怨發酵，藤井實彥在10日
晚回應時辯稱自己「沒有去踢『慰安婦』
銅像」「是因為腳痹才伸展一下。」
藤井實彥踢「慰安婦」銅像影片曝光

後，謝龍介等人10日上午親赴「日台交
流協會」抗議，藤井實彥的Facebook及
IG被台灣網友留言罵翻，惹得他就立刻
關閉了2015年以後的貼文。網友只好
轉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Facebook留
言，要求藤井必須到「慰安婦」銅像前
向台灣「慰安婦」阿嬤道歉。

國民黨：簡直侮辱智商
眼看台灣各界怒聲越來越大，藤井實

彥在消失了幾個小時後，終於在10日晚
間8時20分，透過「『慰安婦』真實
國民運動」粉絲團針對「踢銅像事件」
發佈聲明。

他在聲明中聲稱自己「沒有踢「『慰
安婦』銅像。」他辯稱自己從日本一路
奔波到台南，長時間在座位上保持了相
同姿勢，所以腳麻痹，因此多次伸展了
他的腳，沒想到卻被截圖拿來惡劣抹
黑。
對於藤井實彥的說法，國民黨青年次

團草協聯盟發起人李正皓質疑說，此番
狡辯，侮辱台灣人的智商，還是日本人
的智商？腳麻伸展還特別請人攝影，拍
下腳麻的照片？他怒斥：「以後台灣人
見你一次腳麻一次！」他並指，藤井實
彥真是日本最沒勇氣、沒承擔群體的代
表。

■藤井實彥7
日抬腳踢向
「慰安婦」銅
像。監控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裴軍運）台
灣「中研院」院士管中閔昨日受邀來
港演講，今年初當選台灣大學校長卻
遲遲未能上任的他，提及遴選風波時
表示，蔡當局教育部門以他「赴陸講
課」等未經證實的傳聞而暫緩核准他
出任台大校長的決定，表示至今不理
解。他說，他誓與台大站到一起，堅
守大學自主。
管中閔發表題為《驅動台灣：未來
經濟策略與未來大學》的演講。「我
今天只是演講，不是兼職，也不是兼
課。」他幽默地說。
在問答環節，管中閔說，遴選前，
自己的心態很輕鬆，也很認真地準備
了三場演講，目的是把自己對未來大
學教育的想法整理出來，即使遴選不
成功，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然而當他遴選成功之後的一周時
間，「鋪天蓋地，憑空捏造，從來沒
有經歷過的新聞」撲面而來，「我的
左眼平時就有些看不清楚，結果那段
時間，眼睛過敏得很厲害。」管中閔
說。
對於外傳他「論文造假，赴陸授

課」等爭議，管中閔說，至今沒有人
以正式的公文形式通知他，也沒有人
打電話通知他，「我完全是個局外
人，像個觀眾，每天跟着看傳聞。」

教師低薪優才流失
如果屆時正式出任台大校長，管中

閔會怎樣改變台大？
管中閔說，台灣大學師資力量嚴重

短缺，台大未來5到7年，將有1/3的
教師要退休，而聘任新的教師，苦於
台灣教師的薪資水平太低，聘不來一
流教授，會導致大學喪失國際競爭
力。管中閔以自己為例說，自從他於
1994年從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經
濟系返回台灣後，至今只調整過三次
工資，而且每次都是3%，所以調整
薪資是他出任台大校長後做的第一件
事情。
談到人才流失，管中閔說，當局所

謂的人才引進，「引進的95%是藍
領，流出的卻是高級人才。」管中閔
續說：人力資本是台灣未來策略的核
心之一，但現在海外高級人才即使回
流也是先選擇亞洲其他地方，如新加
坡和香港。

就業難導致「厭世一代」
伴隨着人才流失的是大學畢業生就

業難。「在少子化的現實情形下，家
長非常看重大學競爭力和畢業後的就
業」。管中閔說，現在台灣30歲以下
的青年，有73%的人月薪只有3萬台
幣，可能不足8,000港幣，他們的收
入難以支撐自己的生活，所以不是宅
在家，就是憎恨社會。
管中閔續說，現在台灣產生了「厭
世代」，「不少年輕人一天到晚不
爽，但又不知道不爽什麼」。基於這

樣的現實，很多學生到香港，到大陸
讀大學，讀研究生。大陸「31條」惠
台政策出台後，很多人更願意在大陸
找工作就業。
管中閔續指，在人才競爭中，台灣的

政策是「不能你好，只能我好」。台灣
應該成為人才競爭的選項之一，而不是
唯一選項，「人才出去你擋不住，進來
你又封閉」，「當局越控制，狀況越糟
糕，好多大陸學生是很想到台灣來讀書
的，如果你提供一定的獎學金，那還會
吸引更多人才到台灣」。

管中閔在演講中總結說，經濟趨
緩，民間投資衰退，出口與投資出了
問題，當局主導的產業效果不好，靠
資本投入促經濟增長走錯了路子。在
技術創新上遠遠落後於大陸，第三方
移動支付晚了支付寶12年。管中閔提
出，在資本投入的同時，需要有科技
力量才能真正促進經濟結構的變革。
在演講結束時，管中閔針對自己遴

選校長風波，給出了最後一行字：台
當局「或許該考慮給台大一個校
長」。

管中閔：誓與台大共守大學自主

■「台大校長案」當事人管中閔昨日受邀來港演講，表示自己從未收過任何
正式公文卻遲遲未能上任，當局若想解決競爭力下降、民怨沸騰、科創乏力
的現狀，或需「給台大一個校長」。 中通社

耿爽表示，此事在島內已引起公憤。他說，
「我要提醒個別日本右翼分子，中國有句

話：辱人者必自辱。希望他能夠自省、自
重。」

日團體欲移除銅像遭拒
據媒體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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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年關注「慰安婦」議題的台灣婦女救援基
金會11日發聲明，指出，台灣「慰安婦」阿嬤
經歷戰爭性暴力摧殘，戰後更因社會偏見、歧
視隱忍傷痛，任何為阿嬤代言的個人或團體，
皆應審慎思考，勿以「正義」之名傷害真正應
保護的阿嬤自主及尊嚴。

婦援會：必須依法追責
婦援會呼籲，相關單位應該盡速查明事實、
了解原委，並依理依法究責，上個世紀未解決
的「慰安婦」議題，是這個世紀大家的議題，
各界應重視「慰安婦」議題的研究與教育，從
各個面向探討，藉由這個活生生的歷史，讓下
一代了解戰爭下的女性人權議題，讓錯誤不再

發生。
儘管台灣民眾對事件的憤怒情緒高漲，民進
黨當局仍然在粉飾太平。台灣外事主管部門11
日聲稱，針對「慰安婦」議題持續與日方溝
通，不希望影響台日關係的全面進展。媒體問
及藤井實彥的行為，外事主管部門發言人李憲
章表示，任何暴力、挑釁作為都是不可取的，
「這只是凸顯他個人不夠文明」，不希望因為
個人行為或個案影響日後與日本針對「慰安
婦」議題進行溝通。

藍營：研法案恢復受難者聲譽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表示，同樣身為女性
的蔡英文，曾信誓旦旦要為「慰安婦」尋回正
義，要求當局要對此事作出嚴厲的回應，也要
求「內政部」把藤井實彥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駐日代表」謝長廷要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要公開道歉。
據報道，國民黨「立委」已擬定「慰安婦」

名譽恢復及賠償條例草案，若對「慰安婦」銅
像有歧視行為者，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立委」王育敏表示，將推動立法為「慰安
婦」平反並促使政府向日本要求公開道歉及賠
償，已擬定「慰安婦」名譽恢復及賠償條例草
案。草案明定，對「慰安婦」、「慰安婦」家
屬或「慰安婦」銅像有歧視性或足以使其名譽
受損的言論或行為者，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科或併科新台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盼台灣民眾一起支持，捍衛台灣婦女尊嚴。

■此次遭踢的
銅像，是全台
第一座「慰安
婦」銅像，意
義深重。圖為
國民黨眾人在
台南向銅像獻
花。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