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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蔡言論帶台入危險境地
暴露民進黨配合西方反華勢力遏制大陸險惡用心

「安全」問題，放言稱台灣不會「貿然升高對抗」，也不會「屈從
退讓」。國台辦昨晚回應指出，台灣當局領導人的講話充斥着「兩
國論」分裂謬論和針對大陸的對抗思維，暴露出配合西方反華勢力
遏制大陸的險惡用心。如此充滿敵意的挑釁言論，進一步證明民進
黨當局是兩岸衝突的製造者，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只會進一步
惡化兩岸關係，將台灣帶向更加危險的境地。

一部分的法理事實，是任何人、任何勢
力都改變不了的。任何挾洋自重、升高
對立、妄圖破壞兩岸關係、改變台灣地
位的分裂圖謀和行徑，只能自取其辱，
絕不可能得逞。

「甩鍋」嫁禍大陸
此間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蔡在演
講中用含糊其辭、模棱兩可的方式對大
陸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將其所謂安全
的某些責任「甩鍋」嫁禍大陸，實為民
進黨 11 月份的選舉埋伏筆。「此演講
是兩岸關係的負能量，對已經冰冷的兩
岸關係雪上加霜。」他說，「這更進一
步證明，民進黨當局是麻煩的製造者，
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破壞者。」
知名涉台專家、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
心副主任朱松嶺表示，蔡英文的全篇演
講中，用「中國」指稱大陸，一方面本
身已經違反了台灣當局的有關規定，具

有違法性；另一方面表明，民進黨當局
在兩岸關係政治定位上已經不再遮遮掩
掩，而是全面走向「一邊一國」（主張
台灣、大陸不屬同一國家）。他續指，
民進黨上台兩年，民眾怨聲載道，蔡英
文妄圖通過「甩鍋」方式，借演講轉移
焦點、轉移矛盾，嫁禍大陸，趁機為11
月份的選舉替民進黨開脫不利因素。但
是，他強調，從上台至今，蔡英文當局
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表面上說要
維持現狀，實際上在一步一步破壞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

挾洋自重變本加厲
蔡英文在演講中對「公開譴責陸方打
壓台灣外交」的美國、「和台灣共享民
主價值」的日本，以及「肯定台灣民主
制度」的歐洲議會等諸多「友邦」的支
持表達了感謝之情，並用「如果有國家
在台灣製造散佈假消息、非法竊取科技
情報、企圖用各種方式介入選舉、干擾
政治運作的行為，只要罪證確鑿，一定

■蔡英文（前）「雙十談話」充斥「兩國論」分裂謬論。
嚴辦到底」等含沙射影的言論，配合美
國副總統彭斯對大陸進行無端指責。
對此，朱松嶺指出，蔡英文此演講不
僅站在西方陣營的角度攻擊大陸，藉以
跟西方國家拉近關係，妄圖在國際關係
大舞台中渾水摸魚，加快推進「台獨」
進程，同時還試圖為民進黨在「九合
一」選舉中借兩岸關係製造事端埋下伏
筆。「蔡不斷感謝美日歐的聲援，意味
着民進黨當局在挾洋自重的老路上更進
一步變本加厲。」他說，「又妄圖在國
際格局變動、中美貿易爭端的驚濤駭浪
中充當所謂 『棋手』，製造事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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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栗。」

釋放危險信號
他認為，此演講是兩岸關係的負能
量，對已經冰冷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
只能拉抬兩岸緊張程度，不能解決任何
問題。他續指，這更加證明，民進黨當
局上台以來，除了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之外，還在不斷鼓
動兩岸的敵意，引導兩岸民意對抗，煽
動兩岸進一步對立，破壞兩岸交流發
展，「這在兩岸關係中釋放出了危險的
信號，台灣當局必須承擔全部責任。」

台女北嫁 媽媽囑「台灣亂糟糟沒事別回來」
兩 岸 婚 姻 ， 30 年
河東，30年河西。台
灣中華兩岸婚姻協調
促進會會長鍾錦明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
時透露，這 3 個月來他甚至接到 4 通電話
詢問「如何放棄台灣戶籍，想要一家回
大陸」的案例，這是以前他都不曾聽過
的。有嫁到大陸的台灣新娘接受香港文
匯報採訪時說，媽媽這幾年總是交代自
己沒事不用回台灣，因為「亂糟糟」。
與夫君在福州生活的台灣配偶蔡小姐
是台灣基隆人，她說以前家裡總是擔心
這個擔心那個。這幾年媽媽都說：「沒
事別回來，台灣亂糟糟的，我去看你好
了。」蔡小姐稱，陸配在台灣生活，與
她作為台配在大陸生活，兩種狀態有極
大反差。「陸配在台受限很多，不能隨
時工作；而我在大陸則完全自由，相反
還有很多對台胞的福利優惠，處處受到
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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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不去台灣住」
結婚後就一直在大陸居住的何先生，
妻子是貴州人，現在他們在廈門開店。

何先生坦言，兩岸關係現在這麼緊張，
台灣各行各業都在衰退，旅遊業、電子
產業都很不景氣，薪資還維持在 2000 年
水平，留在台灣沒有未來啊。他稱，自
己的表弟在大陸讀大學後也留在青島工
作，女朋友就是青島人。「他女朋友就
說打死也不去台灣居住。」
陸配、台灣中國生產黨主席盧月香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早年上世紀八九
十年代，台灣經濟、生活好，大陸人羨
慕寶島的生活，很多女子通過各種渠道
爭着想嫁到台灣。但近 15 年來，隨着大
陸經濟崛起，大陸的國際地位和形象不
斷提升，這樣的局面已發生明顯變化。
「特別是近兩年，至少有一半以上兩岸
婚姻的陸配根本就不想拿台灣身份證。
結婚可以，但不去台灣居住。」
盧月香稱，很多台胞領取了大陸居民
身份證，都在想着要在大陸繳社保、醫
保、住房公積金，準備買房。「和大陸
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後，台胞在大陸就願
意留下來，生活工作都覺得很有勁，心
當然不會在台灣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陸配在台受限很多，不能隨時工作，台配則在大陸完全自由。圖為在台陸配
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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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左）與網紅陳之漢的直播影片超過百萬人次
觀看，韓國瑜人氣爆棚。
網上圖片
非常驚訝。韓國瑜臉書也同步直播，
到昨日下午為止，影片上傳21小時，
已有超過 116 萬次觀看，2.3 萬則留
言，人氣瘋狂飆升。
國民黨發言人洪孟楷於直播後的
深夜在臉書上貼文，指出台灣地區
領導人蔡英文賣水果直播，只有
6.5 萬人次觀看，陳之漢與韓國瑜
直播的數字，「其魅力和人氣讓蔡

涉性騷擾台女口譯員
巴移民局長請辭獲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針對巴拉圭移民局長
維加（Julian A. Vega）日前於台灣被指控性騷擾一名
台灣女口譯員，巴拉圭內政部長維雅馬佑（Juan Ernesto Villamayor）表示，他已接受維加辭職，並將等待台
灣對外主管機構的正式報告，再對維加採取最嚴厲的懲
處。
根據巴拉圭當地媒體 ADN PARAGUAYO 報道，巴
國內政部長維雅馬佑 8 日接受當地媒體訪問時表示，
「維加此種不當行為，已不配擁有公務員資格。我們以
國家的高度來面對這件事，因為這攸關國家的形象。」
維雅馬佑表示，他將向台灣方面要求更進一步的相關
報告，如有必要，巴拉圭政府會對已離台的維加採取更
嚴厲的懲處。維加於上星期在台參加移民部門舉辦的
「2018 年標杆學習計劃」，未料卻爆出他性騷擾移民
部門派遣陪同的女口譯員。這名女口譯員 5 日到台北地
檢機構正式提告，但維加對巴拉圭媒體表示，他已向女
口譯員解釋，觸碰她的大腿是為了提醒她進行相關的翻
譯，事後雙方已達成和解。

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直播熱度爆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中國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
與網紅陳之漢在 9 日晚間直播，他
們的真性情表現受到廣大網友關
注，同時在線觀看人數超過 1.8 萬
人，事後韓國瑜臉書上的直播影片
也超過百萬次觀看。國民黨發言人
洪孟楷於直播後在臉書貼文預言，
之前綠營已經動員 9 位「立委」圍
剿韓國瑜，未來可能要發動 40 位
「立委」，但韓國瑜只會越打越
旺。
9 日晚間的直播，陳之漢一開始
就講明不照原先定好的大綱，強調
兩人絕對沒套招，自己也不是國民
黨員，於是展開一段城市治理的討
論，包含負債、失業、薪資、願景
等等，就連韓國瑜被批評的母語教
學議題也毫不避諱，更直接問韓是
不是做過黑道？韓國瑜當場承諾，
「若有加入任何幫派，立刻退出高
雄市長選舉。」
向來有話直說、有不滿直接開罵的
陳之漢，對上口才清晰、頭腦靈活的
韓國瑜，讓這場直播異常精彩，創下
陳之漢開直播以來的新紀錄，同時在
線高達1.8萬人，就連陳之漢自己都

去年，民進黨當局給「雙
十」活動設定的主題是
「2017 一起更好」。一年
過去，台灣更好了嗎？在這份所謂「不走回頭
路」的講話稿中，蔡英文表達了在「台獨」路
上不妥協不退讓一條路走到黑的「堅持」。
在這份足足比去年多出千字篇幅的講稿中，
蔡英文點名感謝三位「友邦」元首，卻難以掩
飾兩年丟掉五個「友邦」的尷尬。去年「雙
十」還是座上賓的洪都拉斯，今次沒有代表出
席，在上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也一反常態
未有發表任何「挺台」言論。「朋友圈」越來
越小，蔡英文還堅稱「不走回頭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半年度世界經濟展
望報告中，台灣的經濟增長預期在「亞洲四小
龍」裡墊底。面對美國挑起的貿易單邊主義對
台商產業帶來的威脅，蔡英文不但不發聲指
責，還在講話裡表達對美國國會通過的「友台
法案」的感謝。在台灣當局看來，美國挑起的
貿易戰，大概只是給了當局力推的「新南向政
策」一個很好的推廣理由。與獲得美國的支持
相比，台商的憂心，產業的前景，都不那麼重
要了。
一年過去，島內的對立撕裂沒有緩和跡象，民進黨
別有用心推動降低「公投」門檻，為島內政局埋下不定
時炸彈。近一個月時間，已經陸續有 7 項「公投」案成
案，並有 6 件將綑綁 11 月選舉。民進黨標榜「轉型正
義」，對在野黨進行政治打壓追殺，蔡英文卻標榜此為
「改革陣痛」，自我塑造「天將降大任」的英雄形象，
甚是可笑。
「當世界看見台灣的美好，台灣就不會孤獨。」蔡英
文這樣說。台灣是全中國人民的美麗寶島，台灣當然永
遠不會孤獨。但蔡英文一意孤行鼓吹「台獨」，同路人
必然越來越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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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篇幅指責大陸所謂「文攻武嚇、外交打壓」，並反覆闡述所謂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指出，大陸和
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不回頭 蔡英文注定孤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中

英文看不到車尾燈。」
洪孟楷預言，因韓國瑜對民進黨
高雄市長參選人陳其邁造成嚴重威
脅，綠營已經動員 9 位「立委」召
開記者會，在這次直播過後，綠營
未來可能會動員 22 位南部加上 18
位不分區「立委」，共40人開始圍
攻，但他也提醒，「真金不怕火
煉，越打，韓國瑜只會越旺。」

丁守中競選總部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競選總部昨日成立，前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國民黨主席吳敦義都
到場為丁守中拉票。馬英九強調，台北市在柯
文哲執政下缺少發展，已失去當領袖的氣勢，
無法當領頭羊，今年必須選丁守中才能真正造
福台北市民。
馬英九致詞時表示，他參加丁守中活動已有
四、五次，看到的氣勢一次比一次旺。他們在
美國讀書時就認識了，他認為丁守中對人誠
懇，做事認真，「這樣的人來當台北市長很合
適」。
馬英九強調，台北市長應「一棒接一棒，棒
棒是強棒」，可惜四年前柯文哲當選，「要找
柯市長的市政建設，沒那麼容易」，不僅大巨
蛋的問題沒解決，台北也沒能變成國際級城
市。
馬英九說，選舉剩四十幾天了，大家應全力
拉票，把丁守中送進台北市府。
吳敦義則指出，台北非贏不可，一定要贏，
台北若沒有贏過來，中國國民黨會很難過。他
不僅希望丁守中水漲船高，高票當選，也帶動
全場喊口號，誓師勝選。
馬英九和吳敦義致詞帶動了全場氣勢，現場
群眾也密集呼喊「丁守中當選」「國民黨勝
利」等各式口號，令藍營士氣大振，展現出勝
選的決心。

捐逾400萬保單
台東菜販設關懷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通社報道，台灣台
東縣愛心菜販陳樹菊
昨日宣佈捐出 2 張目
前 價 值 1,600 萬 元
（新台幣，下同，約
合港幣 405 萬元）的
壽險保單，委託台東
兩家醫院成立關懷基
金，希望拋磚引玉幫
助貧困弱勢醫療。
台東縣當天為陳樹
菊舉行基金成立儀
式 。 在 眾 人 的 見 證 ■台東縣愛心菜販陳樹菊。
下，陳樹菊捐出她畢
網上圖片
生累積的 2 張儲蓄險
保單作為緊急醫療基金，用以幫助台東經濟困難或需緊
急救助的病友。
今年初因身體不適從菜攤上退休的陳樹菊表示，自己
留下一棟房子和一些積蓄養老就夠了，是台東給她賺錢
的機會，因此將自己所得回饋台東。她說，錢財乃身外
之物，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才更有意義。
這筆捐款來自陳樹菊的儲蓄險保單，她已簽署將受益
人指定為台東馬偕醫院及台東基督教醫院，但在她身故
後才會入賬。兩張保單現值各為 770 萬元及 830 萬元，
並逐年遞增。陳樹菊過去已累計捐出助學濟貧款項超過
1,000萬元，加上這次，共捐款近2,800萬元。
陳樹菊長年積極助人，包括捐贈母校建圖書館、認養
貧困兒童等，也因其善行獲美國《時代》雜誌評為
2010年度百大人物，被譽為「台灣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