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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發文批蔡圖推「兩國論」
揭穿
「維持現狀」
說破壞兩岸關係真相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 19 日就兩岸關係發表題為《「維持現狀」
說的「兩國論」底色》的時評文章，指出蔡英文以「維持現狀」之
名行「兩國論」之實，耽誤 2,300 萬台灣同胞福祉、干擾國家統一

台灣2020選舉
定於1月11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選舉
事務主管機構「中選會」昨日舉行委員會議
通過，2020 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與民意
代表選舉將於2020年1月11日投票。
今年1月31日，「中選會」委員會議討論
通過 2020 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將
合併選舉，於同日舉行投票。2012 年和
2016 年，台灣已有兩次合併選舉前例，選
舉投票日分別是1月14日、1月16日。

文章說，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近日
召集會議，高調推出「因應及反制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指導綱領」，攻
擊「一國兩制」是對台灣安全的巨大挑
戰，再度宣稱其兩岸政策主張是「維持
現狀」。
從 2016 年上台至今，「維持現狀」儼
然成了蔡英文的護身符。她不僅言必稱
「維持現狀」，以此為民進黨當局的大
陸政策遮羞護短，還不斷攻擊大陸，將
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堅持「九二共
識」，冠之以「單方面破壞現狀」的大
帽子。
究竟什麼才是兩岸關係的現狀？兩岸
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的歷史和法理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
變，台灣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成為獨立國
家，這是兩岸關係的現狀。世界上只有
一個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
國際關係準則，這也是兩岸關係的現
狀。2008 年至 2016 年間，兩岸雙方在堅
持以一中原則為核心意涵的「九二共
識」基礎上，開創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新局面，兩岸同胞福祉利益不斷增進，
這更是兩岸同胞親身經歷、有目共睹的
兩岸關係現狀。

上台後不斷操弄
「去中國化」

當反華棋子對大陸施壓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
來干涉。但蔡英文與民進黨當局主動充
當外部勢力反華的棋子，嚴重破壞兩岸
互信：提升美台交往層級、加強與美軍
事合作、主動提出與日本進行「安保對
話」；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極力渲染台海
軍事緊張氣氛，妄言「中國武力威脅是
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挑唆其他國家
「共同站出來」對大陸施壓。民進黨當
局破壞兩岸關係現狀，此其三也。
一方面否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應共
同謀求國家統一，另一方面又大肆兜售
「中華民國台灣」這一來歷不明、毫無
法理依據的新名詞，形塑「兩岸兩國」
的「新語境」。蔡英文的所作所為，已
自動暴露其「維持現狀」說的「兩國
論」底色，引起島內外輿論高度警覺。

扮演剎停兩岸交流角色

檢視蔡英文過往言行，更有助於認清
其大陸政策的「兩國論」肌理。1999

■新華社昨日刊發時評文章，揭穿蔡英文以「維持現狀」之名行「兩國論」之實，
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中斷，赴台陸客減少，影響觀光業生意。圖為
觀光產業集結上街遊行，向蔡英文當局提出「要生存、有工作、能溫飽」等訴求。
資料圖片
年，李登輝推出「兩國論」，蔡英文是
負責起草工作的小組核心成員之一。該
小組研究的結論是：必須將兩岸定位為
國家對國家的關係，才能走出一個中國
的框架。陳水扁執政期間，蔡英文擔任
了 4 年陸委會主委，協助陳水扁在兩岸
關係上橫衝直撞，扮演了對兩岸交流
「踩剎車」的角色。有分析人士因此評
論說，蔡英文是李登輝「兩國論」的主
要謀劃者，也是陳水扁「一邊一國」論
的掌舵者，「兩國論」是蔡英文抹不掉
的「胎記」。
蔡英文上台伊始曾用「維持現狀」安
撫島內民意。但隨着民進黨在 2018 年
「九合一」選舉中遭遇慘敗，她本人面
臨艱難的 2020 競選連任之戰。擁抱島內

深綠勢力，升高兩岸對立，形塑「恐
中」、「抗共」的社會情緒，從中收割
政治利益，這既是其謀一己之私、一黨
之私的政治算計，也是「兩國論」的意
識形態使然。
兩岸同胞一水之隔、咫尺天涯，兩岸
迄今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
族的創傷。兩岸中國人應該共同努力謀
求國家統一，撫平歷史創傷。歷史是公
正的，政治人物的言行都將受到歷史評
判。蔡英文以「維持現狀」之名行「兩
國論」之實，其本人執迷不悟、被歷史
否定事小，耽誤 2,300 萬台灣同胞福祉、
干擾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大業事大。如今
兩岸人心思定，「兩國論」的蹩腳劇本
還是收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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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陣文博熱潮。
起一陣文博熱潮
。 這股熱潮使不少
民眾都希望以博物館志願者的身份
深入了解「 文博
文博」
」， 使志願者報名人
數屢創新高。
數屢創新高
。

講解員從 8 歲至 70 歲

「志願者講解員不僅熟知每一件文物
的歷史，還能將文物背後的故事趣味化
地表達。」其中一位應徵者劉小姐說，
如果想要堅持了解一件文物，就需要來
到博物館這樣專業的平台。於是，當看
到湖北省博招募志願者的消息，她和丈
夫立馬來報名了。
在為期兩天的面試中，200多名面試者

紛紛表達強烈的服務意
願，以及對文物、歷史知識
的熱愛。他們中有高學歷青
年，有「想要打開另一扇門」的二孩媽
媽，也有「立志通過考核」的退休職工。

志願者呈高學歷趨勢
湖北省博物館社教部主任錢紅介紹，
近幾年博物館志願者招募工作持續火
熱，志願者申請人在年齡和學歷上呈現
出年輕化、高學歷的趨勢。目前，團隊
中既有 8 歲的「小小講解員」，也有年
逾70歲的「榮譽志願者」。
錢紅說，博物館志願者還需承擔日常
管理、諮詢引導、協助專業研究等各項
崗位，「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館日常運
行的必要保障」。

需記熟逾萬六字講稿
一般情況下，講解常設展廳的重要文

物，講解時長約為 1.5 小時，
以每分鐘 180 字計算，志願者們
需要準確熟記 16,000 多字。內容龐
雜，不少專有名詞十分拗口，這些還只
是基本功課。
「考核越來越嚴格，面試只是第一
關。」負責招募和培訓志願者的陳丹妮
表示，志願者還將經過兩三個月的系統
培訓，包括語言表達、形態語言表達
等，以及最終的展廳講解環節。通過所
有考核後，志願者預計6月初上崗服務。

■ 湖北省博物館自 2007 年成立志願者
團隊。圖為觀眾參觀博物館。 資料圖片

熱血魯青捐幹細胞 為救人願自費赴星

■高翔宇完成造血幹細
胞採集。
胞採集
。 受訪者提供

3月19日上午，在山東省千佛山醫院血
液採集室內，「80後」濟南小伙子高翔宇
完成造血幹細胞的採集，他的「救命種
子」將輸入一位新加坡患者的體內。
高翔宇平時就樂於助人，從 18 歲開
始就堅持義務獻血。2015 年高翔宇加
入了中華骨髓庫，成為了一名造血幹
細胞捐獻志願者。
高翔宇說，當接到紅十字會通知配
型成功的電話時，他的心情一下子激

A350

動起來，翹首期盼着高分辨配型和體
檢能夠成功，好讓自己順利捐獻。

檢測繁瑣 跑醫院四五次
據濟南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介紹，
因為此次是涉外捐獻，檢測程序很繁
瑣，需要把血樣寄往國外，高分、體
檢等每次需要空腹抽取十幾管血樣，
高翔宇前後往醫院就跑了四五趟。
這期間，熱心腸的高翔宇毫無怨言，

他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去新加坡完成捐
獻，路費自己出，包括入院住宿，都可
以自己解決，為患者省一些費用。
能夠配型成功，患者無疑是幸運的。
但高翔宇卻認為，幸運的人是自己。
「作為一個平凡人，能以這種方式
給人新的希望，捐點血就能救人一
命，感覺真的很幸運。」高翔宇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通訊員 曹丙昌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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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賞櫻預約前日再次拉開序
幕。當晚，由於預約火爆，系統一度
無法使用。預約通道開啟 1 小時後，
開放首日的 21 日下午賞櫻名額已經
被預訂完畢。
武漢大學 18 日下午召開了武大櫻
花開放期間校園管理政策新聞通氣
會，校方表示當晚 20 點整正式開啟
網絡預約，對社會公眾不收取費用。
在校內櫻花開放期間，武大採取網絡
實名預約（不接受任何團體預約 )，
周一至周五每天接受 1.5 萬人（上午
9 千、下午 6 千）預約，周六、周日
每天接受 3 萬人（上午 2 萬、下午 1
萬）預約。公眾通過武大官方網站、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進行預約。
18 日 20 點，澎湃新聞通過武漢大
學官方微信進行預約，發現預約系統
已出現繁忙情況。預約界面顯示，預
約時間從 18 日 20 時至 19 日 8 時，已
對應開通 21 日上午、下午的賞櫻名
額預約通道。

小時滿額

志願服務的博物館之一，截至目前已累
計註冊志願者近 3,000 人，為來自五湖
四海的中外遊客提供文物講解、諮詢引
導等重要的志願服務工作。
陽春三月，天朗氣清。近日，位於武
漢東湖之濱的湖北省博物館不僅迎來了
新一輪遊客小高峰，也迎來應徵的 200
多名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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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業內人士
指 ， 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
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
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
。 資料圖片

■ 新華社

湖北省博物館自2007年成立志
願者團隊，是中國較早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由張國煒成立的星宇航空預計明
年初啟航，星宇航空昨日和空中
巴士公司在台北舉行購機簽約儀
式，以 1,800 億元新台幣（約 459
億港元）買下 17 架最新型的 A350
客機，創下台灣航空公司購機史
上單筆金額最大訂單。
2016 年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
逝世後，其二房獨子張國煒在家族
爭產中被逐出公司，獨自籌資一
手打造星宇航空，規劃明年初正
式開航。去年他受邀體驗空中巴
士 A350-1000 的新機，指出對該
機型非常滿意，雙方經過 7 個多
月的協商正式簽約，預計 2021 年
底開始陸續交機，2024 年底全部
交付完畢。
在簽約儀式上，張國煒表示，
有網友稱自己是波音粉，甚至名
嘴揣測他不買波音是不想將引擎
交給長榮航空修理，他直言這
是不成熟的講法，星宇秉持專
業選擇飛機，自己選飛機都選
得蠻對的。
擁有機師執照的張國煒解釋，
他去年到韓國試飛，並花了很多
時間研究，認為 A350 是空中巴士公司長
程線製造以來最成功的一次。他過去不愛
使用空巴飛長程是因為速度慢，但這次
A350 巡航速度甚至比波音 777 更快，複合
材料也很多，對於台灣濕熱的環境，更可
靠也更有幫助。
星宇也將租用 10 架 A321 neo，預計 10 月
起陸續引進，2022年中全部到位。

武大賞櫻預約

文博迷爭當志願者
「「想打開另一扇門」」

蔡英文口口聲聲說「維持現狀」，
但上台近 3 年來，始終不承認「九二
共識」，單方面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政治基礎，導致兩岸關係處於
冰凍狀態，聯繫溝通和協商機制中
斷，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停滯，各領
域交流合作放緩，兩岸同胞切身利益

受到損害。民進黨當局破壞兩岸關係
現狀，此其一也。
民進黨上台後不斷操弄「去中國化」
議題，從清明節取消遙祭黃帝陵、降低
鄭成功收復台灣祭典規格、鼓吹推動
「故宮台灣化」，到新歷史課綱大幅縮
減中國史、《開羅宣言》不列入教材，
再到縱容「台獨」勢力推動「東京奧運
正名公投」，種種做法均意圖割裂兩岸
之間的歷史、文化聯繫，改變兩岸同屬
一中，破壞兩岸同胞感情。民進黨當局
破壞兩岸關係現狀，此其二也。

星宇航空購 架空巴

民族復興大業。

承襲上年措施 周末限流三萬

武大校長竇賢康此前說，「武大櫻
花季已免費開放了三年，已經形成共
識：對公眾開放是大學、高校應盡的
職責」，去年櫻花季期間，採取了周
末 3 萬人、平日 2 萬人的限流措施，
整體效果還不錯，所以今年還會採取
同樣的限流」，竇賢康透露，「每年
我們在櫻花季期間要投入 1,000 萬元
人民幣，做安保引導、硬件購置等，
但我們認為很值得，讓武大櫻花受到
了全國人民的喜愛。」 ■澎湃新聞
◀武漢大學的賞
櫻預約系統一度
塞爆。網上圖片
▼武漢大學的櫻
花每年都吸引不
少人前往參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