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關係惡化勢衝擊島內產業
台工商界籲堅持「九二共識」促進交流勿煽對立

拒當韓國瑜副手
王金平：參選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前台灣立法機
構負責人王金平昨日向外證實，韓國瑜確實有邀
約他當副手，但他考量韓的人選非常多，因此已
經婉拒。他又重申一定會參選到底，至於以何種
方式參選，他則表示「要看上天的安排」。
王金平昨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證實，在中國國

民黨7月28日全代會前一天，經由前國民黨主
席連戰的牽線，韓國瑜與他會面餐敘，盼能促
成「韓王配」搭檔參加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
人選舉，但他當面拒絕。至於拒絕原因，王表
示「我想他可以考量的人是非常的多，所以請
他盡量去考量別人。」
媒體再追問王平金對於未來如何規劃，王金

平說「一定參選到底」；但要用什麼方式，就
看上天安排。至於民間有支持者自發為他參選
2020進行連署，他表示並不是由他發起，目
前所知連署已逾10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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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北市長柯文哲組黨力拚10席區域與
不分區民意代表，柯陣營徵詢前台
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林洲民，欲將其
列入不分區民意代表。林洲民昨日表
示，台北市政府近期處理大巨蛋等案
不符公平正義，他不會答應。
柯文哲宣佈籌組「台灣民眾

黨」，不一定參選台灣地區領導
人，但目標挺進台灣地區立法機
構，力拚10席區域與不分區民意代
表；至於民意代表可能人選，柯文
哲坦言沒有名單。
林洲民表示，日前確實有柯幕僚

上門拜訪，並被徵詢是否願意加入
不分區民意代表，但當時沒有給對
方明確答案。主要是因台北市政府
近期在處理大巨蛋案、大彎北段案
都不符合公平正義等作法，且也改
變公宅政策方向，這跟他當初踏入
政壇、加入市政府的理念已完全不
同，所以不會答應邀約。

■王金平（左）昨日證實婉拒當韓國瑜副手一
事，並重申一定會參選到底。 資料圖片

賴正鎰六月中旬組團赴大陸走訪，傳
達對上半年陸客來台人數增長的喜

悅，沒想到現在卻傳出個人遊叫停的消
息，這對整個台灣旅遊產業帶來很大的
影響，台灣股票市場立即下跌。
他提到，大陸暫停陸客赴台個人遊，
原因就是「兩岸關係不佳」，他必須建
議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參選人，
一定要在「九二共識」之下，加強兩岸
各項交流。

衝擊料波及農漁工商業
台灣工業總會日前發表2019年小冊

子，引起熱議，輿論認為民進黨當局近
來瘋狂對抗大陸，煽兩岸對立，惡化兩
岸關係，損害民眾與企業生存發展權
益，令島內業界深感焦慮憂心。
小冊子指出，過去幾年，兩岸關係處
於緊張狀態，不僅衝擊島內觀光、零
售、飯店業及農漁蔬果產品的出口，
也使來台投資卻步。呼籲當局推動更
務實、以經濟民生為主、不以意識形
態對抗的大陸政策；積極思考如何強
化與大陸溝通，建構穩定、和平、合
作、共榮的兩岸關係，務實推動兩岸
經貿交流。

據報道，儘管個人遊暫時喊停，台灣
縣市卻沒有放棄爭取大陸團客。台中市
觀光旅遊局4日起將赴上海推廣赴台
遊，重點轉向爭取更多團客前往台灣。
這次推廣團由台中市觀光旅遊局局長林
筱淇率領，將拜會上海市台辦、上海市
文化和旅遊局，洽談2020台灣燈會合
作、觀光旅遊節慶交流，以及簽訂旅遊
合作備忘錄。

蔡當局懷敵意破壞交流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生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因為兩岸政治關

係惡化影響民間交流並非大陸初衷。張
文生認為，目前出台這樣的政策，主要
是台當局導致的。他分析指，台當局最
近對大陸採取一系列有敵意的政策，特
別是限制阻礙兩岸交流，介入香港問
題，在對美關係上也「親美反中」，引
起大陸極度不滿。
另一方面，大陸也不希望因為大陸民

眾赴台個人遊被栽贓說成是大陸介入台
灣選舉，這樣也會影響兩岸交流。暫時
停止赴台個人遊也是為避免被台灣當局
抓住所謂的介入台灣選舉的把柄，這都
是蔡當局造成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評社及記者何德

花報道，大陸叫停居民赴台個人遊，台灣商界人士

憂心忡忡。台灣商業總會理事長、鄉林集團董事長

賴正鎰說，兩岸關係不好，對台灣產業帶來很大的

衝擊。未來有意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參選人，都

必須提出明確的兩岸政策走向，一定要對工商企業

界負責。在兩岸貿易方面，台灣每年對大陸順差將

近800億美元，如果這800億美元大幅銳減，未來

台灣的經濟不知又將如何發展。

兩岸青少年在閩「閱讀尋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一隻船揚白帆/
漂啊漂啊到台灣/接來台灣小朋友/到我學校玩一玩/
伸出雙手緊緊握/熱情的話兒說不完。」大陸小學生
代表林敏欣，昨日在第八屆海峽兩岸青少年快樂讀書
會上唱響這首童謠。

促文化共鳴增友誼
當天，以「同心築夢，閱讀尋根」為主題的第八屆
海峽兩岸青少年快樂讀書會在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開
幕。此次讀書會共有來自台灣苗栗縣信義小學、永貞
小學，漳州市雲霄竹塔學校等學校的近百名兩岸師生
參與。

此次讀書會為期一周，以閱讀促友誼，以合作促交
流。海峽出版發行集團副總經理林彬說，讀書會的舉
辦將加深兩岸青少年相互了解，進一步增進友誼，也
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模式。據林彬介紹，此
次活動主要通過兩岸青少年共同開展聯誼讀書會、漂
鳥行動報告會、「非遺」文化學習實踐等研究性學
習，攜手探尋兩岸同根同源的歷史文化，在「閱讀尋
根」過程中找到文化的共通點，引起文化共鳴，構建
兩岸青少年的友誼橋樑。
台灣小學生們對參訪「開漳聖王」陳元光故居燕翼

宮、松洲書院，學習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潮劇，品
嚐雲霄美食等行程充滿期待。

■以「同心築夢，閱讀尋根」為主題的第八屆海峽兩岸青少
年快樂讀書會在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開幕。 網上圖片

■台灣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 資料圖片

■■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叫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叫
停停，，將對台灣旅遊產業帶將對台灣旅遊產業帶
來很大的影響來很大的影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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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有相同，更有
不同。」回憶剛進入華僑大學時
遇到的諸多不適應，林潤東總結
說，這是Culture Shock（文化衝
擊），港生初涉內地還是會感到

不小的差異性，但可以在差異中看到人生的更
多層面。「走出熟悉的生活圈不是易事，接受
新事物也是挑戰。但作為香港『90後』，我會
說服自己適應不同的生活方式。」

林潤東笑言，剛開始在飲食、天氣、語言等
方面都不太適應，覺得「有點崩潰」。「香港
電器是港制插頭，我功課沒做完整，當時帶過
來的筆記本、電動牙刷、吹風機等，到了華僑
大學才知道需要買轉換插頭才能使用，但是我
跑遍了整個華僑大學都沒買到，最後只能上淘
寶搞定，等了三天轉換插頭到貨後才用上了電
器。」「校內網速慢，上不了 YouTube（視頻

分享平台）、Instagram（照片牆）等等。」
林潤東笑言，日子就是一邊吐槽一邊披荊斬

棘往前走。很快，樂天派的自己便適應了內地
生活，和大家相處融洽又自在。「真實的內地
其實十分可愛，老師課後會邀請我們喝茶聊
天，內地同學也充滿人情味。」讓他印象最深
刻的，是內地學生的「學霸」作風，很多人回
到舍堂（宿舍）就是唸書，平時討論最多的就
是選課和作業。「他們的學習積極性非常高，
閱讀範圍十分廣，邏輯思維能力特別強，港生
要向他們學習這一點。」

「班上50名同學中包括5位港生2位台生。
了解是雙向的，大家互相了解後才會用思辨的
態度去認知香港、認知內地。」在林潤東看
來：「北上升學的港生們如果能在心態上進一
步開放自己，必將收穫滿滿，我們和而不同，
但我們終是一家。」

「現在回香港，有時候會
覺得有一點點不適應，有次在家

附近的7-11便利店曾試圖掏出手機付
款。在內地電子支付及手機應用十分
普及，出門不用帶錢包，只需一部手
機可以叫外賣，租共享單車。」林潤
東稱，「我覺得內地與香港是互相影
響的，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相互交流
學習，在國家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大
家一同進步，成長之路將會越走越
寬。」
林潤東建議有意赴內地求學的香港
同學，學會包容多元文化，「就像從

香港來到內地，只有看得越多，才
會發現更多。」「我們其中的
不少人對祖國的了解大多仍局
限於探親、旅遊的印象和道聽
途說的信息，就像我一樣。然
而，好不好，試過才知道。在
內地這樣一個更廣闊、更多樣
性的平台上檢驗所學，突破以
往相對狹窄的格局，我
們會對自身能力有了更
清晰的認識，對未來
職業設計也會有
更多的選擇。」

祖籍在福建晉江深滬鎮的林潤東，對香港和內
地有着更為特殊的情感，作為新一代移民，

他身上帶着內地和香港的雙重印記。「小時候我
隨父母回福建探過親，一直對內地心馳嚮往。高
中從St. Stephen's Church College（聖士提反堂中
學）畢業後，我就如願來到了華僑大學。」

餐館打工積累經驗
從中三開始，課餘時間林潤東就到香港餐飲店
裡勤工儉學，「一開始是在麥當勞，後去了韓
式、泰式、越南餐廳和五星級酒店的中西餐
部。」因為有了這段豐富的經歷，大一下學期，
林潤東覺得學校附近聚會玩樂的場地太單調，於
是和其他五個校友合夥開了一間名叫派屋（party
room）的轟趴館（Home Party音譯，即私人舉辦
的家庭聚會），「轟趴館除了有自助廚房、
KTV、私人影院等傳統聚會活動設施外，個別場
地也會提供電競間等特色房間，主要服務於學生
團建，初衷是想豐富學生生活。」
創業是艱辛的。「創業前的我們是焦慮的，就

像高考一樣，徹夜難眠，創業又怕失敗，不創業
又怕錯失機會。」林潤東說，考慮到學校街邊店
面需要高昂的轉讓費與店租，所以就把轟趴館租
在另一處偏僻但安靜的三樓，「酒香不怕巷子
深，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用心，未來前景可期。」

融入港式運營思維
「我們接手店面後，為節省租金，騰出了一塊

地方，做我一直想做的漢堡店，於是就變為一塊
場地兩間店。開店第一個月我們賺了9,000元人
民幣，馬上又花在購置新設備上。」提及彼時賺
到第一桶金時，林潤東難掩興奮，「雖然很累但
值得，和團隊夥伴們討論策劃活動時，我可以盡
情地融入自己的港式運營思維。」
經過逾一年的發展，隊友們走走留留，現在剩
下林潤東和一個來自澳門的校友一起經營着轟趴
館。林潤東經常想起《中國合夥人》中的那種激
烈和熱血，劇中人意氣風發地說道：「我們追求
的不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嚴！」林潤東感同身
受，「身兼數職」的他很享受當下這種既是老闆
又是員工的狀態。「我讀的市場營銷專業助我成
長，比如開漢堡店前需要和總部協商加盟費、進
行數據分析等等，就用到了專業知識。」
「團建活動需求較大的學生團體是我的主要服

務對象，目前計劃再做半年，這半年真實有效的
店面經營數據將作為參考，我會按照計劃，尋找
新地段開設新的分店。我想把它慢慢做成一個品
牌，細分自己想要服務的客戶，提供更精細化的
服務才是王道。」林潤東笑言，如果發展好，再
過兩年畢業他會留在內地繼續創業，「商業思
維、品牌意識，這些是香港教給青年人的東西。
香港有着更成熟的制度，而內地則有着廣闊的發
展前景。我相信，兩地的未來會更美好，我的未
來也會更美好。」

「這次的轟趴high翻天，我們都很滿意。」又一次收穫華僑大學校友們在朋友圈的

留言點讚後，就讀於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專業的大二港生林潤

東，覺得自己離成功更近了一步，「內地鼓勵年輕人創業的氛圍十分濃厚，在這裡我

實現了創業的夢想，只有親歷內地的發展速度，才能體會到不進則退，未來我會好好

裝備自己，面對挑戰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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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對祖國印象局限於道聽途說」

「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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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潤東林潤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
團活動時合影團活動時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林潤東和合林潤東和合
作夥伴作夥伴、、參賽選手合影參賽選手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