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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台南造勢 馬英九站台
抨蔡執政讓台灣人失望 籲民眾選出服務大眾的公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今年9
月台灣『新課綱』上路，其中『去中國化』的部分引
起了外界的批判。兩岸同宗同源，中華傳統文化是中
華民族的財富和優勢，小學開始就應該要重視這方面
的教育。」19日在福建福州舉行的「新課堂．新教
師」海峽兩岸基礎教育交流研討活動上，台北教育大
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專任教授、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研究
所博士林于弘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如是表示。

加強兩岸一線教師交流
今年9月起，大陸所有的小學語文教材都改用統編

版教材。如何讀懂統編版教材、用好統編版教材，來
自海峽兩岸的1,000多名語文教師齊聚一堂，圍繞
「用好統編教材 改進閱讀教學」這一主題，以專家
講座、優質課展示、現場互動、綜合探討等方式，切
磋交流，相互促進。其中，活動現場設有「台灣教
師」專席，供來自台灣一線的逾30位校長及骨幹教師
觀課、評課。
在林于弘看來，新學期大陸小學語文教材啟用了統

編版教材，版式更為漂亮，增加了傳統文化內容，教
學目標更加明確，這一點值得台灣教育界借鑒。他希
望透過此次交流研討活動，加強兩岸一線語文教師的
溝通與交流，互學互鑒、取長補短，共同推動兩岸語
文基礎教育發展。林于弘稱，台灣小學語文教育主要
是基礎建構部分，沒有明顯的「去中國化」的問題。
「雖然我們也存在文化焦慮，但是該堅持的，老師們
還是會繼續堅持做下去。」
當日，兩岸的2位專家、7位名師先後進行了講座

和示範教學，台灣新北市頂埔小學語文教師陳佳釧在活動現場分
享了統編版三年級上冊《胡蘿蔔先生的長鬍子》一課。「對於同
一教學內容，通過同課異構的方式來呈現，兩岸老師相互學習，
取長補短，不斷創新，是不斷提升自己的好機會。」陳佳釧認
為，兩岸語文教師在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方面都主張身教式閱讀，
她也表示贊同，希望透過此次研討會，兩岸教師可以更好地探討
如何幫助學生愛讀書、會讀書，提高文化素養。
據悉，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台北教育大學主辦的「新課堂．新

教師」海峽兩岸基礎教育交流研討活動是國台辦對台交流重點項
目，已成功舉辦了六屆，共吸引了一萬多名海峽兩岸教育專家和
教育工作者參會，是目前福建省規模最大的海峽兩岸基礎教育交
流研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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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北市頂埔小學語文教師陳佳釧在當日活動現
場分享了統編版三年級上冊《胡蘿蔔先生的長鬍子》
一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

韓國瑜當天第一站來到台南新
營太子宮，受到大批民眾歡

迎和支持，場面熱鬧。

批民進黨執政不及格
韓國瑜上台致詞時說，台灣人這
幾年過得太辛苦，要找回快樂，一
定要改變。政治人物肩膀上的責任
就是讓人民安居樂業，但民進黨這
3年多來執政不及格，讓大家都很
辛苦。他向支持者喊話，明年投票
不要再被政黨綁架，冷靜下來，投
出神聖的一票，決定自己的命運。
韓國瑜隨後繼續行程，參拜宮
廟，並與洪秀柱合體，下午出席黨
籍民意代表參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活
動，儘管身處綠營鐵票區，但一路

上受到大批民眾熱烈歡迎。馬英九
更提早在下午到達台南，與韓國瑜
分進合擊。韓國瑜在台南為民意代
表參選人站台，馬英九也陪同民意
代表參選人掃街、參拜祈福。
晚間，國民黨在水萍塭公園舉行韓

國瑜與台南6席民意代表參選人的聯
合造勢活動，主辦單位宣佈有10萬
人參加。這一次韓國瑜與馬、吳一起
大進場，並在台上與馬、吳、前黨主
席洪秀柱等人擁抱，展現大團結。隨
後依序由馬、吳、韓致詞，在馬、吳
完全離場後，韓國瑜才開始致詞。
韓國瑜致詞時說，民進黨有這麼好

的機會，當了台灣地區領導人、民意
代表席次過半，人民要的不多，就是
安居樂業，但他從台灣頭跑到台灣

尾，沒有一個行業對台灣的未來有信
心，每人都在擔心現在、害怕未來。
韓國瑜說，民進黨執政3年多，外
交寸步難行，「新南向政策」一敗塗
地，兩岸動盪不安，官員貪污腐敗，
蔡英文的執政團隊讓台灣人民傷心難
過。韓國瑜說，國民黨執政時，也曾
離人民越來越遠，忘記選民的託付，
曾讓選民失望，民眾因此用選票教訓
國民黨，但若國民黨有機會重新站起
來，保證會最謙虛、苦民所苦，不敢
忘記民眾託付。

「誰說台南是踢不破的鐵板」
18日上午，洪秀柱在東區裕農里展

開第一場區里問政會，她一現身就受
到鄉親們的熱烈歡迎，還在現場被熱
情粉絲偷親，洪秀柱笑稱，誰說台南
是踢不破的鐵板？洪秀柱表示，大家
都說台南很綠，但她近段時間以來常
被民眾的熱情「襲擊」，感受到了台
南鄉親渴望改變的迫切心情，對自己
的選情也越來越有信心，並強調「自
己來選就是為了贏」。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及海外網報道，高雄市長韓國瑜

10月16日起請假展開全台傾聽之旅，正式投入選舉。他從屏

東出發，19日來到被視為民進黨票倉的台南市，晚間與黨主席

吳敦義、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以及洪秀柱等6名民意代表

參選人一同現身首場造勢晚會，展現團結氣勢。韓國瑜呼籲，

希望民眾選出一個能為大眾服務的公僕，明年用選票改變命運。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驚
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
魂，曙光迎來早。」19日下午的台北
馬場町紀念公園在細雨裡顯得分外肅
穆，一年一度的台灣「50年代白色恐
怖秋祭追思慰靈大會」在這裡舉行。
來自全台各地的白色恐怖受難人與
家屬、勞動黨主席吳榮元、夏潮聯合
會會長莫那能、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
合會主席潘朝陽、台灣中國統一聯盟
主席紀欣、《祖國文摘》雜誌社社長

戚嘉林，以及各界社團代表、專家學
者等500多人與會，緬懷上世紀50年
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為追求兩岸統
一、民族復興而犧牲的進步人士，並
呼籲早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
秋祭活動由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

助會主辦。自1993年以來，這個團
體已持續舉辦了約30場追思大會，
今年的主題為「反對綠色恐怖、守護
兩岸和平、搶救民生經濟」。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懷抱愛鄉

愛國情懷和改造社會理想的兩岸進步
人士被獨裁統治者逮捕，之後慷慨赴
義，魂斷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
「歷史能看多深，未來就能走多

遠。」現場宣讀的祭文寫道。如
今，執政的民進黨一邊推動所謂
「轉型正義」，一邊卻效仿國民黨
威權時期的作為，在台灣塑造「反
中恐共」的社會氛圍與寒蟬效應，
一種換了顏色卻一樣恐怖的政治局
勢正在成形。

儀式上，人們在烈士紀念碑前默
哀、獻花並行三鞠躬禮。台灣地區
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長林燿呈致
辭說，追思紀念不是為了販賣悲
情，淚水也從來不是島內當局與任
何政黨可以隨意操作的廉價史實。
「我們聚集起來，為了不重蹈歷史
的覆轍，為了推促社會的發展與進
步，同社會上的各種進步力量，共
同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政治與兩岸
敵對政策。」

台祭白色恐怖死難者 籲守護兩岸和平

■■韓國瑜在台南造勢韓國瑜在台南造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昨開幕。中新社

■館藏文物大受觀眾歡迎。 中新社

乍一看，這個年輕的姑娘擁有一副典
型的外國面孔，可她一講話，便讓

人不禁懷疑，這真的不是重慶妹子嗎？
不但能操流利的方言，一些流行語也能
信手拈來。
瀟瀟學習普通話的經歷，在旁人看來
甚是「曲折」。
2014年，她畢業後來到了中國，剛開

始，她和人溝通只能用手比劃，或者用
翻譯軟件，後來交了中國朋友，開始學
他們說話，靠耳朵聽再自己模仿出來。

煲劇年半「再進修」
這個過程中「誤解」誕生了，瀟瀟認
識的朋友們不少都說重慶話，所以她跟
着模仿學習，學的自然也是重慶話，
「我到中國兩年，並不知道我說的是重
慶話，而不是普通話，我以為全國說的
都是重慶話。」
她介紹，後來重新開始學習普通話，

看了很多中國的電影和電視劇，差不多
一年半就能說比較流利的普通話。如
今，瀟瀟所有社交媒體都使用的是中
文，能夠熟練地用中文發帖，並和網友
彼此互動。

生活地道重慶人
瀟瀟說，自己現在的生活方式，完全

是個重慶姑娘，愛上了重慶火鍋的味
道，也喜歡重慶小麵。
她在重慶的好友攝影師王藝萌表示，瀟

瀟很聰明，學習語言的能力特別強，除了
母語外還會好幾國的語言。和瀟瀟認識了
四年多的中國好友Fiona說，認識瀟瀟的
時候，她已經是個很「重慶」的女孩了。
有一次他們出去喝酒，席間瀟瀟忽然用重
慶話冒出來一句：「背靠嘉陵江，喝酒當
喝湯。」瞬間把大家逗樂了。
這樣的她，想一輩子留在中國。偶爾

回摩爾多瓦，她會開心地說，「要出

國」；待上不到一個月，默默發上一
句「想你中國」；今年國慶節，她在特
地錄製的視頻裡「祝祖國生日快樂！」

歷經兩年多建設，備受關注的二里頭
夏都遺址博物館昨日正式開館。青銅
器、陶器、玉器、綠松石器、骨角牙器
等2,000餘件藏品，集中展示了二里頭遺
址作為「華夏第一王都」的豐富內涵。

最早王朝 史學價值難估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立，將

有利於闡釋早期中國形成的歷程，讓公
眾更好地認知、了解中華文明悠久的歷
史，將成為國內外了解中華文明的又一
個文化高地。」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
在開館儀式上說。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二里

頭村，是經考古學與歷史文獻學考證的中
國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遺存。
經過60年的科學考古發掘，二里頭遺

址有多項重要發現，對研究中華文明的
起源、王國的興起、王都的規制、宮室
制度等涉及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問題都
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原址保育 護古蹟真實性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共設「第一王

朝」、「赫赫夏都」及「世紀探索」3部
分基本陳列，通過文物、浮雕、沙盤、
VR體驗等豐富的展陳形式，系統展示夏
代歷史、二里頭遺址考古成果和夏文化
的探索歷程及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
明探源工程的成果。

相鄰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佔地約
1,000畝，對兩處宮殿遺址和「井」字形
道路實施了原址保護展示，對古洛河河
道進行了景觀復原，最大限度保護了遺
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成開

放，將為觀眾提供親眼目睹夏代先民遺
留下來的生活用具、生產工具、裝飾品
及禮儀用品，了解當時社會發展狀況、
人們生活面貌和創造能力的空間，提高
文化自信，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和動
力。」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
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在開館
儀式上表示。 ■新華社

重慶話重慶話誤當誤當普通話普通話
洋女洋女地道方言爆紅地道方言爆紅
摩爾多瓦女孩@Gaby瀟瀟的一條短片最近在微博走

紅，她一口流利的重慶方言，訴說自己當初錯將重慶話

理解成普通話的過程，「很多人問我，瀟瀟，為撒子你

滴從慶（重慶）話那咯子好哇？我跟你們梭哈，我到中

國過嘮兩年，我才曉得我梭滴似從慶話，而不似普通

話。我以為全國都梭滴似從慶話。」這段美麗的

「誤會」逗樂了不少網友。 ■文：觀察者網

■瀟瀟視中國為家。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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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火鍋是瀟瀟重慶火鍋是瀟瀟
的摯愛的摯愛。。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夏都遺址博館開幕
探秘中華文明起源

中國開封第八屆國際菊花展日前開
幕，數百萬株名品菊花驚艷亮相，可謂
是千菊百態齊鬥艷，姹紫嫣紅競風采，
讓人流連忘返。
此屆國際菊展的菊花選自中國、荷
蘭、意大利等15個國家，展出共計約800
個菊花品種，其品種之繁多前所未有。
藍天白雲下五星紅旗高高飄揚，70字樣

的花藝作品在天安門背景下格外醒目，兩
側牆面切花星星搭配升起的氣球與和平鴿
象徵着祖國偉大、人民幸福。同場更有以
乒乓切花品種為主的多層彩虹蛋糕，象徵
着對祖國的祝福，氛圍溫馨浪漫。
當地還推出「夜遊賞菊」活動，增設

多組燈光營造美輪美奐的賞菊夜景，不
同於白天陽光下的清新淡雅，百萬株菊
花在夜晚燈光的照耀下，變得更加神韻
多彩、嬌艷欲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 河南國際菊花展日前開幕，名菊處處
讓人流連忘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河南花展 萬菊競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