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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料今日宣佈
賴清德任副手

政策買票不是選舉的新鮮事，但如此
誇張的撒錢令人瞠目。有人跟在蔡

英文身後記了一筆賬，從今年4月份起，
她開出的福利已達2,700多億元。

有多少補貼也不如有遊客
國民黨開記者會羅列了明細20多條：
秋冬旅遊補貼、計程車換車補貼、婚育
補貼、提高老農補貼、夜市消費補貼、
旅遊車燃油補貼、高鐵延伸線費用……
基本上不滿意的人群在哪裡，或鐵票區
的人群在哪裡，錢就撒到哪裡。福利本
是好事，但錢並非出自領導者腰包，而
是用大家的錢買福利，羊毛出在羊身
上，一晌歡喜過後，經濟民生的難題仍
擺在那裡，甚至更糟，這種福利便成了
陷阱。
台灣一位旅遊業者表示，「旅遊業
慘到哀哀叫，所以補貼旅行社、補貼
遊覽車，但是補貼能救起旅遊業嗎？
有多少的補貼也不如有遊客，把兩岸

關係搞成這樣，把陸客搞光光，還不
思檢討改進。大家都明白，如果陸客
來了，夜市也不用補貼了，大家生意
都好。」
再以租房補貼為例，補貼規定20歲到

40歲的年輕人，單身租房年補2,600元到
4,000元，婚育家庭年補3,000元到5,000
元。聽起來這福利「有感」，但是且
慢！國民黨籍民意代表柯志恩提出兩
點：一，今年11月份才能領補貼；二，
此政策只試辦一年。

昔稱財政緊 今任意揮霍
台當局從去年縣市長選前的8,800億元

「前瞻計劃」到今年選舉前隨口就承諾
的幾十項福利，被台灣社會批評為差別
待遇、製造仇恨、以公謀私。
民進黨2016年執政後，這邊剛砍了軍
公教的退休金，聲稱無力負擔，「再不
改年金制度就破產」，那邊就撒下「前
瞻計劃」，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台灣

政治學者指出，福利成為獎勵和穩固支
持者的工具，而軍公教大多是國民黨的
支持者，所以，這不是破不破產、有沒
有錢的問題。
近日，《聯合報》社論指出，蔡英文

打着正義的旗號大砍軍公教年金，如今
放着即將破產的勞保年金改革不顧，卻
為了選票宣稱要發放比勞保更優惠的
「老農年金」，試問，當初「財政無法
支應，現在財政可供任意揮霍了嗎？當
初義正辭嚴的正義，如今又被丟到哪裡
去了？」

不養孩子養蚊子
近日，新聞報道蔡英文手下高官到某

縣拍着縣長的肩膀告訴縣民：我們是同
志，是兄弟，你們縣的預算要多少給多
少，我還會加碼。台灣媒體人陳鳳馨在
電視談話節目質問：台灣的錢是你家的
嗎？是你們自己人就隨便給，還公開宣
告，怎麼荒唐到如此地步？

當蔡英文團隊瀟瀟灑灑開出一張又
一張福利支票後，國民黨籍參選人韓
國瑜提出免學子學貸利息、幫助學子
到國外作交換生的助學方案，卻當即
被民進黨當局否決，行政、財政、教
育部門高官都站出來抨擊：學生套
利、財政沒錢、要教育孩子承擔責任
等等。在學貸免息的攻防中，韓國瑜
口出金句，批評民進黨不養孩子養蚊
子，劍指為了政治利益而投資的大而
無用的建設。
資深媒體人黃暐瀚質疑：「前瞻計

劃」8年8,800億元，高鐵延伸到屏東600
多億元，夜市補助40億元，學子學貸免
息多花16億元拿不出來？國民黨痛批民
進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民意代表柯志恩
指出，蔡英文自己曾提出過當局為學貸
作保人，減輕學貸家長的麻煩，但上台
後再也不提了，不兌現承諾也就算了，
現在連做得到的學貸免息也反對，是就
事論事還是騙選票？

蔡「福利陷阱」撒錢撈選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
海外網報道，2020年台灣地區領
導人選舉進入倒計時階段，有台
媒昨日報道稱，謀求連任的蔡英
文將於今日正式宣佈賴清德擔任
副手人選。
據中央社、東森新聞雲消息，蔡

英文將在今日早上9點召開記者
會，正式對外宣佈台灣地區行政機
構前負責人賴清德擔任副手。報道
稱，蔡英文和賴清德昨日先在高雄
市競選總部成立大會合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兩岸
集成電路創新產業園項目奠基儀式昨
日在浙江紹興舉行。
紹興市委副書記、市長盛閱春表

示，「近年來，紹興積極培育壯大以
集成電路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紹興集
成電路產業平台入選浙江省首批『萬
畝千億』新產業平台，『紹興集成電
路產業創新中心』建設被列入《長江
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
要》。」

投資不低於600億元人民幣
據了解，兩岸集成電路創新產業園

項目規劃總面積約4,200畝，計劃總投
資不低於600億元（人民幣，下同），
將建設8英寸和12英寸晶圓製造基
地，同時導入200家上下游集成電路相
關企業和台灣科學園區管理團隊。
其中，首批入園的龍頭項目計劃總

投資100億元，將打造研發設計、電子
研究院、交易中心、智造平台、眾創
空間、企業孵化、人才培育等七大功
能平台。
浙江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主

任莊躍成表示，該產業園項目不僅是
推動浙江省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
化發展的生動實踐，也是助力兩岸產
業融合發展的重要實踐。
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高孔

廉致辭稱，「台灣集成電路產業有先發
優勢，而大陸的市場寬廣，人才、技術
非常豐富，兩岸在集成電路產業領域合
作將有很好的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十三屆海
峽兩岸茶業博覽會昨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開
幕，110家台灣企業參展，較去年增加25
家，展位127個，較去年增加35個，台灣館
企業數和展位數均創新高。
台灣茶商林彥丞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參加

海峽兩岸茶博會，帶來了自家種植、加工的
高山烏龍茶進行展示、銷售，希望能培養出
一些回頭客，拓展市場。
茶博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台灣企業方面今

年要求增加展位數量，儘管已做調整，仍然
一位難求。

海峽兩岸茶博會
台商數量創新高

4月至今開出補貼近三千億「羊毛出在羊身上，民生只會更糟」

■對於民進黨當局對觀光業的補貼，島內一名業者說：「有多少的補貼也不如有
遊客。」圖為早前由台灣觀光旅遊界自發組成的「百萬觀光產業自救會」，發動
逾萬人在台北冒雨遊行，訴求「要生存、有工作，能溫飽」。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

報道，台灣有關選舉的詞彙皆有其言外

之意。選舉語言，意味着不能作數；選

舉支票，意味着不會兌現；選舉撒錢，

意味着政策買票。根據台灣的選舉規

定，給選民每人超過30元（新台幣，下

同）的紀念品即為賄選，但出台討好特

定選民的福利政策，動輒每人成千上

萬，蔡英文今年更創下紀錄：8億元補助

購買大型農業機械，受補助對象800

人，意味着一人獲福利100萬元。這超

出了大多數人的接受底線，台灣社會震

驚、質疑：這不是買票，什麼是買票？

記者日前獲悉，圓明園馬首銅

像「體檢」報告顯示：材質為含

微量鉛鋅的紅銅。銅含量達到

98%左右，含有1%左右的鉛，還

含有一定量的鐵和鋅。馬首應為

失蠟法一次鑄造成型，馬臉、馬

頸塑膜的連接處，還用上了卯

榫結構。 ■《北京日報》

11月14日下午，有網友爆料稱「巴中市南江縣正直鎮一座古塔被
燒，令人痛心」，當地居民稱此塔已有上百年歷史。
紅星新聞記者15日聯繫上正直鎮政府方面獲悉，古塔當天確實起

火，係有人在祭祀時起風，被點燃的草紙引發了火災，後來消防及時
趕到將火撲滅。目前，古塔一樓木板被燒。
據介紹，該古塔名為「正直文風塔」，已有上百年歷史，為當地縣
級文物。近年經過修繕保護，已成為當地標誌性建築和旅遊景點。
14日下午，微信朋友圈傳出巴中一古塔被燒視頻，視頻顯示古塔冒

出白煙，現場有消防人員在滅火，還有不少居民圍觀，有網友稱該古
塔已有幾百年歷史。15日上午，多個微信群再次傳出古塔着火視頻，
並稱事發地點為南江縣正直鎮。紅星新聞記者聯繫上正直鎮當地居民
獲悉，古塔確實在14日下午着火，但居民們對起火原因並不清楚。
隨後，紅星新聞記者聯繫上南江縣正直鎮政府文化站站長林明，據
其介紹，14日下午當他下班時消防
曾聯繫他稱古塔着火，後來大概在
19點半滅火結束。據介紹，該古塔
全名叫「正直文風塔」，已有上百
年歷史，屬於當地縣級文物。起火
原因係有人將古塔一樓塔門打開時
祭祀起風，被點燃的草紙引發火
災。
據林明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文風

塔一樓有木結構，二樓以上為磚石
混合結構，2017年當地在打造冰河
路時修建了壩子，古塔得到保護，
成為當地一標誌性建築。古塔一樓
之前有人曾進行祭祀，但後來把塔
門鎖住了，這次不知是誰又將門打
開進行祭祀活動。目前，古塔一樓
的木板被燒。 ■澎湃新聞「體檢」報告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

院完成的。研究人員利用便攜式
X熒光光譜儀、X光照相、可塑材料翻模
顯微照相、相機微距拍照觀察等方法，對
圓明園馬首銅像進行分析檢測，希望了解
馬首的材質、鑄造工藝以及可能的用途等
信息。

一體鑄造鬃毛纖毫畢現
馬首「X光片」顯示，馬首除了頸部前

下方可見數個鋦釘外，其他各個部位都無
明顯的分鑄焊接痕跡，由此可知馬首係渾
鑄而成，頸部和臉部以及眼睛、耳部、嘴
和舌頭都應為一體鑄造。馬首頂部的鬃毛
更是曲線流暢，纖毫畢現，下部可見一明
顯的銅梗將一部分鬃毛撐起，造成懸空效
果。但頂部鬃毛和馬首並無明顯分界，由
此可知鬃毛和馬首也是整體一次性鑄造成
型。據此判斷，整個馬首都是使用精密鑄
造方法——失蠟法一次鑄造而成。
馬臉部為一空腔，直通馬嘴部，空腔
後部有一不規則三角形孔洞，可與頸部連
通，此孔洞邊緣部位極不規整，可能是在
鑄造完成後用工具臨時破開，以便水能從
頸部流入嘴內。
空腔唯一可見鉚釘（鋦釘）處位於頸
部偏下處。X光照相顯示，該處明顯比馬
首其他部位都厚。研究人員介紹，有可能

是因為鑄造前蠟模即發生錯位，為防止
鑄後引起表面開裂，鑄造前用銅鋦釘將
蠟模開裂部分固定在一起，同時在內壁
加補蠟層，從而使得鑄後壁厚增加，而
表面紋飾不致被破壞。澆鑄後，鋦釘兩
端被銅水包裹，在外部無法觀察到，表
明鋦釘應是先於鑄造而被安放的。
為了研究馬臉部汗毛和頂部鬃毛的製

作方式，研究人員進行了表面翻模的顯微
觀察，採用可塑材料對臉部、耳部等翻
模，然後在超景深顯微鏡下進行微痕觀
察。
在對眼部細節翻模後，可以看出整體

線條圓潤，翻模下凹而非凸起，且底部呈
現圓弧而非三角，這表明臉部的細小毛髮
也是鑄造出來的，而非刻畫形成。仔細觀
察，線條並不連貫，且並不十分平行，與
在蠟等柔性材料上刻畫效果類似，說明預
先在蠟模等軟性材料上進行了雕刻，然後

再鑄造成型。

手工製作器物等級高
馬首頂部鬃毛也是如此，整體線條柔

和圓潤，其中可見一凸起縱觀部分鬃毛。
研究人員推測，可能是做蠟模時不小心所
致，由於僅有1毫米左右長度，因此並未
引起注意，這也說明蠟模是手工製作的，
如此精細逼真製作，非皇家需求而不能達
到。
耳部和臉部翻模亦整體線條十分柔

和，但是出現了時斷時續的現象，說明製
模材料一定是蠟類的柔性材料，而紋飾手
法千變萬化，說明製模工匠的技藝精湛，
顯示出器物的等級頗高。
研究人員還利用單反相機的微距功能

對器物內壁細節進行了拍照觀察，內部觀
察結果再次確證馬鬃毛是鑄造而成，鬃毛
的分層現象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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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16日從青海省果洛州班瑪縣官方獲
悉，日前，該縣攝影記者在班瑪縣燈塔鄉
瑪可河流域科培村附近拍攝到三隻野生黃
喉貂，這是人工首次在三江源核心區拍攝
到的黃喉貂棲息畫面。
黃喉貂主要棲息於林區，係歐亞大陸上
體形最大的貂屬成員，典型食肉獸，為中
國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日前，我局記者在地處三江源核心區

的燈塔鄉瑪可河流域科培村附近拍攝到三
隻野生黃喉貂，這是人工首次在三江源核
心區拍攝到的黃喉貂棲息畫面。此前都是
紅外相機記錄。」班瑪縣文體旅遊廣電局

副局長曹民鍇說，雖然畫面有些抖動，但
十分珍貴，實屬不易。
據了解，黃喉貂戰鬥力強悍，也是陸生鼬
科中唯一群居種，可以集成多達十幾隻的群
體，像狼群一樣圍捕麝和鹿等小型有蹄類。
今年4月，該地區的紅外相機首次記錄
到黃喉貂這一典型森林物種，係三江源首
次記錄到黃喉貂活動影像，表明該區域動
物係非常豐富。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三江源項目主任趙翔

說，全球絕大部分貂類都局限在北方嚴寒
地區，但黃喉貂廣佈於東南亞、喜馬拉雅
南麓及中國秦嶺以南的森林，擅長爬樹，
甚至可以捕獵猴子。該物種分佈區越過秦
嶺後，僅延伸到中國長白山脈和俄羅斯遠
東地區的闊葉林帶，此前在三江源尚屬首
次記錄到該物種活動影像，填補了三江源
區域黃喉貂影像資料記錄空白。
趙翔表示，三江源東段瑪可河林區是目

前青海已知的有蹄類種類最為豐富之地，
其中毛冠鹿、馬麝、中華鬣羚、斑羚數量
眾多，種群呈現健康的狀態。 ■中新社

■巴中市南江縣正直鎮一座古塔
被燒，令人痛心。圖為古塔被燒
後的狀況。 網上圖片

首次人工拍到黃喉貂棲息畫面

圓明園馬首

■■圓明園馬首銅像圓明園馬首銅像「「體檢體檢」」報告顯示報告顯示：：材質為含微量鉛鋅的紅銅材質為含微量鉛鋅的紅銅。。圖為觀眾在參圖為觀眾在參
觀圓明園馬首銅像觀圓明園馬首銅像。。 新華社新華社

驗身
揭一次鑄造成型揭一次鑄造成型

■■日前日前，，攝影記者在班瑪縣燈塔鄉攝影記者在班瑪縣燈塔鄉
瑪可河流域科培村附近拍攝到野生瑪可河流域科培村附近拍攝到野生
黃喉貂黃喉貂（（紅圈示紅圈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設計圖片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