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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曉青鄭州報道）來自海峽兩岸的500餘位
經濟文化學者、企業家18日參加在鄭州舉行的

「海峽兩岸經濟文化論壇」。論壇在河南省政協
副主席、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陳義初的主持下拉
開帷幕，來自兩岸的嘉賓作主旨發言。
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錢復致辭表示，全
球化帶來的並不全是幸福，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已
經讓人們忐忑不安。全球化發展的重心不僅僅在於

經濟，更在於文化。
台灣元大創業投資公司董事長李克明一直將中
華文化奉為自己的經商之道，他借用儒家思想，
總結出來一個成功的黃金律：修其天爵，而人從
之。河南企業家、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胡葆森一直將《菜根譚》等書作為自己的枕
邊書翻閱，他表示，作為企業家，要尋道，尋
找規律。

國際機構：台政黨惡鬥毀競爭力
服貿延宕問題大 籲政客放下歧見

杜道明及IMD世界競爭力中心主任布里
斯（Arturo Bris）18日接受媒體專訪，

針對台灣未來經濟走向及兩岸服貿協議引發
的爭議等議題。杜道明說，如果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延宕，甚至未能通過，對台灣不是好
事，會有大問題，朝野各界應放下歧見，台
灣才有未來。
世界貿易組織（WTO）日前公布2013年

度貿易統計報告，台灣出口商品貿易總額由
2012年18名下滑至20名，被西班牙與印度
超過，出口額是亞洲四小龍唯一下滑地區，
表現在四小龍中敬陪末座。
杜道明說，台灣雖是一個很小經濟體，以

往優異的表現，令人激賞；或許這次沒有預
期表現得好，以台灣民眾勤奮美德，加上注
重競爭力，只要未來找出自己的一條路，還

是會有優質表現。

大陸不可能與台重啟談判
不過，他表示，台灣非常政治化，政黨惡鬥
幾乎毀滅島內競爭力，且不管誰執政，在野一
方就會為反對而反對，完全不顧慮競爭力及政
策好壞，這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見。杜道明指
出，長期衝突、對立絕非好事，台灣各界應先

將歧見放一邊，藉由溝通取得共識。
以兩岸服貿協議為例，他指出，如不能通

過，台灣會大有問題，除了影響經濟發展
外，台灣將喪失國際談判信用，而大陸也不
可能與台灣重啟談判。他說，台灣的經濟發
展政策並不一定要跟其他地方比較，每個地
方都有自己的問題，重要的是，台灣如何找
出自己的一條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瑞士

洛桑管理學院院長（IMD）

杜道明（Dominique V. Tur-

pin）18日警告，台灣經濟從

製造業為重轉型到服務業是

大勢所趨，但島內太政治

化，政黨惡鬥幾乎毀滅台灣

競爭力，衝突對立長期存在

不是件好事。

藍綠爭主導監督條例 七版本待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為搶奪「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的排案主導權，民進黨團及
國民黨團日前相繼提出複議之後，民進黨團18日
表示已撤掉複議案，希望國民黨團比照辦理，讓
民進黨團排案審查；國民黨團則質疑當初民進黨
為何打破朝野協商提出複議，也強調不可能讓民
進黨團主審監督條例。
「立法院」院會11日將7個版本的「兩岸協

議監督條例草案」交付「內政委員會」，國民

黨籍召集委員張慶忠原本欲在隔周安排公聽
會，但民進黨團當天即以不讓張慶忠排案為
由，提出複議反制；張慶忠排定14日舉辦的公
聽會，也因綠委杯葛而停擺。

國民黨：民進黨故意設卡
其後民進黨又撤掉複議案，企圖讓民進黨「立

委」陳其邁下周輪值召委時可主導排案。為此，
國民黨團16日也同樣提出複議。將於下周輪值

「內政委員會」召委的陳其邁18日表示，民進黨
團已撤掉複議案，希望國民黨團比照辦理，不要
再提複議，如此他才能安排監督條例的審查。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林鴻池表示，民進黨

團所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涉及「兩國論」，
不僅嚴重「違憲」，也有「立法權」侵犯「行政
權」的問題，國民黨團當然不可能讓他們取得主
導權。林鴻池說，民進黨故意要卡服貿協議，國
民黨也沒辦法，只能面對。他認為，兩岸協議監
督條例草案複議處理完就能審查，不管怎麼安
排，這會期一定會審，差不了多久。

而人從

第七屆海峽兩岸保生慈濟文化旅遊節18日在廈門海滄青礁慈濟祖宮廣場隆重舉行，來
自台灣、香港、東南亞等地800餘名嘉賓參與。圖為兩岸信眾參加保生大帝祭典儀式。

■本報記者 陳艷芳 廈門報道 圖：特約通訊員周贊家

兩岸同祭保生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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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立法院
長」王金平18日表示，反服貿學生及民眾佔領
「立法院」議場造成破壞的285萬元新台幣修繕
費用，將由全台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買單。王
金平表示，既然修繕費用的問題已解決，「立
院」將不會對佔院者提告。但「反黑箱服貿民主
陣線」則即表明拒絕商家代償，稱民眾先前捐助
的結餘款足以支付此款項。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賴中強表示，

對於自行負責修繕議場，除了是民主陣線成員的
共識外，此次學運的主要學生代表林飛帆、陳為
廷也對此表達同意的立場。賴中強並表示，全台
工業總會多次要求盡速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與該團體理念不合，因此無法接受許勝雄先生的
「好意」。
許勝雄18日較早前表示，社會大眾對學運雖有
不同見解，但全民都在同一條船上，台灣實在沒
有條件及時間持續原地踏步，未來還要面臨更多
的挑戰和考驗；台灣最大競爭對手韓國，正全員
出動塑造一個好形象，台灣不能再持續撕裂，應
捲起袖子往前走。

■馬英九（右）接見杜道明。 中央社
■杜道明（右2）出席國際
競爭力論壇。 中央社

■「立法院」議場中被破壞的物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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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盆髒水，隨
手就潑，你『倒』
省 事 ， 樓 下 遭

殃。」「月高懸，夜已深，此時
唯有你在水嘩嘩，讓人難入
眠……」安徽工業大學宿舍管理
員王連華，以「Aunt Wang」為
主角創作的漫畫——《關於校園
裡的那些事》近日在網上走紅。
從宿舍樓、水房到自習室，將一
個個校園內的不文明現象躍然紙
上。儘管漫畫構圖簡單，線條生
硬，仍然引發不小的討論。
王連華的 「作品」，全貼在

宿舍樓門房的小黑板上，有其他
宿舍樓的學生慕名前來欣賞。
「這就算是第一步。學生們都不
是有意影響他人學習生活的，只
不過有時候忽略了而已。一旦我
給他們畫出來了，注意到了，這

些現象自然會好轉。」
「年輕人的教育，絕不是哪幾
個部門、哪幾家學校的責任。真
正給年輕人帶來最大影響的，是
社會風氣。」因此，她堅信，每
個人都應該對別人負起責任。

■《中國青年報》

勇消防
抱噴火氣罐抱噴火氣罐抱噴火氣罐拆彈

「不遷怒不貳過」 6歲女《論語》答母親

山西太原某農業博覽園工作人員近日用新鮮生薑堆成「薑山萬里圖」景
觀，長約20米、寬約8米、高約5.8米，是用12000斤重，總價20多萬人民
幣的新鮮生薑擺放而成的。 ■中新社

些現象自然會好轉

宿舍阿姨畫漫畫 勸阻「校園不文明」

「女兒今晚犯了錯，剛剛向我檢討，讓我給她一
次機會，我對她提了問題，錯在哪裡，今後怎樣
做？她考慮了片刻，說了過錯，最主要是今後該怎
樣做，她說：『學習顏回，不遷怒，不貳過(意指同
樣的過錯不犯第二次)。』驚喜！」西安一名母親王
燕茹，讓6歲的菲菲學習國學，菲菲能在日常生活
中引用《論語》等經典，引來母親一堆朋友誇獎。

喜讀文言文 不覺枯燥
王燕茹同事馮女士說：「那場面，我可感動了，
這孩子太自覺了！」王燕茹說：「我懷孕時就給娃
買了500元人民幣的書，娃滿月後我就照書給她講
故事，每天一個。」兩年前，朋友建議王燕茹讓孩
子學國學，因為「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很有用」。
《論語》、《道德經》、《黃帝內經》、《大學》

等等菲菲都已讀過。王燕茹老公東峰說：「我愛人專門買了兩個書櫃，現在都滿滿的，
大概有兩百本書，我們正打算買第三個書櫃呢。」
菲菲日前接受媒體採訪，她說看《論語》、《大學》這些文言文書籍不枯燥，她
喜歡看，「媽媽給我找了個國學老師，看不明白我就問國學老師，也會問媽媽」。

■《華商報》

「@中國消防」17日在官方微博
公布「抱火哥」的身份，他

是一名26歲的陝西人，名叫皇甫江武，
是武漢消防支隊徐東路中隊合同制消防
員。

「將背後交給戰友」
這場火災發生在1月某日，武漢友誼
大道一餐館起火，皇甫江武作為攻堅
組員到場救援，進入廚房發現8個液
化氣罐，其中3個閥門正往外噴火。
他迅速澆滅2個火罐子，剩下一個
罐子存氣較多，火焰超過1米，為避
免爆炸，只能冒險先搬出去，再降溫
滅火。
在消防部門的視頻中可見，皇甫江武
身穿戰鬥服，雙手抱起噴火的罐子，橫
在身體一側走出餐館放在地上，緊隨的
戰友用水槍滅火，全程10多秒。
身材並不高大的皇甫江武說，抱出煤

氣罐是救援程序，沒想到被網友拍照上
網。他回憶：「抱起罐子時，火苗掠過
我的臉龐，我當時有過悲觀的念頭，爆
炸怎麼辦？但害怕只是一晃而過。幾秒
鐘後，我就走到了門外。然後繼續投入
滅火。」
有網友擔心安全問題：「這是唯一的
辦法嗎？這麼做實在太危險了。」當時
帶隊的副中隊長王傑指出，這個罐內仍
有很多液化氣，無法用水槍短時間滅
火，如果不抱出來迅速處置，很可能爆
炸，對消防員更危險。
照片上的鏡頭，是皇甫江武第一次轉
移火的煤氣罐，除了妹妹之外，家裡
沒人知道他就是「抱火哥」，故意隱瞞
是怕家人擔心。皇甫江武說，做消防員
一定要堅信能「將背後交給戰友」，正
是因為相信戰友們一定會保護他，他才
有勇氣扛起煤氣罐。

■網友為
「論語妹
妹」創作
的漫畫。
網上圖片

這個女娃娃很了
得啊！

之乎者也……

■「抱火哥」皇甫江武。 網上圖片

■「抱火哥」抱噴火的煤氣罐衝出火場。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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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不知道，它

是否會爆炸！網友說

我是拿命在賭，是

的，因為我是消防

兵！」一名消防員抱

噴火煤氣罐衝出火

場的照片近日熱爆網

絡。網友們為其英勇

點讚，該名消防員還

獲得了「抱火哥」的

稱號。

■《長江日報》

■俞雪陽展示其
收藏。 網上圖片

「美國有44個總統，目
前已經收集到了25個。最早
的是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

麥迪遜，最近的是小布什，餘下的
19位總統簽名我正在努力中。」
合肥22歲、家境頗好的年輕人俞
雪陽，從2009年至今收藏了古今
中外各種名人簽名1,100多個。按
俞雪陽自己的收藏價來看，已經接

近300萬人民幣，如果通過拍賣售
出，其價值更加可觀。
簽名對名人來說是一種個人烙

印，對於獲得者來說是一個愛
好，但對俞雪陽來說更多的是一
種投資機會。「相比於股票，投
資具有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名
人簽名更加可靠。」俞雪陽說。

■光明網

萬人民幣 如果通過拍賣售如果通過拍賣售

少年豪花300萬 收藏美總統簽名
「美國有

前已經收集到了
的是美國憲法

麥迪遜，最近的是小布什

合
肥

■肯尼迪的簽名恐
怕價值不菲。

網上圖片

山西太原某農業博覽園工作人員近日用新鮮生薑堆成

薑山萬里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