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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手山芋「教育部長」無人做
蔣偉寧涉造假辭職 高教體系不願「跳火坑」

據《中國時報》報道，「教育部
長」職務過去常由具大學校長

或教授經驗者出任，但蔣偉寧的遭遇
讓高教體系人士擔心出任「教育部
長」後，要到「立法院」接受折磨，
不小心還可能把自己搞得粉身碎骨。

一個月內3「閣員」請辭
蔣偉寧2年前從「中央大學」校長

轉任「教育部長」時，不僅月薪打6
折、且幾乎沒有休假，在「立法院」
院會期間，每周更有2、3天要到「立
法院」備詢。學術界近年面臨假發票
報帳及論文亂掛名事件，尤其愈大牌
的校長或教授，被這兩件事束縛得愈
緊。
對一位大學校長來說，任期少則3
年，多則12年，不但享有社會清望，
還不用到「立法院」被羞辱，比當
「教育部長」好多了。尤其新上任的
「教育部長」會被檢視論文及發票報
帳問題，一不小心，恐毀掉自己的學
術前途。

另有報道指出，短短不到1個月，
包括「教育部長」、「勞動部長」、
「客委會主委」3名「內閣」首長相
繼請辭，也擴大「內閣」改組幅度，
但「行政院」連日來口徑仍是「持續
徵詢中」，不願鬆口「內閣」缺口何
時補實。據悉，為避免衝擊年底選
戰，府院傾向速戰速決，盡快將「漏
洞填補起來」。
台師大名譽教授吳武典指出，「教
育部」現在「家裡沒大人」，不但
「部長」、「政務次長」接連請辭，
而且傳聞「常務次長」林淑真申請退
休，目前「教育部」4巨頭只剩「政
務次長」陳德華在代理「部長」，讓
教部面臨有史以來的最大危機。
據《聯合報》報道，由於「部長」
一直空缺，「教育部」無法在證書上
印製「部長」親筆落款，而無法發出
教授或副教授證書。陳德華表示，證
書要由「部長」署名發出，這段期間
可採權宜之計，如發臨時證明等，避
免影響師生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前「教育部長」蔣偉寧本月中因受論文審

查造假事件波及而辭職，本來炙手可熱的「教育部長」一職成

了燙手山芋，至今無人接任。台媒指出，蔣偉寧的遭遇讓高教

體系人士嚇倒，「不願意輕易跳火坑」。「立法院副院長」洪

秀柱直言，「大家都很怕」，沒人敢來。

■蔣偉寧（前右）月中請辭
「教育部長」一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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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川到渝 瘋狂三俠漂游500公里

位於山西祁縣的文峰塔坐落在一處土堆上，塔
座下方幾乎懸空，好像隨時有傾覆的危險，網友
戲稱文峰塔為「塔堅強」。據了解，當地有關部
門正準備着手進行圍欄保護。 ■新華社

上海膺「最怕老婆城市」

「老婆，我們現在在鵝公岩大橋下，你放心，我們
安全抵達了。」55歲的重慶人鄒迎春與兩位友人27日
剛完成一項瘋狂的壯舉，他們用8天時間完成了從四
川樂山到重慶的漂游，漂游里程（岷江加長江）超過
了500公里。鄒迎春上岸後即向老伴打電話報平安。

「上了岸還感覺在水裡」
鄒迎春介紹，3人每天漂游6個多小時，平均時速
11公里左右。蔚軍賢將他們每一天的行程都記錄了下
來。從行程表上看，他們每天9點左右出發，中午休

息2個小時，下午5點左右上岸，每天要漂游48到72
公里不等。
據了解，鄒迎春、蔚軍賢和馮志東都是重慶沙坪壩
人。鄒迎春是一所中職學校的建築老師，熱愛漂游運
動。蔚軍賢在石橋鋪從事IT工作，他說，「這次漂
游對我是個挑戰，時常上了岸還感覺在水裡，吃飯走
路都感覺像是在水裡漂。」馮志東在一所學校從事安
保工作，他原打算用三天時間漂完100多公里岷江水
域（樂山到宜賓），沒想到後來堅持漂完了全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一份名為「怕老婆排行榜」的
榜單近日在網絡盛傳，在網友評
出的怕老婆城市排行榜中，上

海、成都、武漢、潮州的老公們分別排名前
四。排名第一的上海上榜理由是，「上海男
人愛老婆寵老婆怕老婆歷史悠久聲名遠播，
而且他們似乎並不想洗心革面」。
有網友戲稱，以「耙耳朵」（四川話，形
容老婆揪老公耳朵，引伸指「怕老婆的男
人」)聞名的成都居然屈居第二，要把工資全
數上繳，跟上海男人拚了。
社會學專家表示，男人在婚姻中多謙讓妻

子，其實是愛的一種表現。男人若是因此怕
老婆，其實有利於良好婚姻關係的維持。有
網友則希望全國各地的男人都「怕老婆」。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瑋燦上海報道

雲南被稱為七彩雲南，美麗彩雲能變幻出各種各
樣的圖景，令人稱奇不已。雲南昆明市71歲攝影愛
好者李祖留，有次拍晚霞時偶然發現天空的雲彩神
似十二生肖中的龍，他驚喜過後就萌發了拍攝全部
生肖圖的想法，從此便在大觀樓的各個景點守候彩
雲。苦守3年，終於拍出了完整的十二生肖彩雲照。
「我深刻體會到大觀樓的天空中雲彩變幻莫測，
神奇瑰麗，我熱愛這種美景。」不論天晴還是下
雨，李祖留每天都在大觀園拍攝，為了不錯過任何
一個拍攝的機會，就連中秋節也不曾和家人共度，
大年三十晚上，別人都在家裡吃年夜飯，他還在守
候拍攝。 ■《春城晚報》

老人苦守3年 攝12生肖彩雲
東莞一則酒吧街打鬥事件的網絡視頻近
日引發熱議。事件起因目前尚不清楚。
片段最初可見5名女子圍毆1女子，隨後

一個男人從門外猛地衝了進來，邊喊連踢將5
個打人女子暴打一頓。該視頻中的男子意外獲
許多網友力挺點讚，也有網友表示無論如何
「以暴制暴」的方法都不應該鼓勵。
記者獲悉，事發地點為東莞東城市場後面的
小龍蝦餐館。打架過程中，餐廳內有多人圍
觀，但無人勸架，全過程持續近兩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東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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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娜在此前的手術中已將全胃切除，
為了給丈夫留下一個孩子，呂娜毅

然決定懷孕生子。懷胎九月，呂娜在6月
12日順利產下一名男嬰。孩子的降生給這
個家庭帶來了希望。

臨終恐兒被非議
呂娜丈夫王守奎告訴媒體記者，呂娜9
日快出月子的時候，他陪妻子來到醫院
打算做化療。但是經過檢查，醫生告訴她
們，呂娜的身體已經不適合做化療，生命

或許只剩半年，就這樣，呂娜跟年邁的
父親回到了娘家。
呂娜父親說，呂娜提前三四天就說不行
了，等到下午不到7點又說我快要走了。
22日離世當天，呂娜告訴父親，她渾身痛
的難受，可能快撐不住了。呂爸爸本打
算，第二天帶女兒到鄉鎮上掛吊瓶。可
是，呂娜還是沒能挺過去。
「臨走的時候說，當媽的生了孩子不能

撫養他，以後長大，七八歲以後，找媽媽
怎麼辦，人家有媽媽，他沒媽媽怎麼辦，

小孩都會說他。」說到這裡，呂爸爸又一
次忍不住痛哭起來。他捧女兒穿過的衣
服，遲遲不願放下。
呂娜走了以後，一張印有呂娜與父親合
照的報紙，成了呂爸爸唯一的精神寄托。
而在院子裡，呂娜85歲的爺爺，站在那
裡，遲遲不願說話。呂娜走的時候，年僅
30歲。對於一個女性來說，做母親只有42
天，意味什麼。呂娜臨終前，最放不下
的就是孩子。對於這個不幸的家庭，以後
的道路該如何走呢？

■蔚軍賢（右）後背被曬得大面
積脫皮。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鼠形彩雲。網上圖片

■豬形彩雲。網上圖片

■有網友以怕老
婆為題材創作漫
畫。 網上圖片

■一開始是5女圍打1女(左圖)，其後是1男
毆5女(右圖)。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王守奎抱幼
子，想念去世的
妻子。 網上圖片魯癌婦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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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娜生前與
丈夫及兒子一
家三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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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胃癌晚期、

家住山東煙台的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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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娜病情迅速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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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偉大的母愛必定

永遠烙在孩子心中。

■山東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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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迎春介紹，3人每天漂游

11公里左右。蔚軍賢將他們每一天的行程都記錄了下
來。從行程表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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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新華社報道，為期3天的
「經貿國是會議」全台大會28日在台北落幕。會上發布
總結報告，建請台立法機構放下爭議，盡速審議通過兩
岸服務貿易協議，並應盡快完成兩岸貨貿協商。報告希
望島內各政黨以台灣利益為前提，以更高視角及更大胸
懷解決兩岸經貿問題，推動兩岸務實合作發展。
馬英九致詞時向政黨喊話，強調台灣面對嚴峻情勢，

手上籌碼有限，政黨實在沒有再對立、惡鬥的空間，也

沒有蹉跎猶豫的時間，唯有同舟共濟、慎謀出路，台灣
才有出路。馬英九並呼籲，「立法院」應盡快通過服貿
協議，加速審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學生代表籲擴參與人數
大會匯集政黨、產業界、學生、智庫等各界代表逾百
人，圍繞「全球化趨勢下台灣經濟發展策略」和「台灣
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策略」兩大主軸議題進行

分組會議，並達成30多項共同和多數意見，包括推動經
濟自由化、稅制改革、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加速參與區
域經貿談判等。
其中，台灣大學學生陳家陞、台北藝術大學學生劉庭

均等人在綜合研討時都提出這次會議網路參與人數遠遠
不夠，導致會議代表性不足，呼籲應提供一定比例開放
網路報名參與，並讓弱勢群眾與被犧牲者的聲音能進入
會場。

兩岸經合會下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28日同步宣
布，「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經合會）第六次例會，定於8月5日在北
京舉行。另外，關於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的談判進度，台灣相關人員指出，
兩岸現已達成共識，預定在8月中旬進行談判。
海基會指出，這次例會由海基會副董事長張顯耀及海協會常務副會長

鄭立中擔任雙方召集人，台方經合會首席代表、台灣「經濟部次長」卓士
昭將偕同陸委會、「經濟部」、「金管會」等代表，與陸方經合會首席代
表、商務部副部長高燕等人進行會談。
雙方將檢視兩會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執行現況與推
動議題的辦理進展，包括ECFA貨品及服務貿易早期收獲計劃執行情形，
貨品貿易、服務貿易等工作進展，以及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等事
項。

台北故宮「神品至寶展」6件限展書畫下月將在日本東京博物館展
出，其中被譽為蘇東坡最好作品的「寒食帖」備受矚目。「寒食帖」
1680年火燒圓明園後流落民間，1922年曾被帶到日本，後輾轉於
1950年去到台北。 中央社

邱國正任「副防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國防部」28
日表示，奉馬英九核定，「國防部上將軍備副部
長」職缺，由「國防大學」校長邱國正上將調任；
「國防大學」上將校長職缺，由陸軍司令部副司令
鄭德美中將調任，鄭德美同時晉任陸軍二級上將。
有關人事異動將於8月1日生效。現年60歲的邱國
正歷任「國防部」參謀本部作計室次長、陸軍第六
軍團指揮官、後備司令部司令等職。

王金平拒任楊秋興競選主委
香港文匯報訊 在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南部的高雄被認為是
國民黨的艱困選區，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楊秋興為了拉抬選情，多次
邀請出身高雄的「立法院長」王金平出任其競選總部主委，但王金平不
願接下重擔，28日再次強調自己「沒這個能耐」，請楊另外找人。
王金平說，由於屆時他也會全台跑遍幫其他參選人站台，所以沒辦法

專心在高雄幫楊秋興助選。台媒指出，相較於4年前的市長選舉，王金
平也是婉拒擔任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黃昭順的競選主委，但最後接了
競選總督導一職；這次王金平對於楊秋興選舉的介入似乎更加冷淡。

■邱國正。中央社

台北故宮「神品至寶展」6件限展書畫下月將在日本東京博物館展

競選總督導一職；這次王金平對於楊秋興選舉的介入似乎更加冷淡

蘇軾「寒食帖」

「經貿國是會議」倡速通過服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