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國新聞台海新聞 菲律賓版■責任編輯：黃潤強 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今年82歲的天
津西青精武鎮村
民劉繼椿，從60

年前開始記錄村史，
從未間斷，至今已整
理了3萬字的村史。
劉繼椿從小上過私

塾，因為識字，從上
世紀50年代起就在村
裡擔任文書、會計工
作，並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同時，他還走街串戶，收集素材，
村裡的大小事情都有記錄，積累了上百萬字的資料。退休後的20
多年裡，他根據過去的「史料」和自己的記錄，用蠅頭小楷精心
整理了3萬字的村史。
這本村史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寫起，到新中國成立後開墾荒

地、建水站、分新房，再到改革開放後搞合資、辦企業，到如今
的宅基地換房、城鎮化改革等等，一一被錄入其中。為了讓後人
看得懂，記住歷史，他還自己動手製作了各種當年用過的傳統農
具的微縮模型，如犁車、水車、風箱、耬、碾子、磨，等等，拍
成照片，收入村史，圖文並茂，一目瞭然。

■記者達明天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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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出版三種新書
滬市民冒雨緬懷

一代文豪巴金誕辰110周年 學童刻葫蘆 民間藝術入課堂
「我從小喜歡畫

畫，現在更喜歡把畫
刻在葫蘆上。這是刻

的黃河鐵橋，我要把蘭州美
景全部刻在葫蘆上。」六年
級的韓雪兒一邊刻葫蘆一
邊對記者說。在蘭州市城關
區一隻船小學學生的課桌上
擺滿了各種葫蘆，該校把蘭
州本土民間藝術「刻葫蘆」納入教學體系，在嘗試與探索中已走過
了10年，這種課程在全省乃至全國都是唯一的。
為了更好地開展刻葫蘆課程，該校專門編撰了葫蘆雕刻教材，

並邀請蘭州葫蘆微雕大師江永前先生前往協助教學。「我刻葫蘆
的手藝是祖傳的，眼看很多民間藝術面臨失傳，現在學校將民間
藝術納入教學很有意義，我當然全力支持。」江永前說。
除刻葫蘆外，該小學還將管樂、合唱、書法、國畫、兒童畫、
圍棋等多項傳統藝術納入教學體系。在甘肅省教育廳日前公示的
首批200所「快樂校園」示範校名單中，該小學名列其中。

■記者許亞飛蘭州報道

香港文滙報訊 25日是作家巴金誕辰110周年，四川出版界新出版了《巴金選集》、《巴金

家族史考略》、《四爸巴金》三種圖書，以表達對巴金的緬懷之情。據新華社報道，這三種圖

書由四川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多家出版社於今年完成編纂後出版。其中，10

卷本《巴金選集》的內容是巴金生前親自選定的。

《巴金選集》中收錄了廣為讀者所喜愛的多部巴金代表
作，如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會專制制

度罪惡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巴金生
前曾說：「我把它當作我的『後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
思做好它。」「我在給自己下結論。這十卷選集就是我的結
論。這裡面有我幾十年的腳印。」
至於由巴金的侄子李致所著的《四爸巴金》，則記錄了李致

與巴老七十多年的交往。
書中的回憶文章情深意切，樸實感人，使人從中看到巴金做

人、做事、做文的高尚人品。《巴金家族史考略》的出版，則
填補了巴金家族史研究的空白。

市民冒雨緬懷大師
25日一早，不少上海市民冒雨前往位於武康路113號的巴金
故居，緬懷這位文學巨匠。巴金故居由一棟主樓、兩棟輔樓和
一個花園組成，巴金先生從1955年5月遷入，住了整整50年，
他在這裡創作了《團圓》、《隨想錄》等長篇小說和優秀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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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繼椿老人和他編寫的村史。
網上圖片

■小學生在學習刻葫蘆。
記者許亞飛 攝

■圖為新出版發行
的《巴金選集》。

中新社

巴金簡歷
巴金（1904年-2005年）是中國

近現代著名作家、翻譯家、出版家
和社會活動家。原名李堯棠，1904
年11月25日生於四川成都。他擅
長以「三部曲」的形式表現波瀾壯
闊的社會現實，其「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膾炙人口，文
字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產生了重
大的社會影響。
1978年「文革」結束後，巴金以

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識分子在20世紀
所走過的道路和教訓，並以個人為
解剖對象，寫作了五卷《隨想
錄》，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
訓，被文化界譽為「一部說真話的
大書」。
巴金於1977年起任中國作家協

會主席，直至逝世達28年之久。
2003年11月25日，國務院授予巴
金「人民作家」榮譽稱號。巴金於
2005年在上海辭世，享年101歲。

■不少上海市民前往巴金故居緬
懷這位文學巨匠。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
「九合一」選舉進入倒數3天。原本「基本盤」
藍大於綠的台北市，國民黨籍參選人連勝文選
情卻始終難以提振。學者預估連勝文與柯文哲
之間票差約在10萬票。

根據往年經驗，北市選區投票率約為7成的情
況下，藍營的支持率在55%上下，20%左右的堅
定選票為藍營的「基本盤」。廈門大學台灣研
究院政治研究所陳先才副所長認為，「基本
盤」是連勝文是否勝選的關鍵，「但目前看
來，這個原先屬於藍營的『鐵盤』，正在『生
銹』」。

藍「基本盤」生銹
陳先才表示，藍「基本盤」迄今為止仍有兩

到三成的選民沒有表態，「所謂的眷村和深藍
票倉都沒有保住，就更不用說淺藍和中間選民
了」。在他看來，基本盤選票沒有被催出來，
很大程度是因為目前國民黨執政成效不利的大
環境所致。因此主打避免藍綠對決的柯文哲，
只需獲得中間選民的投票，即可贏得大勢。

陳先才續指，若國民黨失守台北，柯文哲的
無黨籍身份將是他未來施政面臨的最大考驗，
「少數執政的環境，對柯文哲在推動台北施政
方面壓力重重。未來他是否能打破藍綠界限，
善用人才，全在一念之間」。

陳先才指出，對於柯文哲來說，選舉結束可
能才意味着一切的開始。如果獲勝，在執政團
隊的選擇上，他必須踐行自己所提出的打破藍
綠結構的選舉理念。若沿用綠營的政務和事務
官，那麼在台北議會席位明顯藍多於綠的情況
下，便會形成某種衝突，對其施政極為不利。

對此，台灣時事評論員、《美麗島電子報》
副董事長吳子嘉則表現得更悲觀，他認為，柯文哲執政對台
北發展只能是「悲劇一場」。他說，雖然無黨籍參選人有執
政的歷史，但都具有其他政黨背景，「比如花蓮縣長傅崑萁
就是親民黨背景，相當於是泛藍背景。
但台北市不同於花蓮，要面對國際、兩
岸的影響，因此很難想像柯文哲當選

後，在台北市的政府架構和運行機
制上如何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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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晚報》及中央社報道，無黨籍台北市長候
選人柯文哲25日被媒體問及對「九二共識」的看法時，未有明確表
態，但認為兩岸在務實交流中，「不太容易擦槍走火」。
柯文哲說，他不反對服貿，也不反對貨貿，但他反對「黑箱」。
若能當選，台北跟上海城市論壇「馬照跑，舞照跳，繼續進行」，
在互相認識、互相尊重和互相合作的原則下，讓交流繼續深化，這
是他目前對兩岸關係的態度。
柯文哲說，大陸將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不管台灣喜歡與否，都
必須與之交流，但如何在交流中維持主體性，才是真正的問題。
柯文哲又指，他尊重大陸對兩岸議題的看法，由於習近平作風務
實，對台灣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因此兩岸在互相了解基礎上，
「不太容易擦槍走火」。

柯文哲：若當選
滬台「馬照跑舞照跳」

張志軍：關注「九合一」選情
重申「九二共識」屬兩岸基礎 台媒誤當對柯放話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25
日在北京揭牌，張志

軍出席並致辭。會後他被
台媒追問是否關心台灣選
情時表示，「我們國台辦
同仁們都是一直在關注台
灣『九合一』選舉的選
情，但是結果要到周六晚

上才能出來，我們都期待看這個結果。」

國台辦：從不評論特定候選人
張志軍表示，各界都希望兩岸關係繼續向前發展，不論
島內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台灣主流民意還是希望兩岸關係
繼續保持和平發展的勢頭，因為這種發展，通過過去6年
的實踐，給民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台海保持了和
平穩定，也給社會各界帶來了程度不同的利益，「這樣的
趨勢，我想不會有人去反對，想去逆轉。」 張志軍稱，
「所以我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景，我是樂觀的。」
在回答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是否與大陸有對話
基礎時，張志軍說，「上海和台北是一直保持良好的交流
合作關係，這個問題只能到選舉完了以後來看。」
有台媒問張志軍，大陸方面是否希望聽到柯文哲親自
承認「九二共識」？張志軍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

關係的基礎，「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認同九二共識，作為
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以確保兩岸關係繼續向前發
展。」
不過當天活動結束後，有台媒即報道指張志軍盼柯文哲
承認「九二共識」。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5日晚重
申張志軍日間談話內容，並向媒體澄清指，「我們從不對
台灣特定候選人發表評論」。

清華台研院成立 鄭立中任院長
另外，據中新社報道，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由海協會常
務副會長鄭立中出任院長。張志軍表示，希望清華台研院
搭建好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合作的平台，在工作中更加關注
兩岸民生、貼近島內實際；針對兩岸貿易投資便利化、產
業合作模式、中小企業與基層民眾交流等方面進行具有前
瞻性、引領性的研究，積極開展與台研究機構、業界、青
年等的交流與合作。
鄭立中表示，清華台灣研究所升格為台灣研究院後，將
主要圍繞理論深化、實踐創新、人才培養和制度建設等四
個方面進行工作，「力爭把研究院建設成服務國家對台工
作大局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和高水平綜合性的台灣研究
院」。
據悉，清華台研院前身為1999年成立的清華大學台灣研

究所，前任所長為海協會原副會長劉震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九合一」地方選舉周六投票，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25日在北京回應媒體提問時表示，國

台辦一直關注台灣選情；他並強調對兩岸關

係發展前景樂觀，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

礎是「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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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中通社報道，台灣鴻海董事
長郭台銘日前親到台中力挺市長胡志強，並承諾擴大投
資後，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25日早宣佈辭去
「立委」職務，全力衝刺競選。競逐連任的胡志強表
示，林初選通過時就該辭職，在選前不到一周辭去「立
委」，會被外界認為選情告急。有國民黨籍台中市議員
則批評林佳龍此舉是「矯情騙票」。
林佳龍25日早聯同民進黨彰化縣長候選人魏明谷與南
投縣長候選人李文忠召開記者會，除了力推台中、彰

化、南投共同生活圈的政見外，林佳龍和魏明谷也宣
佈，立即辭去「立委」職務，全力衝刺競選。
林佳龍說，爭取的不是縣市長的席次，而是中台灣發
展的一席之地，爭取讓中彰投三縣市全力執政。
對於林佳龍、魏明谷辭「立委」拚選舉，胡志強競選

總部表示尊重有關決定。
胡志強則表示，林佳龍早就應該辭「立委」，初選通
過時就該辭去職務，在選前不到一周辭去「立委」，會
被外界認為選情告急。

國民黨彰化縣長候選人林滄敏則表示，尊重自己對選
民的誠信，不會輕言辭職。林滄敏指出，選上縣長，
「立委」職務就自動失效了，質疑哪需要趕在選前幾天
辭職。
國民黨爭取連任的台中市議員洪嘉鴻、李中及10多名里

長25日開記者會，批評林佳龍是因選情緊繃才趕緊辭「立
委」，看似破釜沉舟、下定決心，但明顯就是「選前分贓、
矯情騙票」，企圖擾亂市長選情，並稱林「未來絕對不可
能專心擔任台中市長」，呼籲市民不要被騙。

林佳龍辭「立委」藍斥矯情騙票
■張志軍（左）和鄭立中共同揭牌。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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