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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面對中國國民黨即將於本月20日舉行全黨代表大會，吳敦

義正式接任黨主席，多家偏藍色光譜的台灣傳媒14日分別發表社論指出，接

任黨主席的吳敦義面對嚴峻考驗和挑戰，但是「令人憂心的是」，吳敦義在

面對挑戰和困難方面，「迄今都看不出得法的應對」；而在兩岸關係發展方

面，輿論更擔憂可能出現「倒退」情況，並警告「小心國民黨有一天會淪為

民進黨的『尾巴黨』」。

台媒憂吳敦義兩岸關係「開倒車」
就任黨魁在即 政綱「去和平化」

李敖女兒嘆台北不及陸三線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當局行政主管部門發言人徐國
勇14日表示，2018年度的總預算沒
有編列「蒙藏委員會」相關預算，
年底前將裁撤，委員會相關業務及
人員移撥至陸委會及文化部門。
綜合台媒報道，蔡英文2016年10

月主持執政決策協調會議，台灣當
局行政主管部門提出兩階段組織改
造的規劃，第一階段處理共識性較
高的部分，其中包括裁撤「蒙藏委
員會」。
徐國勇受訪時表示，「蒙藏委員

會」目前編制49人，規劃其中6人
移撥至陸委會，43人移到文化部門
蒙藏文化中心，相關業務也由這兩
個單位承接。台灣當局行政主管部
門規劃將在8月底送交總預算案到台
灣當局立法主管部門前，會先把廢
止「蒙藏委員會」組織法送去審
議。
有學者直言，在兩岸雙方無共同

政治基礎和互信情況下，事關「一
中原則」架構的任何機構組織的改
變，都可能引起互疑的解讀，裁撤
「蒙藏委員會」，隱含要破壞現
狀，也不脫與蔡當局不承認兩岸同
屬「一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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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受邀世大運開幕式
台中監獄正審核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17台北世界
大學運動會（世大運）將在本月19日登場。台
中監獄14日證實，日前已收到台灣前地區領導
人陳水扁提出的出席世大運開幕式申請，目前仍
在審核評估中，尚無結果。
綜合台媒報道，世大運開幕已進入倒數階段，

門票已銷售一空，而執委會也邀請歷任台北市長
參與，包括陳水扁、馬英九及中國國民黨副主席
郝龍斌，另也邀請現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出
席。
台中監獄副典獄長林順斌表示，監方在上周三

（9日）收到陳水扁提出參與台北市世大運開幕
的申請，扁也附上醫療小組報告，目前全案仍在
審核當中，結果尚未出爐，相關審查會依照保外
就醫受刑人管理規則、陳水扁在2015年1月5日
所簽保證書之應行注意事項的相關規定辦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離別台灣已
經20年的李敖女兒李文，日前悄悄回台定
居，20年沒踏上台灣土地，李文透露，待了
三個星期，對台北的感受是「老」，「舊
了、窮了、沒活力、沒光澤了、土了、臭
了、落伍了」，「這個不是我當年離開的感
覺」。

李文自小在美國長大，2000年初時到北京
定居，但為探望父親李敖以及與台商男友結
婚，她三周前決心返台居住。據《聯合報》
報道，相隔近20年重新踏上台灣這片土地，
李文感慨台灣可以一個字形容，就是
「老」。「台北很多地方連一個大陸的三線
城市都不如，很悲哀，這個不是我當年離開

台北的感覺」，她說要想辦法讓台灣「返老
還童」。

小島情懷重 缺乏國際化
李文還細數台灣優缺，她說，台灣的「優
點是文明程度高、物價低、食物美味，還有
言論自由、網路開放、人情味濃、普遍禮貌

等」，但缺點是缺乏國際化、小家子氣，小
島情懷嚴重。
如今返台的目標是什麼？李文直白說，「現
在我的第二春就是要威懾台灣」。她說，「台
灣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說是『獨立』的、有
言論自由的」，但「真正就是一個沒有什麼國
際化的孤零零的小島」。

《中國時報》14日的社論直言，吳敦義8
月20日即將就任國民黨主席，艱鉅的

考驗正等待着這個百年政黨，也等待着這位新
主席。
眼前即有三大難題橫放在吳敦義面前，一是
選戰佈局，二是兩岸論述，三是黨內團結。而
「令人憂心的是，面對這三大難題，都看不出
吳敦義得法的應對」。
社論指出，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吳敦義還
沒上任，第一把火就把前主席連戰和洪秀柱的
「和平協議」放火燒了。第二，如果連國民黨
的政綱都要「去和平化」，請問，大陸和國民
黨的交往基礎何在？現在綠（民進黨）、紅
（大陸）固然互信全失，但國民黨選戰大敗、
失去政權後，也漸漸失去陸方的尊敬之心，藍
（國民黨）、紅的互信未必穩固，吳敦義這項
起手式讓陸方情何以堪？對國民黨的兩岸關係

處理是加分還是減分呢？
社論更強調，其他如堅持「不統、不獨、不
武」的「三不」和「一中各表」，這些舊酒論
述不是不可，但吳敦義至少該有點創意，找個
新瓶來裝，否則不但顯得這個政黨老邁沒有新
意，也不符合台灣不斷新變的現狀，變成一隻
反覆叨喃的鸚鵡，失去引領社會的話語權。

別把最強項變成最弱項
社論還指出，面對九寨溝強震，蔡英文主動

釋出善意，發推特（Twitter）表示樂意提供各
項必要協助。社論認為，蔡英文此舉能否化消
兩岸僵局，還待觀察。
但吳敦義應把蔡英文釋出的善意當作重大的

「提示」。如果蔡英文都努力地想要向大陸
「示好」，吳敦義卻隱隱然地在兩岸關係上向
陸方「示壞」，小心國民黨有一天會淪為民進

黨的「尾巴黨」。

撫平兩岸不滿成要務
社論最後呼籲，吳敦義應明白，維持和平、

維護友好的兩岸關係，這一直是國民黨有別於
島內其他政黨的最強項，吳敦義千萬別把這個
最強項變成最弱項。在島內兩岸發展的主導性
上，國民黨應有擔當「大龍頭」的氣魄，莫淪
為蔡英文或柯文哲的「小尾巴」。

《中央日報網絡報》14日的社論則指，兩岸
政策一向是國民黨的強項，也是國民黨在選舉
中的利器，但吳敦義的兩岸政策卻飽受質疑，
他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固然與國民黨一
貫立場並無不同，但對岸卻認定吳敦義過於強
調「異」而少談「同」；另外，刪去「和平政
綱」部分，也引起對岸的不滿；今後怎樣使台
灣選民放心又使大陸安心，當然是吳敦義責無
旁貸的工作。

■台灣有輿論指吳敦義的兩岸論述顯得國民黨老邁沒新意。圖為早前兩岸共同合辦的保生大
帝繞境巡安文化節。 資料圖片

1995年出生的魏彩連，母親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小兒麻痹症，喪失了勞動能
力。天有不測風雲。5歲那年，父親患病去
世，家裡的頂樑柱沒了。當時的困境就是家中
無錢，鍋裡沒米。回憶往事，幾乎都是這家拿
點米，那家給點錢。
「吃百家飯」長大的魏彩連告訴記者，隨着
姐妹倆相繼升入鎮上的初中，生活不能自理的
媽媽成了「問題」。

兩姐妹商量後決定，把媽媽帶在身邊，走到
哪裡帶到哪裡。

知識改變命運 少女揮別愁容
2014年，考取了韶關學院醫學院的魏彩連，
入讀臨床醫學專業大專班。魏彩連透露，自己
的讀書問題不僅有國家政策幫扶，可以勤工助
學，在生活上也有深圳熱心市民每個月提供
1,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費。

讓她意外的是，家住新加坡的印尼華僑湯競
興還邀請她去新加坡旅行，鼓勵她要好好學
習，開闊視野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
說起這些溫暖的往事，魏彩連露出幸福滿足的

笑容。今年7月初，魏彩連從韶關學院醫學院臨
床醫學大專畢業，她開心地選擇回到家鄉保安鎮
衛生院當醫生。
在基層當醫生，辛苦自不用多說，但在魏彩連

而言，這份工作不僅給她的家庭帶來了「終於熬

出頭」的全新希望，也能讓她把更好的專業醫療
服務帶回去回饋鄉親。
談及對工作和生活的期待，魏彩連脫口而出

說：「力所能及地幫助和回報更多的人吧。」
頓了頓，她又笑着說：「想買一間房子，不用
太大，能接媽媽進去住就行了。」有熟悉魏彩
連的鄉親表示，當年那個每天為吃住發愁的小
姑娘，如今已變得自信從容，清亮的眼眸裡有
了夢想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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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獲助昔獲助帶病母求帶病母求學學
今學成今學成回家鄉行回家鄉行醫醫

3年前，一篇報道改變了廣東清遠貧困學生魏彩連的人生軌跡。當時，「5歲開

始持家，帶着生病的媽媽去上學」的故事感動了外界，還被廣東省婦聯授予 「廣

東十大孝女」稱號。後來，在外界的關懷幫助下，魏彩連圓了大學夢。如今，她

畢業選擇回到家鄉連州保安鎮衛生院，做一名醫生，用自己的專業所長去回饋曾

經幫過她的鄉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曾當潛海兵 善心繫癌患

水墨名家鄭忠在港義賣《海韻》

香港文匯報訊 用愛心回報社會，用藝術
表達愛心。8月11日，剛剛參加「全球水墨
畫大展」的內地畫家鄭忠，又在香港的星淘
薈萃廊舉辦了「為癌症患者關愛基金公益籌
資」的個人當代水墨畫展覽。
「全球水墨畫大展」近日在香港引起轟

動，在中國畫界也掀起了一陣波瀾。這次
大展吸引了500位在全球享有盛譽的華人
水墨畫畫家參加。

強烈色彩張力 重現自然磅礴
在眾多的參展畫家和作品中，鄭忠的個

人傳奇經歷和獨特的創作風格頗為引人注
目。他17歲入伍做海軍潛水員，曾創造過
海軍工程潛水時間最長的紀錄，海底斑斕
奇幻的世界為他日後創作提供了無盡的素
材和靈感。
國企廠長、絲綢設計師、詩人、書法

家、發明家……儘管做過許多不同的行

業，但酷愛美術的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對繪
畫的研習。
後來，鄭忠考入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深造，

師從吳長江、廣軍教授。上世紀90年代，
《驚蟄》系列版畫橫空問世，以其極度的色
彩張力和深邃的夢幻視覺給人帶來強烈的藝
術震撼，挾裹着宇宙深處的豪邁與奢華，地
殼深處的火熱與激宕，大漠溯野的雄渾與磅
礡在中國的美術界激盪起一股新流。在這之
後，鄭忠又先後創作了《谷音》、《碣石》
系列作品，並在國內外屢屢獲獎，從此奠定
了鄭忠在中國當代抽象水墨畫派的地位。近
年來，鄭忠又創作了《極地》、《海韻》系

列作品，他的藝術探索從「極地」到「海
底」，外延更為廣袤，內涵更為豐富，藝術
手法也日臻完善。
更為可貴的是，在藝術探索成功時，鄭忠開

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回報社會的方式。近年
來，他開始熱心公益事業，他關注到癌症已成
為威脅人類生命的常態，需要喚起全社會對癌
症患者的關愛。因此，在香港「全球水墨畫大
展」結束後，鄭忠決定以他最具特色的《海
韻》系列水墨畫為主，辦一次個人作品公益義
賣展，把所得款項全部捐給中國癌症基金會作
為癌後關愛基金。鄭忠表示，這次義賣展覽將
為他今後的創作注入更深層次的意義。

深港魔術愛好者
有眼福了，匯聚了
眾多國際知名魔術
巨星的拉斯維加斯
魔星秀─The Las
Vegas Magic Star
將由即日起至 17
日，每晚7時半開始
在深圳歡樂谷歡樂
劇場魔幻登場，他
們在世界各地為人

們演出，這一次來到歡樂谷用90分鐘的時間呈
現世界最頂尖的魔術大師們的現代魔術表演。
據悉，來自美國的現代魔術先驅、世界魔

術教父傑夫．麥克布萊德（Jeff McBride）將
帶領一眾閃亮的魔術之星來到中國，獻上
2017拉斯維加斯魔星秀亞洲巡演，他神奇的
表演充滿了神秘氣息，讓你詫異世界上竟有
如此神秘的力量存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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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忠表示，這次義賣展覽將為他今後的創作
注入更深層次的意義。 受訪者供圖

■傑夫．麥克布萊德
（中）將帶領一眾魔術界
巨星，為觀眾獻上拉斯維
加斯魔星秀。 網上圖片

■魏彩連學醫後決定回鄉以自己的專業去回
饋曾經幫過她的鄉親。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魏彩連帶着媽媽求學的故事感動魏彩連帶着媽媽求學的故事感動
了無數人了無數人，，使她獲得使她獲得「「廣東十大孝廣東十大孝
女女」」稱號稱號。。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