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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台北提名無“特別人選”
蔣萬安支持民調初選 駁民進黨“黃袍”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聯合新聞網報道，選戰未啟，謠言四起。
備受外界關注的國民黨“立委”蔣萬安，12 日在黨部參加活動時反駁外界影
射他“黃袍加身”的說法，指這是惡意放話。如果參選台北市長，他一定會
參加初選。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當天也表示，黨內對縣市長提名人選，一定會
公開、公正、公平處理，即使是台北也不會有“特別人選”。

國民黨12日在黨部召開潮T發表會，蔣萬安
帶着兒子蔣得立一同參加；由於蔣萬安是

在等徵召，或是刻意揣測他現在還沒決定是
否投入選舉，是因為在等徵召，這種都是非
常惡劣且不實的傳言。他強調，國民黨對於
未來的選舉，有2人以上表態願意參選，就一
定要透過初選，不應該再有協調、徵召等違
反黨內民主的方式。

否投入台北市長黨內初選，始終引發各界關
注，媒體在發表會後詢問蔣萬安，民進黨秘書
長洪耀福說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最愛的是蔣萬
安，吳為了佈局2020大選，一定會派蔣萬安參
選台北市長。
對此，蔣萬安說，這只是洪耀福的臆
測，國民黨絕對會用公平的機制推出縣市長
候選人，沒有所謂佈局的問題。
現場媒體又問，外界有聲音指蔣萬安在
等“黃袍加身”，對此，蔣萬安則表示，這
都是外界惡意的放話，根本不是事實，目前
就是專注在“立法院”臨時會。
蔣萬安說，他非常不滿外界放話說有人

■國民黨潮 T 發表會 12 日舉行
日舉行，
，圖中為
蔣萬安（
蔣萬安
（中）和他的兒子蔣得立
和他的兒子蔣得立。
。中央社

吳敦義：黨內提名公平公正
至於黨內初選的方式，蔣萬安說，他個
人支持全民調，因為他過去投入“立委”選
舉，也是透過全民調的方式；且透過全民調，
能夠推出符合民意的候選人，以及對於國民黨
來說，才能推出最強的候選人，所以黨中央在
這次的縣市長初選，也定調要用全民調，他認
為這是對的，他支持。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當天前往頭寮蔣經國
陵寢謁陵，他在受訪中指出，黨內對縣市長
提名人選，一定會公開、公正、公平處理。
至於台北市長提名是否有特別人選，他說
“沒有任何這種事”。
至於媒體關於“立法委員”蔣萬安是否

■民進黨在南投市中興新村中興會堂舉辦造勢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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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親民黨主
席宋楚瑜 12 日在“蔣經國秘書報告”新書發
表會上表示，當年民進黨創黨時，第一個向時
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報告狀況的人就是
他，蔣經國見到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抓人不
能解決問題”。宋楚瑜回憶說，蔣經國對黨外
反對人士一向採取容忍與溝通協調的策略，打
不還手，罵不還口，認為衝突沒辦法解決問
題，鬥爭沒辦法帶給人民幸福。
13 日是蔣經國逝世 30 周年，曾擔任蔣經
國秘書達 14 年的宋楚瑜 12 日上午在台北長榮
桂冠酒店舉行“蔣經國秘書報告”新書發表記
者會。宋楚瑜蒐集整理各種歷史文獻並做口述
歷史，將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台灣地區
領導人時期領導的理念、風格與做法，做回顧
與呈現。
宋楚瑜回憶，以前蔣經國都用大碗喝
酒，但等到他追隨蔣經國時，蔣經國已滴酒
不沾。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推動十項革新，如官不修衙、不辦不必要
的公文、不參加不必要的應酬等。

參選台北市長的相關報道，吳敦義談到，任
何人參選一定會經過公平程序，“而且蔣萬
安在媒體上也說，從來沒有說要等候徵
召”，任何人參選一定要經過登記、全民調
等必要的過程，“要出線一定要遵守這個機
制”。

意圖搗“藍” 蔡首個輔選到南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民
進黨意圖進一步擴大在中部的綠色版
圖，黨主席蔡英文 12 日將到南投縣，
為民進黨提名的南投縣長參選人洪國浩
站台。南投縣由國民黨執政，中興新村
更是全縣藍營鐵票區，蔡英文首次下鄉
輔選便直搗“藍中之深藍”，可說具高
度宣示意味。
民進黨南投縣黨部 12 日上午 9 時到
中午 12 時，在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榮北

宋楚瑜憶蔣經國：
他說衝突無法解決問題

路 1 號的中興會堂，舉辦“翻轉南投、
南投躍起三部曲”造勢大會，將邀蔡英
文以黨主席身份出席，與會來賓還有台
中市長林佳龍，並由民進黨黨籍南投縣
長參選人洪國浩說明其施政願景。

民進黨稱“時力”搞民粹
另據報道，上一次選舉還依靠民進
黨這棵“大樹”的“時代力量”，今
次企圖借“勞基法”議題綑綁年底

“九合一”選舉。“時代力量立法院
黨 團 ” 12 日 表 示 ， 將 於 年 底 “ 九 合
一”選舉合併舉行“勞基法”複決，
聲稱這是“捍衛勞權”。事實上，這
樣的選舉議題操作，直指的就是民進
黨的基層票源，因此民進黨“立法院
黨團”總召柯建銘立即現身警告“時
代力量”“不要搞民粹，不要被少數
支持者蒙蔽眼睛，重大法案應回到立
法院論辯”。

“胖達人案”定讞
小S家翁判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藝人
小 S（徐熙娣）丈夫許雅鈞及許父許慶祥等人
被控內線交易案，11 日經台“最高法院”駁
回上訴，許慶祥被判刑 1 年 10 個月、緩刑 4
年，交付保護管束並接受20小時法治教育。
綜合台媒報道，除許慶祥外，涉案被告徐
洵平、姜麗芬分別被判刑 1 年 8 個月、1 年 6 個
月，均緩刑3年，交付保護管束並接受 12小時
法治教育。台“最高法院”亦於 11 日駁回
徐、姜上訴。全案確定。
小 S 丈夫許雅鈞一、二審均獲判無罪，因
檢察官未上訴，已於去年初無罪確定。
據悉，許慶祥等人被控提前得知胖達人
（生技達人公司）2013 年經營虧損、即將更
換董事長，卻在重大消息公開前，大量出脫基
因國際股票避損。判決指出，徐洵平、姜麗芬
夫婦不法獲利11,571元新台幣，許慶祥不法獲
利1,467,466元新台幣。

神州大地

知識融老歌
神曲教生化

“ATP 我高能本領大
我高能本領大，
，各種能量能轉化
各種能量能轉化，
，呼吸鏈氧化是我爸
呼吸鏈氧化是我爸，
，磷酸
磷酸化
化
呀是我媽，
呀是我媽
，爸媽結婚後啊
爸媽結婚後啊，
，才把我生下……
才把我生下……”
”這是新疆石
這是新疆石河子大學生命科
河子大學生命科

■新穎的上課形式增加了學生對生
物化學課的興趣。
物化學課的興趣
。
網上圖片

學學院老師沈軍隊為了給學生講解 ATP
ATP（
（ 三磷酸腺
三磷酸腺苷
苷 ） 化學式
化學式，
， 將豫劇
《誰說女子不如男
誰說女子不如男》
》進行改編而成的一首歌
進行改編而成的一首歌。
。前段時間
前段時間，
，沈軍隊因將自
沈軍隊因將自己
己
演唱生物化學歌的影片傳上網而受到頗多關注
演唱生物化學歌的影片傳上
網而受到頗多關注。
。從 2013
2013年起
年起，
，沈軍隊就開始
嘗試將教材上的生物化學知識點融入老歌，
嘗試將教材上的生物化學知識點融入老歌
，進行改編
進行改編。
。至今
至今，
，他已經改編了
102首
102
首“生化歌
生化歌”，
”，這些歌也成了學生們的複習
這些歌也成了學生們的複習“
“神曲
神曲”。
”。

生物化學 。 在沈軍隊看來
生物化學。
在沈軍隊看來，
， 生物化學的知
識點既多又難記，
識點既多又難記
， 因此沈軍隊一直希望能
將教學內容直觀化。
將教學內容直觀化
。在 2013 年上半年時
年上半年時，
，
沈軍隊有了編寫“
沈軍隊有了編寫
“ 生物化學歌
生物化學歌”
” 的想法
的想法，
，
希望將知識點融入歌曲，
希望將知識點融入歌曲
， 變得更通俗易
懂，並用唱的形式幫助學生記憶
並用唱的形式幫助學生記憶。
。

編一曲耗數天
沈軍隊坦言，剛開始填詞時也挺難
沈軍隊坦言，
剛開始填詞時也挺難。
。在
歌曲選擇上，
歌曲選擇上
，他會盡量選擇一些像
他會盡量選擇一些像《
《打靶歸
來》、《
》、《地道戰
地道戰》
》這樣節奏明快
這樣節奏明快、
、朗朗上口
的老歌。
的老歌
。選好歌曲後
選好歌曲後，
，沈軍隊找了個
沈軍隊找了個“
“笨辦

■澎湃新聞

法”填詞
填詞。“
。“為了壓某種韻我就把壓這個韻
為了壓某種韻我就把壓這個韻
的所有（相關知識點的
的所有（
相關知識點的）
）字都寫下來擺在我
面前，
面前
，看哪個字合適編進這句歌
看哪個字合適編進這句歌。”
。”
沈軍隊說，
沈軍隊說
， 編一首歌一般要耗費好幾
天，有時候編不下去
有時候編不下去，
，他就出去找人下象棋
找找靈感，
找找靈感
，調整自己
調整自己。“
。“錄製一首歌最少也
錄製一首歌最少也
得五遍以上。
得五遍以上
。 有個歌叫
有個歌叫《
《 蛋白質分選之
歌》，
》，錄了十幾遍
錄了十幾遍。
。因為它比較長
因為它比較長，
，唱的過
程中容易出錯，
程中容易出錯
，而且心裡也緊張
而且心裡也緊張。”
。”

學生幫製“MV”
為了讓學生感受更直觀、形象
為了讓學生感受更直觀、
形象，
，沈軍隊
找學生幫忙給每首歌都製成影片。
找學生幫忙給每首歌都製成影片
。影片裡有
歌詞、
歌詞
、相關知識點的圖表以及演示的動畫
相關知識點的圖表以及演示的動畫。
。

中國數字出版交易平台建設紹興啟動
中國百家名社數字出版物交易平台戰略
合作圓桌會議暨“中國近代文獻保護工程”
推進儀式日前在浙江紹興舉行，來自全國各
地50餘家出版社和圖書館負責人等120餘人
出席會議，籌劃建立一個全國數字出版交易
平台。
該平台整合全國出版社、圖書館資
源，建立一個數字出版物交易平台，並以此
平台建設一個行業銷售聯盟，共同促進行業
良性發展。浙江越生文化傳媒控股集團董事
長壽林芬表示，“中國近代文獻保護工程”
將是平台聯盟啟動的第一個項目，交易平台
將以圖書館為主要營銷方向，預期目標到

2018 年掀起合作 60 到 100 家出版社，能夠
供給 300 家圖書館，銷售 360 萬冊。到 2020
年能夠實現 1,000 家圖書館的供給，上線銷
售1,200萬冊電子書的總量。
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馬國倉
表示，2017 全國數字出版營業收入達到
6,978 億元人民幣，“水大魚大”，數字出
版規模增速令行業興奮。據統計，目前全國
共有 500 餘家出版社，每年生產大量電子圖
書。圖書館內電子圖書的占比，也從原先的
3:7 變為現在的 7:3，數字出版領域前景廣
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紹興報道

梅花婆婆 織清香

大學畢業後，
， 23 歲的沈軍隊被分配
從大學畢業後
到新疆石河子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

庭院寒梅製精品

■沈軍隊希
望透過將知
識點融入歌
曲，使生物
化學變得更
通俗易懂。
通俗易懂
。
網上圖片

﹁
而這些動畫素材都是沈軍隊花了多年時間挑
選、積累的
積累的。“
。“去年
去年44 月到
月到77 月，學生花了
學生花了33
個月幫忙把 102 首歌都製作了出來
首歌都製作了出來，
，然後我
就把它都全部傳到了網上，
就把它都全部傳到了網上
， 分享給其他老
師。”
因為這種新穎的“
因為這種新穎的
“演”課形式
課形式，
，石河子

大學生命技術專業大二學生雷海也對生物化
學課產生了更多的興趣。
學課產生了更多的興趣
。漸漸地
漸漸地，
，生物化學
歌成了沈軍隊的學生學習生物化學的一大利
器。沈軍隊的學生侯明才坦言
沈軍隊的學生侯明才坦言：“
：“102
102 首歌
雖然有點多，
雖然有點多
，但比整本六七百頁的生化書強
太多了。”
太多了
。”

北航博導性騷擾學生 被取消教師資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1 月 11 日深夜在其
官方微博發佈消息稱，針對該校教師陳小
武被實名舉報，學校本着高度負責、實事
求是的態度，認真細緻地開展了調查核實
工作。現已查明，陳小武存在對學生的性
騷擾行為。
北航表示，陳小武的行為嚴重違背了
教師的職業道德和行為規範，造成了惡劣
的社會影響。根據國家和學校相關規定，
經研究決定，撤銷陳小武研究生院常務副
院長職務，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撤銷
其教師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
2018年首日，華裔女學者羅茜茜實名

舉報了12年前作為她博士生副導師、現北
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
小武，稱陳小武曾對她及另外 6 名女性學
生進行過性騷擾。
1 月 12 日，羅茜茜回應稱，母校的通
報，意料之中又突如其來，這一份等待與
期待沒有被辜負。
1972年出生的陳小武，此前在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從事虛擬現實、圖形圖像、可
視計算、智能計算、人機交互、增強現
實、數據驅動等研究，並從事研究生、博
士生教學工作。
■中新社

在 四
川成都幸
福聯合四
組 20 號門
前，一位
兩鬢斑白
的老太太
坐在一張
竹椅上銷
售梅花。
老人戴着
一副老花
■陳秀清在暖陽下笑靨如 眼 鏡 ， 一
花。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針 一 線 地
穿着梅花項鏈。這位老人名叫陳秀清，
今年 86 歲，被遊客譽為最美的“梅花婆
婆”。老人說，雖然自己年紀大了，但
是能憑雙手做出大家喜愛的花朵製品，
覺得十分開心。
陳秀清的攤位前擺放着一束束綁紮
好的梅花，還有項鏈、香囊等梅花系列
製品。“這些梅花採自自家院落，不花
成本，因此價格便宜。”陳秀清說，一
串梅花項鏈才賣3元（人民幣，下同），
香囊5元兩個，梅花10元1束，“生意好
時一天能掙上百元，最差也能賣三四十
元。”老人身體硬朗、耳聰目明，只要
有遊客前來，不管生意成不成，她總是
笑臉相迎。“老奶奶樂觀、善良，也很
不容易。”現場見到，許多遊客懷着這
樣的心情，向老人表達濃濃的愛意。

﹂

“活着就該幹活”

陳秀清的 3 個孩子早已成人成家，
有的當教師、有的當工人，陳秀清由 3
個兒子輪流照顧衣食無憂。“一輩子就
是幹農活的命，覺得人活着就應該幹
活。”陳秀清說，孩子們總是勸她好好
休息頤養天年，但她卻閒不住。
“前兩天，還來了兩位外國遊客，
由於沒帶現金要用手機支付，而我卻不
懂，於是便失去了這筆生意。”陳秀清
有些遺憾地說，她只會接打電話，不會
使用微信，“不過還是有很多客人，總
是想方設法湊些零錢照顧生意，讓我十
分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陳秀清的產品大受遊客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