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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宇佳

國台辦：蔡言論帶台入危險境地
暴露民進黨配合西方反華勢力遏制大陸險惡用心

責大陸所謂「文攻武嚇、外交打壓」，並反覆闡述所謂「安全」問題，放言
稱台灣不會「貿然升高對抗」，也不會「屈從退讓」。國台辦 10 日晚回應指
出，台灣當局領導人的講話充斥着「兩國論」分裂謬論和針對大陸的對抗思
維，暴露出配合西方反華勢力遏制大陸的險惡用心。如此充滿敵意的挑釁言
論，進一步證明民進黨當局是兩岸衝突的製造者，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
只會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將台灣帶向更加危險的境地。

事實，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改變不了的。
任何挾洋自重、升高對立、妄圖破壞兩岸關
係、改變台灣地位的分裂圖謀和行徑，只能
自取其辱，絕不可能得逞。

「甩鍋」嫁禍大陸
此間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蔡在演講中
用含糊其辭、模棱兩可的方式對大陸含沙射
影、指桑罵槐，將其所謂安全的某些責任
「甩鍋」嫁禍大陸，實為民進黨 11 月份的選
舉埋伏筆。「此演講是兩岸關係的負能量，
對已經冰冷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他說，
「這更進一步證明，民進黨當局是麻煩的製
造者，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破壞者。」
知名涉台專家、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松嶺表示，蔡英文的全篇演講中，用
「中國」指稱大陸，一方面本身已經違反了
台灣當局的有關規定，具有違法性；另一方

面表明，民進黨當局在兩岸關係政治定位上
已經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全面走向「一邊一
國」（主張台灣、大陸不屬同一國家）。他
續指，民進黨上台兩年，民眾怨聲載道，蔡
英文妄圖通過「甩鍋」方式，借演講轉移焦
點、轉移矛盾，嫁禍大陸，趁機為 11 月份的
選舉替民進黨開脫不利因素。但是，他強
調，從上台至今，蔡英文當局說一套做一
■蔡英文（前）「雙十談話」充斥「兩國論」分裂謬論。
中央社
套，言行不一，表面上說要維持現狀，實際
上在一步一步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好 鑿，一定嚴辦到底」等含沙射影的言論，配 當 所 謂 『 棋 手 』 ， 製 造 事 端 ， 火 中 取
局面。
栗。」
合美國副總統彭斯對大陸進行無端指責。
他認為，此演講是兩岸關係的負能量，對
對此，朱松嶺指出，蔡英文此演講不僅站
挾洋自重變本加厲
在西方陣營的角度攻擊大陸，藉以跟西方國 已經冰冷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只能拉抬兩
蔡英文在演講中對「公開譴責陸方打壓台 家拉近關係，妄圖在國際關係大舞台中渾水 岸緊張程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他續指，
灣外交」的美國、「和台灣共享民主價值」 摸魚，加快推進「台獨」進程，同時還試圖 這更加證明，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除了單
的日本，以及「肯定台灣民主制度」的歐洲 為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借兩岸關係製 方面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之
議會等諸多「友邦」的支持表達了感謝之 造事端埋下伏筆。「蔡不斷感謝美日歐的聲 外，還在不斷鼓動兩岸的敵意，引導兩岸民
情，並用「如果有國家在台灣製造散佈假消 援，意味着民進黨當局在挾洋自重的老路上 意對抗，煽動兩岸進一步對立，破壞兩岸交
息、非法竊取科技情報、企圖用各種方式介 更進一步變本加厲。」他說，「又妄圖在國 流發展，「這在兩岸關係中釋放出了危險的
入選舉、干擾政治運作的行為，只要罪證確 際格局變動、中美貿易爭端的驚濤駭浪中充 信號，台灣當局必須承擔全部責任。」

不回頭 蔡英文注定孤獨
去年，民進黨當局給
「雙十」活動設定的主題
是「2017一起更好」。一
年過去，台灣更好了嗎？在這份所謂「不走
回頭路」的講話稿中，蔡英文表達了在「台
獨」路上不妥協不退讓一條路走到黑的「堅
持」。
在這份足足比去年多出千字篇幅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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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蔡英文點名感謝三位「友邦」元首，卻
難以掩飾兩年丟掉五個「友邦」的尷尬。去
年「雙十」還是座上賓的洪都拉斯，今次沒
有代表出席，在上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
也一反常態未有發表任何「挺台」言論。
「朋友圈」越來越小，蔡英文還堅稱「不走
回頭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半年度世界經濟

展望報告中，台灣的經濟增長預期在「亞洲
四小龍」裡墊底。面對美國挑起的貿易單邊
主義對台商產業帶來的威脅，蔡英文不但不
發聲指責，還在講話裡表達對美國國會通過
的「友台法案」的感謝。在台灣當局看來，
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大概只是給了當局力推
的「新南向政策」一個很好的推廣理由。與
獲得美國的支持相比，台商的憂心，產業的
前景，都不那麼重要了。
一年過去，島內的對立撕裂沒有緩和跡
象，民進黨別有用心推動降低「公投」門

檻，為島內政局埋下不定時炸彈。近一個月
時間，已經陸續有7項「公投」案成案，並有
6 件將綑綁 11 月選舉。民進黨標榜「轉型正
義」，對在野黨進行政治打壓追殺，蔡英文
卻標榜此為「改革陣痛」，自我塑造「天將
降大任」的英雄形象，甚是可笑。
「當世界看見台灣的美好，台灣就不會孤
獨。」蔡英文這樣說。台灣是全中國人民的
美麗寶島，台灣當然永遠不會孤獨。但蔡英
文一意孤行鼓吹「台獨」，同路人必然越來
越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

病句別字有歧義
范冰冰致歉信變反面教材
范冰冰
致歉信變反面教材
國慶長假期間，范冰冰在微博上
發佈了逃稅致歉信。然而，杭州二
中的邱老師發現信裡語病不少，正
為高三學生複習基礎知識的他決定
將之作為一道改錯題帶到課室，讓
學生們來挑挑骨頭。於是這封被眾
多網友吐槽的致歉信，在長假後竟
成為高中生的改錯例題。
■浙江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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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配在台受限很多
陸配在台受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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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配則在大陸完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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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婚姻，30 年河
東，30 年河西。台灣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
進會會長鍾錦 12 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透露，這 3 個月來他甚至接到 4 通電話
詢問「如何放棄台灣戶籍，想要一家回
大陸」的案例，這是以前他都不曾聽過
的。有嫁到大陸的台灣新娘接受香港文
匯報採訪時說，媽媽這幾年總是交代自
己沒事不用回台灣，因為「亂糟糟」。
與夫君在福州生活的台灣配偶蔡小姐
是台灣基隆人，她說以前家裡總是擔心
這個擔心那個。這幾年媽媽都說：「沒
事別回來，台灣亂糟糟的，我去看你好
了。」蔡小姐稱，陸配在台灣生活，與
她作為台配在大陸生活，兩種狀態有極
大反差。「陸配在台受限很多，不能隨
時工作；而我在大陸則完全自由，相反
還有很多對台胞的福利優惠，處處受到
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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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中大篇幅指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指出，大陸和台灣同
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理

台女北嫁 媽媽囑「台灣亂糟糟沒事別回來」

台 海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邱老師的語文課因為這道改錯題，
9日特別精彩，效率也超高。

學生眼光更利 發掘更多錯處
他一亮出題目，學生們起先有點意外，然後
立刻興奮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封信。沒花幾
分鐘，邱老師事先發現的10處錯誤，就都被學
生們找了出來，還有些學生提出了一些他也沒
有發現的錯誤。
關於信中的語病，邱老師提到單是信末一個
句子就有兩處錯誤，例如原文的「再次向社
會，向一直支持我的影迷，向關愛我的朋友家
人真誠的說一句，對不起！」，邱老師就指
出，「朋友家人」有歧義，可被理解為「朋友
的家人」，應改為「家人和朋友」；「真誠的
說一句」也出現別字，應改成「真誠地說一
■范冰冰的致歉信成為杭州二中學生的改錯
句」。
例題。
網上圖片

日常有錯無妨 公文出醜礙眼

這是較真嗎？課後，邱老師還和學生們討論
了是否需要重視病句的問題。
雖然有學生認為如果說的話或寫的文字可以
表達出心中所想，那麼表達中存在一些病句也

「打死不去台灣住」

結婚後就一直在大陸居住的何先生，
妻子是貴州人，現在他們在廈門開店。
何先生坦言，兩岸關係現在這麼緊張，
台灣各行各業都在衰退，旅遊業、電子
產業都很不景氣，薪資還維持在 2000 年
水平，留在台灣沒有未來啊。
他稱，自己的表弟在大陸讀大學後也
留在青島工作，女朋友就是青島人。
「他女朋友就說打死也不去台灣居
住。」
陸配、台灣中國生產黨主席盧月香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早年上世紀八九
十年代，台灣經濟、生活好，大陸人羨
慕寶島的生活，很多女子通過各種渠道
爭着想嫁到台灣。但近 15 年來，隨着大
陸經濟崛起，大陸的國際地位和形象不
斷提升，這樣的局面已發生明顯變化。
「特別是近兩年，至少有一半以上兩
岸婚姻的陸配根本就不想拿台灣身份
證。結婚可以，但不去台灣居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故宮北院區動土
文物醫院修藏品
「故宮博物院北院區項目」10 日正式啟
動。預計2020年完成文物醫院建設，2022
年6月有望整體開放，每年預計將接待300
萬觀眾。屆時，將設 35,000 平方米的文物
展廳，展示文物數量超過故宮本院。據故
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介紹，故宮博物院北
院區最重要的功能是文物保護修復中心，
用以解決大型文物因場地局限而長期無法
得到搶救性保護和有效展示的問題。

的系列展覽。
對於故宮博物院北院區的選址，故宮博
物館院長單霽翔表示，從歷史上看，皇宮
在紫禁城之外尋找發展空間，大多選擇在
西北郊地區，例如著名的「三山五園」均
在今日海淀區範圍內，此次故宮博物院北
院區的選址也秉承了這一傳統。

秉承園林選址傳統

故宮博物院北院區內還將形成故宮文物
修復和安全保護的平台及中心，為故宮博
物院提供更先進安全的文物周轉儲藏空
間，提供更完善的學術研究設施，為廣大
觀眾提供更先進、舒適的文化享受等公共
服務。同時會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技能
展示給觀眾，使社會公眾可以參觀文物藏
品保護修復的過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據介紹，故宮博物院北院區項目建設地
點位於北京市海淀區西北旺鎮西玉河村範
圍內，是「平安故宮」工程的核心組成部
分，總建築面積102,000平方米。目前，該
項目正式開展現場地質勘查和考古勘探。
文物展廳展出文物數量，將數倍於故宮博
物院目前展出文物的數量，組成主題鮮明

公開展示修復技巧

無可厚非。但邱老師認為，病句在日常的口語
或隨筆中存在的確沒有太大問題，可如果病句
出現在像應用文這樣運用於正式場合的文章中
就不合適了。他想借此事告訴學生們，學好語
文很重要。

致 歉 信 部 分 錯 誤
原文

修改

■最近一段時間，我經歷了從未有過的痛苦、煎
熬，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反省，我對自己的所
作所為深感羞愧、內疚，在這裡我向大家誠懇
道歉！

■ 有贅字（既然是「致歉
信」，刪去「反思」，保
留「反省」即可）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應該遵紀守法，起到社會和
行業的模範帶頭作用，不應在經濟利益面前，喪
失自我約束，放鬆管理，以致違法失守。

■ 欠賓語（缺少賓語中心
語，應改為「喪失自我約
束的能力」）

■對稅務機關調查後，依法作出的一系列處罰決
定，我完全接受，我將按照稅務部門的最終處罰
決定，盡全力克服一切困難，籌措資金、補繳稅
款、繳納罰款。

■ 錯標點（第一個「，」使用
不妥，應去掉；「我完全接
受，」的「，」則應改為
「。」作斷句之用）

■故宮北院區效果圖
故宮北院區效果圖。
。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古代需抗頑疾
華南人基因免疫力更強
新一期美國《細胞》雜誌日前刊登了中
國研究人員領導的國際團隊所做、迄今最
大規模的中國人基因組測序和分析。中國
團隊的主要參與者華大集團10日在深圳國
家基因庫發佈詳細研究成果。研究揭示了
中國南北方6大遺傳差異，顯示南方人免疫
力更強。
據介紹，此次研究除漢族外還覆蓋了 36
個少數民族。研究小組在基因頻率上發現

明顯的南北差異，充分展現了環境因素對
中國人群的演化所起到的選擇作用。
比如，與機體免疫功能相關的基因 CR1
呈現了南方富集的現象，因為古代中國南
方被稱為南蠻瘴氣之地，自然環境惡劣，
病原微生物尤其是瘧疾盛行，因此對生存
於該地區的人在免疫力方面有較高的要
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