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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 「入土為安」
，死後被埋葬，死者方得
其所，家屬方覺心安。倘
若屍骸懸而不葬，死者不
能安息，家屬不得安寧。
近日適逢清明節，關於

「兩蔣」移靈事宜又在島內掀起爭議。
目前蔣介石和蔣經國的靈柩分別停放在
桃園縣大溪鎮的慈湖和頭寮，而前些年
原本安排埋葬「兩蔣」的五指山 「國軍」
公墓的蔣陵至今不得其用，民進黨立委
遂要求蔣家對移靈一事明確表態。其實
，蔣家對於遷靈五指山可謂意興闌珊，
如今民進黨方面舊事重提，「兩蔣」移靈
是否會有新進展，兩岸各界頗為關注。

中華民族素有 「樹高千丈，落葉歸
根」的傳統思想。生於斯，葬於斯，人
對故土總有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愫，似與
生俱來般的自然和純樸。尤其對於離鄉
背井的遊子來說，只有落葉歸根、入土
為安才能求得肉體與靈魂的安息。然而
，由於種種原因，一些客死他鄉的人未
能魂歸故土。中國近現代史的兩位名人
─蔣氏父子便是典型例子。

1949 年國民黨敗退至台灣，並誓
言 「光復大陸」。只是光復大計尚未成
功，蔣介石和蔣經國已分別於 1975 年
和 1988 年逝世。但二人的靈柩並未入
土為安，據說是因為蔣經國曾有口頭遺
願，希望父子二人歸葬故鄉浙江奉化溪
口。根據當地習俗，人死在異鄉而又暫
時未能歸葬老家的話，就先進行 「浮厝
」：靈柩離地三寸，在四個角墊高。採
用這樣的殯葬方式，是為了讓子孫能在
不破土刨墳的情況下，輕易地遷葬先人
。目前停放在桃園縣大溪的 「兩蔣」靈
柩便是以 「浮厝」的方式處理。

不過，隨歷史年輪與日俱增，
「光復大陸」終成泡影， 「兩蔣」遺體

的處理方式也備受爭議，後來宋美齡決定兩階段移
靈：先在島內安葬，等兩岸統一後再落葉歸根。於
是蔣家定於 2005 年把 「兩蔣」遷葬位於新北市和
台北市交界的五指山，殊料支持遷葬的蔣方良與長
媳蔣徐乃錦分別於2004和2005年去世，令移靈一
事頓生變故。有蔣家人認為，對於由主張 「台獨」
的扁政府來主持移靈，蔣家覺得極為不妥，因此申
請暫緩處理。若按蔣家的想法，如今國民黨已重新
執政，已無當年的疑慮，是否意味可遷往五指山
？但這些年卻未聽聞蔣家對移靈有新安排，大概是
因為 「一動不如一靜」，移靈畢竟茲事體大，不管
遷於何處，都須從長計議。至於馬政府對 「兩蔣」
移靈也相當低調，除了要尊重家屬意願，其中的經
濟原因更是難言之隱。

自兩岸開放大陸遊客赴台觀光後，具有神秘而
傳奇色彩的 「兩蔣文化」如磁石般吸引了一批又一
批陸客。慈湖陵寢和頭寮陵寢已成為陸客必到的景
點，現在每天到訪這兩地的陸客約有 2500 多人，
關於兩蔣的紀念品經常賣到缺貨。此外，當地還
有兩蔣文化園區、復興鄉蔣公行館，亦可觀看三
軍儀隊操槍，兩蔣陵寢已經成為台灣旅遊業的
重要支柱之一。因此，不管是遷往台北市附近
的五指山 「國軍」公墓，還是送回大陸安葬
， 「兩蔣文化」對陸客的吸引力都會大打
折扣。 「兩蔣」想要入土為安，目前
看來是遙遙無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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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貞昌料受各派夾擊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台北8日消息：被視為 「獨派」 色彩濃厚的 「新

台灣國策智庫」 董事長吳榮義8日下午舉行記者會，正式宣布將領表登記，參選民進
黨黨主席。

陸生投訴在台六大難題
沒有健保不敢看病 抱怨連僑生都不如

73 歲的吳榮義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台灣期貨交易所和證券交易所

董事長等職。
吳榮義在8日的記者會上聲稱他要發起二次創

黨運動，重新點燃黨員的熱情。他表示，參選是為
了使民進黨重新邁向執政。台灣 「獨派大老」辜寬
敏等人當天也出席記者會力挺。

陳唐山暗示蘇貞昌應棄選
由於 「獨派」有多人參選，目前正積極整合力

量。 「台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姚嘉文日前表示，
他出面邀請有意參選的蘇煥智、吳榮義、蔡同榮，
就是希望能整合出一人參選，集中 「獨派」力量。

「獨派」團體 「台灣教授協會」8日在台大校

友會館舉辦 「一國兩區：出賣台灣主權」座談會，
陳唐山答覆媒體詢問相關議題時也表示，有些人選
過 「總統」、 「副總統」，再怎麼選也選不上，應
該放棄，不要再出來。由於蘇貞昌曾擔任謝長廷副
手，參加過2008年大選，又與蔡英文爭奪2012年
大選的黨內出線權，外界認為，陳唐山言下之意是
要蘇貞昌不要參選這次黨主席選舉。

吳釗燮不樂見派系惡鬥
不過出席座談會的前駐美代表吳釗燮受訪表示

，民進黨主席選舉時，應該把黨的路線、組織、發
展等拿出來辯論，民進黨內各勢力的合縱連橫 「若
只是為了防堵另一個人，這不是我樂見的」，民進
黨缺的不是人才，而是欠缺合作。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8日消息： 「如果你把我
當外國人，那陸生應該比照外籍學生可享有健保；如果
你把我當同胞，那我不更該有健保？」就讀於文化大學
歷史系的陸生余澤霖一語道出陸生在台所面臨的最大問
題。余澤霖 19 歲、來自廣州，是文化大學陸生聯誼會
會長，8日下午參加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座談會前說
，他享受在台灣念書的自由學風，也讓他學習從不同角
度認識中國近代史，但在台灣生活面臨六大問題，要是
能重新選擇一次，他會 「更仔細考慮。」

以陸生不能享有健保為例，他說，僑生與外籍學生
在台灣就讀1個學期後就能享有健保，但陸生不行，就
有大陸同學打籃球手脫臼，花了新台幣14000元治療。
他感慨，陸生連僑生都不如，他高喊 「為什麼不能平等
一點看待我們？」

向「行政院副院長」陳情
除健保外，余澤霖指出，像是陸生的工讀及實習機

會、獎學金問題、兩卡問題（手機電話卡及銀行卡）、
證照及執照考試問題和來台手續等問題，他曾整理這六
大問題，當面向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陳情。

下午的座談會陸生踴躍參與討論，彷彿是在台灣生

活快1年後，找到情緒的共同出口般。來自浙江的劉啟
東、目前就讀於銘傳大學財經系，他也對陸生的健保問
題有很大感慨。他說，有1名同學去年剛到台灣時患小
感冒，但怕醫藥費太貴不敢去看醫生，後來變成肺炎，
現在已經回大陸不來台灣念書了。

他最在乎的是陸生無法在台灣實習，因為這是接觸
台灣社會的最好時機，但他卻沒機會融入。他感性地說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他希望在台灣好好學習，雖然現
實上有種種不如意， 「但我們（陸生）不會放棄，只願
前行、不願後退。」

受困「三限六不」政策
另一名在淡江大學念日文系、不願具名的的陸生則

表示，她來台灣前就知道有所謂的 「三限六不」政策，
但就因為以前來台灣玩、曾留下深刻好印象，所以當她
的高中同學已經放暑假，她仍 「無怨無悔」忙辦手續
、要來台灣念書。她說，自己把人生中最黃金的歲月留
在台灣，對台灣應該有更多認同感，但對一塊土地的熱
愛與認同是 「雙向」的，她提到，來台灣讀書是她人生
的一大轉折，但拿到學位後卻不能留在台灣工作，讓她
對未來有些無助、不知是好是壞。

【本報訊】據中通社 8 日消息：
2012年是中國農曆龍年，台灣與其他
華人地區一樣，湧現一股搶生龍寶寶
的熱潮；不過，在寶島內， 「龍子效
應」卻成為 「殺死」455 名女嬰的
「幫兇」！

男女嬰比例失調
台灣衛生署 7 日公布一個驚人數

據，今年首兩個月的新生嬰兒達三萬
多人，但男女嬰兒的比例卻趨失衡狀
態，衛生署推估今年1、2月份全台灣
約有 455 位女嬰被選擇性墮胎，該部
門同日啟動 「守護小龍女」活動，推
廣生男生女一樣好的觀念。

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局長邱淑
媞表示，出生率居於全球低位的台灣
，受龍年生子潮影響，今年首兩個月
的新生嬰兒達 3 萬 5519 人，整體出生
率較去年同期成長19%。

不過，邱淑媞指出，當局留意到
今年男、女嬰比率呈 「不自然規則」
發展，新生嬰兒性別比率已由往年正
常的 1.06（每 100 名新生女嬰，同期

約有 106 名新生男嬰），於去年底到
達 1.079 的高位，創 16 年來最高值，
未料今年首兩個月更上闖 1.088 的歷
史新高位，顯示男、女嬰的出生率正
在失衡，男嬰持續增加而女嬰持續下
降。

打擊「性別篩選」
邱淑媞介紹，今年首兩個月，出

生 男 嬰 人 數 為 18512 人 ， 女 嬰 為
17009 人，參照正常出生比 1.06 計算
，可能有約 3%的懷孕父母會選擇性
別，推算今年首兩個月約有 455 名女
嬰因「嬰兒性別篩選」而被墮胎。健康
局警告，若男、女嬰出生比例失衡的
問題持續，長遠將影響台灣未來的人
口結構。

邱淑媞說，衛生署亦將聯合執法
部門，打擊坊間的非法性別篩選行為
；但三軍總醫院產科主任賴鴻政坦言
，今年適逢龍年， 「確實有不少民眾
期望生個龍子」，加上墮胎分散在不
同醫療院所，認為當局 「要抓不容易
」。

台衛生署籲搶救小龍女
龍子效應兩月殺455女嬰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8日電】正在上海舉行的
2012 台灣名品博覽會也吸引了台灣的醫療美容機
構首次參展，開設 「健康美麗形象區」，以 「健康
、美麗、台灣行」為主軸，欲借赴台個人遊的開放
，特別是今年台灣對大陸開放了觀光醫療簽證，吸
引更多大陸遊客赴台整容、體檢和美容。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黃文榮副秘書長介紹，這次
參與健康醫美形象區的 22 家廠商基本涵蓋了台灣
醫美機構的著名品牌，展示台灣的優質醫療服務，
希望能藉此機會推薦給上海及即將赴海外旅遊的大
陸遊客，讓觀光旅遊行程多一項選擇。

記者現場看到，參展的廠商包括了擁有 9000
張病床、每年患者達到14萬，也是全球唯一擁有3
個美國整形學會獎項的長庚醫院；專攻癌症、重症
治療、微創手術及腎臟醫學的亞東醫院；還有融合
樂活養生理念，正在打造亞洲微創中心的彰濱秀傳
醫院和結合健康檢查及醫療美容服務的三本診所等
等。現場還為觀眾免費提供美容體驗和健康諮詢，

並可以幫助有興趣的遊客量身打造醫療服務台灣遊
行程。

整形實力不亞於韓國
與會的醫療業者介紹，台灣在整形外科領域、

顱顏外科與顯微重建外科擁有全球領先的技術，現
在外界都知道韓國整形有名，其實，每5位韓國整
形醫師當中，就有一個師承台灣。台灣的牙醫、眼
科的專業水平也處在世界前列。而價格方面，台灣
的醫美產業約是歐美的五分之一，也比日本和大陸
便宜。更有專業人士表示，台灣完全有實力打敗韓
國，成為醫學美容的世界首善之地。

另外，為了將台灣精緻醫美遊更快地推薦給大
陸遊客，台灣的衛生主管和台北世貿中心特別與華
航合作，與台北新光醫院、彰化秀傳醫院、高雄義
大醫院等共同推出 「健康美麗精緻旅遊」套裝行程
，協助來自北京、上海及廈門赴台的遊客規劃高質
量的健檢醫美行程。

黃文榮表示，去年已經有100個旅遊團到台灣
進行體檢健檢及醫療美容服務。而隨醫療簽證的
開放，相信今年可增長 300%，達到目標 6 萬人次
到台灣進行醫療服務。

台灣醫療服務業上海搶客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8日消息：向來以財經、
政論節目見長的媒體人陳文茜，從小最大的夢想竟然是
當 「女版小澤征爾（日本指揮家）」，當年考大學的第
一志願是師大音樂系，後來為了 「社會正義」而改考法
律系。才剛過 54 歲生日的陳文茜，今年收到最棒的生
日禮物不是好友為她安排的 「帥哥&重型機車之行」，
而是中廣董事長趙少康送給她的 「音樂DJ」，從4月7
日起在中廣主持 「文茜的Sofa Music/ Sisy's Sofa Music
」節目。

陳文茜娓娓道來她和音樂的淵源說，從小就有很好
的音樂感，曾立志當 「女版小澤征爾」。陳文茜說，考
大學的第一志願是師大音樂系，想要學習作曲。不過，
在填寫志願表的當下，基於對 「社會正義」的嚮往，她
臨時改變第一志願為台大法律系。她笑說， 「這是我的
悲劇。」雖然如此，陳文茜從來沒有離開音樂領域。在
從政之前，她曾擔任 EMI 唱片公司總經理。她最津津
樂道的是簽下與她同是 3 月 25 日生日的香港藝人梁詠
琪。她說 「這個合約改變了 GiGi 的一生」。王菲、張
清芳等天后級歌手也都是在她任內簽下。

陳文茜自嘲， 「當時我的 『社會正義』細胞還沒死
光」。所以當民進黨找上她時，她欣然同意出掌民進黨
文宣部。只是，民進黨搶先公布這項人事令，讓 EMI
高層十分不滿。而轉換跑道後，陳文茜的薪資也立刻從
新台幣 50 萬元遽降為 5 萬元。現在終於如願當上 DJ，
陳文茜說， 「很開心能在54歲時再把音樂找回來。」

【本報訊】據中通社8日報道：在台灣中部，本月
中旬將進入觀賞螢火蟲的最佳時機，苗栗、台中、南投
各地方旅遊部門自7日起，陸續推出當地 「螢火蟲節」
以吸引遊客。據島內媒體8日披露，中部地區縣市在去
年同一時間，憑 「螢火蟲節」吸引 60 萬人次造訪，創
造出6億元（新台幣，下同）的商機，昆蟲專家預期，
台灣中部今年約有300萬隻螢火蟲，料商業價值有增無
減。

台灣大學實驗林昆蟲研究員陳陽發介紹，台灣螢火
蟲種類有60多種，中部就佔了40多種，近年靠民間力
量復育，苗栗、台中、南投等中部山區已成為賞螢黃金
區域，每年3到5月是黑翅螢羽化飛舞的季節，螢火蟲
會在山林間以閃爍光點求偶，整片棲地就有數百、數千
光點，形成螢火蟲海，彷彿進入奇幻世界，成為當地最
佳的旅遊推廣項目。

台中市觀光局長張大春說，每年春天到東勢林場、
軟埤坑、大坑、新社、大雪山的賞螢旅客人次約 20 萬
人；南投每年約 30 萬人次；苗栗每年約 10 萬人次。
「若以每人賞螢消費千元計算，3縣市串成的螢火蟲黃

金區塊，在賞螢季創造6億元商機。」他笑稱，每隻蟲
平均可為台中市貢獻200元的旅遊收益。

位於南投地區的旅館表示，往年3到5月是旅遊淡
季，但這幾年賞螢的外地民眾增加， 「去年這段期間住
房率提高2成，飯店及紀念品收益就增加200萬元。」
而東勢區農會職員趙志豪亦預期，為期兩周的賞螢旺季
可為當地農民帶來大量購買力， 「自從辦賞螢後筆柿乾
每斤可賣到700元，農民增加50、60萬元收入。」

台中螢火蟲節料創6億商機

政論達人陳文茜改行當DJ

▲島內文化大學歷史系的陸生余澤霖抱怨在台
讀書的陸生未能享有與僑生、外籍學生等的相
同待遇 中央社

▲陳唐山8日暗批蘇貞昌不應再參加民進黨主席選舉
中央社

▲受龍子效應影響，島內今年首兩個月約有455名女嬰因 「嬰兒性別篩選」 而
被墮胎 資料圖片

▲陣容強大的台灣醫療美容機構參展團是首次參加台灣
名品展，設立了 「健康美麗形象區」 張帆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