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客救活台二手書店

老兵30年背上百同鄉骨灰歸葬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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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蔣介石的書統統包起來！」 台北
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傅月庵說，開放大
陸旅客自由行後，二手書行業也突然水漲
船高，原本在台灣書市乏人問津的二手舊
書，受到大陸書迷的熱捧，有次該店打烊
前，一名陸客說要買書，問他要買什麼？
他回答說： 「店裡頭跟蔣介石有關的書籍
，我全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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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兩岸重
量級學者齊聚高
雄 ， 在 第 二 屆
「愛與和平論壇

」上圍繞民主這
一主題進行了熱

烈的討論。一直以來，兩岸在經貿、文
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交流頗為熱絡
和密切，卻鮮少觸及敏感議題的探討和
研究。這次兩岸學界暢談民主，外界既
感新鮮，又覺好奇。

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認為中國
大陸只談經濟建設，諱言民主人權。尤
其在台灣，不少人覺得 「專制的大陸」
與 「民主的台灣」就像水和油，不可能
混合在一起。不過，最近多位大陸學者
在島內就民主議題暢所欲言，不僅讓島
內民眾耳目一新，更加深了他們對大陸
民主進程的了解。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
可平說，沒有政治改革，大陸無法成就
經濟發展，民主與法治都是好的東西，
大陸不但要以法治國，更要以法治黨；
很多人誤以為中國改革開放只是經濟奇
迹，其實這是不了解大陸，包括政治、
文化、社會都有改革，民主有很多突破
性進展，若沒有民主政治進步，他也無
法赴台參加會議。俞可平一席話雖不致
於讓台灣民眾在一夜之間對大陸的民主
發展徹底改觀，但至少應可消除部分人
關於 「大陸害怕民主」的誤解。更值得
關注的是，俞可平向島內傳遞了一個清
晰的信息：大陸也和台灣一樣，正在努
力推動民主，民主是兩岸人民的共同追
求。

對於大陸民主時程，兩岸學者有較
一致的看法。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
克禮指出，民主有多種形式，重點是要
按照中國國情去推動， 「如果搞快是會
翻船的」。島內前 「國安會秘書長」蘇
起也認為，大陸民主化過程必定緩慢，
而且需要摸索，過程是曲折和反覆的，
台灣要了解大陸民主發展的複雜性，不
能簡單、一廂情願地看待大陸的民主。
不過，對於大陸民主發展前景，有台灣
學者表示不樂觀，而俞可平則是充滿信
心。儘管意見不同、觀點尖銳，但雙方
都抱着一顆寬容的心，體現了 「求同存
異」的理性立場和友善態度。

第一屆 「愛與和平論壇」於去年在
台北舉行，當時兩岸學者首度公開討論
民主，已受到媒體高度關注，今年則進
一步探討大陸民主發展，而且又是在

「綠油油」的高雄舉行，亦備受矚目。兩岸交流與合
作的區域從經貿、文教等非敏感議題漸漸過渡到像民
主一類的政治議題，足見兩岸氣氛之融洽，台海局勢
之穩定。

兩岸這些年簽署了16項協議，雖有助於增進互信
，但要真正拉近兩岸的距離，就不能不觸及到深層次
的政治議題。但兩岸畢竟擁有不同的政治體制，倘若
未做好充分準備就進入實質協商，只怕會事倍功半。
因此，可由兩岸學界扮演 「先鋒」：凝聚共識，消除
分歧，作好鋪墊。2009年在台北舉行的 「兩岸一甲
子學術研討會」便具有這樣的 「二軌」功能。而
近兩年的 「愛與和平論壇」不僅起到類似作用
，更有助於讓島內民眾了解大陸的民主發
展和成果，可謂一舉兩得。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報道：大陸豪客 「買
空」一家二手書店的故事，近來經常在台灣的二手
書市場中發生。大陸旅客來台，不只狂掃精品、鳳
梨酥，二手書近來也成為採購熱門目標，不少原本
生意清淡的舊書店因此得救。

赴台個人遊開方便之門
「大陸人不怕貴，就怕你沒有好東西！」舊香

居第三代經營者吳雅慧指出，該店以擁有大量珍本
與字畫藝術聞名，自陸客赴台個人遊開通後， 「一
星期有四、五天都在服務陸客，他們帶着大筆現金
將珍本圖錄一箱箱買走。」

吳雅慧說，大陸藏書家凡是 「今生來不及參與
」的都想搜集，曾有陸客帶10萬元現金，直接到舊
香居搶貨，甚至 「亮出身份」，表明自己是某某重
要人物， 「但他們不是為了殺價，是希望你拿好貨
給他」。吳雅慧曾聽聞豪氣的陸客，每月花百萬元
買數量龐大的文史書籍，讓台灣舊書店直接運至對
岸。

據牯嶺街元老舊書店 「人文書舍」表示，大陸
書迷最喜文史類與字畫藝術類的珍品，特別偏好清
代、宋代作品， 「但凡清末民初之前的書都受對岸
喜愛，精裝本至大陸價格可翻兩倍。」

「炒風」吹高二手書價錢
曾遇上 「逢蔣必買」陸客的茉莉二手書店，該

店執行總監傅月庵說，台灣是華文世界最大的正體
字出版地區，許多翻譯書籍更是先在台灣出版，其
中二手書店因為有價差，更加吸引大陸出版人及教

授學者前來尋寶。他說，大陸歷經 「文革」，不少
絕版文史古籍、台灣文史都在當時的大陸遭受破壞
，更使台灣地區的藏品在今日水漲船高，加上近年
大陸經濟強大，全民瘋狂收藏。傅月庵坦承，珍貴
二手書的價錢越喊越高，當中確有 「炒風」，但認
為這就是市場機制， 「而且書籍就是要流通，不需
計較流到何處」。同樣愛逛舊書店的作家舒國治則
認為，會被炒作的書，未必是愛書人想看的書，而
是有錢人想要的書， 「不衝突即可」。

據傅月庵介紹，如故宮畫冊及香港老雜誌，這
些愛書人未必有興趣，但是部分大陸圖書炒家的
「搜購對象」，因為這些書在大陸可以漲價幾十倍

， 「例如香港作家董橋的《小風景》，第一版因為
是限量精裝，在大陸已經炒到上千元人民幣。」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連鎖書店及網
絡書店當道，獨立書店每年以百家的數量不斷歇業

，但各具特色的二手書店反而活得有聲有色，2008
年以來始終維持在170家上下。

台灣舊書文化歷史悠久
台灣舊書文化源起於日據時代台北佐久間町

（今牯嶺街），本為總督府宿舍區，高等文官聚集
，戰後遭遣返的日本人就地擺攤，將古董、藏書低
價出售，成了舊書攤的雛形。1949 年後，國民黨軍
公教人員遷入，舊書來源更充分，牯嶺街為中心，
發展到鄰近的福州街、廈門街及南海路。那時舊書
成為知識流通的重要媒介，全盛期聚集了100多家攤
商。

1974 年台北市政府將牯嶺街舊書攤移到光華商
場，但已逐漸沒落。 「舊書店是勞力密集的工作，
又要收書、又要整理，許多老人家做不動了，就把
攤位租出去。」傅月庵說，光華商場拆除後，舊書
攤四散，近年才又以台師大為中心，形成另一個市
集。

擺脫「簡陋」印象換新裝
「台灣賣舊書的風氣不盛，舊書店全都面臨書

源不足的問題，各家店反而因此各有自己的特色。
」傅月庵說，老闆們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收書，也
都各有收書管道及合作對象，讓逛二手書店充滿挖

寶樂趣。
在一般的印象中，二手書店 「髒、亂、沒有分

類、書難找、幾乎沒什麼服務」，但為擺脫過去
「簡陋」的刻板印象，島內的二手書店近年也以多

元化、風格化的方式經營。茉莉書店則是一個典型
例子。它的台中店坐落在鬧區，在二手書店中這是
相當大的規模。設計典雅、溫馨，雖在地下室，但
沒有壓迫感，給人的感覺是心情放鬆。書架、展台
、座椅等設施都是全新。

價錢便宜服務貼心
圖書的分類有序，有文學、藝術、哲學、歷史

、經濟、工具書、青春文學、漫畫等幾十個類別。
這裡二手書整體有七成新以上，有相當一部分達九
成新。每本書定價為原價的3到6折。發現一個有趣
的現象，在特價每本40元、20元、10元的特惠區域
，人氣很旺，看來特價策略是書業吸引人氣的有效
法寶。

茉莉書店提倡環保，這個理念也確實在這得到
實踐。店內很少有紙本宣傳DM，而是透過電子郵件
發送給讀者。讀者如需要紙袋裝書，書店提供讀者
捐助的二手紙袋。如果購買二手書後對書的衛生擔
心，還可以在紫外線消毒箱裡殺菌。這些貼心服務
的細節，也難怪可以得到讀者的認可和支持。

舊書店新理念 買書猶如淘寶

【本報訊】據中通社 10 日報道：來自山東菏澤
縣、在台灣定居60多年的高秉涵，近30年來已背過
上百個同鄉的骨灰回大陸落葉歸根，最近還應1位素
未謀面的北京女士所求，把其客死異鄉的父親骨灰
帶回大陸。高秉涵的義舉感動許多人，新北市民政
局為協助他尋找老鄉骨灰，決定開辦代尋服務，幫
助更多人完成心願。

78 歲的高秉涵，14 歲在大陸被抓去當兵，上世
紀 40 年代末跟着 200 多位同鄉弟兄轉到台灣，後來
半工半讀成為律師。當初一起赴台的同伴逐漸凋零
，年齡最小的他被推選為 「菏澤旅台同鄉會」會長

，負責背大家的骨灰回老家。 「當年要是沒有他們
拚命拖着我跑、躲炮彈我早就死了，把骨灰運回老
家，我責無旁貸啊！」高秉涵操着濃濃的山東腔說
，台灣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 30 多年來，他背了 100
多個同鄉骨灰回大陸，最高紀錄一次帶了7個骨灰。

高秉涵幫夥伴完成 「落葉歸根」心願的故事為
台灣、大陸媒體廣泛報道，甚至有大陸的出版社將
他的故事撰寫成《回家》一書並拍攝成電視劇，兩
年前在台灣發行繁體版。北京一名 53 歲女子魯勵平
，去年看到這本書後，立即寫信給高秉涵，希望幫
忙把客死異鄉的父親王海亭骨灰帶回，素昧平生的

高秉涵回信一口答應。
高秉涵說，由於魯勵平從母姓，而骨灰提領必

須確認關係才能進行；為了證明兩人的親子關係，
他不辭辛苦奔波1年多，才得到領取骨灰的同意函，
在新北市樹林忠靈祠，取出王海亭老先生的骨灰，
搭機送回北京，完成其生前遺願。高秉涵表示，他
沒見過魯勵平，但感受到對方的誠意和孝心，所以
願意成全她。

新北市民政局長陳嘉興得知高秉涵的故事後，
也要求同事規劃開辦老榮民骨灰安放處的代尋服務
，簡化相關流程，讓更多民眾順利找到已故親人。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0 日消息：台 「國防
部」10 日說，對於報道有關台灣研發新型反艦飛彈
內容， 「國防部」一貫立場是不作評論。 「國防部」
軍事發言人羅紹和受訪說，建構 「固若磐石」的 「國
防」武力，貫徹 「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軍事戰略構
想，是島內既定的 「國防」政策，以達成預防戰爭、
確保安全的目標。

台 「國防部」 不評論
美國 「國防新聞」（Defense News）10日報道

，台灣計劃研發射程更遠的反艦飛彈，可能是雄三飛
彈的 「加長射程版」；但報道又引述台 「國防部」不
具名消息指出，台灣並未進行研發新型飛彈的計劃。

由島內中山科學研究院自行研發生產的雄風三型
超音速反艦飛彈，於 2007 年首度亮相，2009 年台北
「國防」展中，以航空母艦剋星為名公開展示，去年

6月中旬在東南海域試射。
雄三飛彈體積比中國大陸同級飛彈小，以噴射推

進引擎導引，射程達150公里，對台海戰術應用十分
重要，外界相當關切雄三的部署計劃。

「國防新聞」報道指出，台灣備有各式反艦飛彈
，可由潛艇、艦艇、海岸防衛要塞及戰機發射；目的
是為正確瞄準中國大陸艦艇及沿岸軍事設施的長程計
劃，並有能力反制大陸的軍事威脅。

報道同時提及，上世紀 80 年代從荷蘭購置的海
龍與海虎2艘劍龍級潛艦，已經在左營海軍軍港進行
改裝工程，裝配 2008 年由美國購入的魚叉反艦飛彈
（UGM-84L），屆時潛艦將可由水中發射反艦飛
彈。

有分析指出，屆時海軍影響力將可擴及海南島至
廣東汕頭海域，反艦作戰可在重要港口外進行，提升
海軍策略運用與戰力層次。

美媒：台擬研新型反艦飛彈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0日消息：發表在國際期刊
的台灣研究指出，台灣人罹患尿道癌和腎臟癌的比例，高
於西方國家，大約6成和服用中草藥的馬兜鈴酸有關，因為
馬兜鈴酸會造成抑癌基因的特殊變異。

「國家科學院學報」的這項研究顯示，台灣人罹患泌
尿道癌和腎臟癌的病例，是不常食用馬兜鈴植物的西方國
家的4倍。此研究第一作者、台大醫院泌尿部主治醫師陳忠
信10日表示，在蒐集到151個案例中，有97例都能在癌細
胞上找到馬兜鈴酸的代謝產物，進一步更發現其中83%出現
TP53抑癌基因的特殊突變。

翻開文獻，比利時曾發生大量食用含馬兜鈴酸的草本
減肥藥造成腎病變案例，歐洲巴爾幹半島民眾的泌尿道癌
，主要是馬兜鈴植物混入小麥；在台灣，大約1/3的泌尿道
上皮癌與馬兜鈴中草藥有關，有學者發現服用超過60毫克
含馬兜鈴酸的關木通，癌症風險顯著增加。

台已禁用含馬兜鈴酸中藥材
含馬兜鈴酸中藥材，包括廣防己、關木通、青木香、

天仙藤及馬兜鈴等，主要用於清熱、利濕、通經絡的藥方
中。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委黃林煌指出，衛生署在 2003
年禁用含馬兜鈴酸中藥材，包括廣防己、關木通、青木香
、天仙藤及馬兜鈴等。

陳忠信指出，不清楚台灣人吃多少、用多久的馬兜鈴
中草藥，才會引起癌症；相信禁用令實施後，這類泌尿道
癌症案例，會愈來愈少見。

服用馬兜鈴易罹尿道癌

【本報訊】據中新社佛山10日消息：廣東佛山警方10
日上午舉行新聞發布會稱，該市警方與台灣警方聯手破獲電
信詐騙大案，破獲案件50多宗，共抓獲犯罪嫌疑人27名，
涉案金額達670萬元人民幣。

佛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羅樂10 日向媒體介紹
了兩宗典型案例，2011年9月8日，佛山市民丁某接到冒充
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電話，稱其銀行存款為犯罪贓款，要求
丁某按其要求進行操作，最終被騙120多萬元。2011年9月
15 日，林某同樣接到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電話，要求
林某將銀行現金匯入所謂 「安全帳戶」，被騙去380萬元。

粵台聯手破獲電信詐騙大案

▲台灣的二手書店乾淨整潔。圖為讀者在二手書
店 「舊香居」 內品味閱讀樂趣。 資料圖片

▲關於蔣介石的書籍頗受大陸書迷追捧。圖為台
灣知名傳記作家、蔣氏家族傳記權威王豐於
2006年推出新書《蔣介石死亡之謎》 資料圖片

▲台軍裝置在軍艦上的反艦飛彈 「雄三」 的發射
裝置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10日消息：台灣 「內政部」兒童
局的統計資料發現，台灣在2011年內，平均每七天就有一
名兒童死於家庭暴力的虐待，其中兩成多甚至不到六歲。
關注受虐兒童問題的民間組織家扶基金會9日表示，兒童受
虐的方式有高達4成為身體虐待，而8成的施暴者是家長。
家扶基金會社工處長翁慧圓憂慮地說，家長不當管教可能
起因於親職教育和知識的不足；另外，父母早年受虐經驗
對兒童虐待也會有直接的影響作用。許多兒童因受虐而處
於負面情緒，造成其面對壓力也慣以暴力解決，不斷複製
暴力。

七成受虐兒慘死家長手中

▲香港作家董橋的《小風景》第一版因為是限▲香港作家董橋的《小風景》第一版因為是限
量精裝，深受大陸收藏者歡迎量精裝，深受大陸收藏者歡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