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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學者叫囂不用台語文創作可恥

京籲警惕借方言散布台獨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11 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指出，要警惕有人利用方言散布
「台獨」 主張。台灣作家黃春明去年演講時因被他人批評 「台灣作家不用台語文創作可恥
」 而發生言語衝突，被告上法庭，日前被以公然侮辱罪判罰。台灣和大陸都有作家對台灣
法官的判決感到不可思議。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台灣媒體 11 日消息：
對於黃春明一案，范麗青 11 日表示， 「對這一案件
本身，我不評論。」但她表示，眾所周知，台灣是
閩南方言區，閩南話也是中國話的一種。我們要警
惕有人利用方言來散布 「
台獨」主張。

黃春明回罵被判罰 1 萬元

▲作家黃春明因演講時遭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
教授蔣為文抗議而爆粗口，而被判罰款。圖為黃
春明獲邀為一株已枯死的百年樟樹寫詩紀念
中央社

黃春明去年 5 月應邀到台灣文學館演講時，成功
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蔣為文到場舉大字報抗議，
批評黃春明不用台語文創作是 「可恥」。黃春明當
時兩度衝下台理論，還激動到脫掉外衣作勢要打蔣
為文，更口出 「五字經」及比中指，罵蔣為文是
「會叫的野獸」，稍後被工作人員拉開。
蔣為文去年 11 月向台南地方法院提起自訴，指
控黃春明公然侮辱，法院於 4 月 2 日判決黃春明罰金
1 萬元、緩刑 2 年。法官鄭銘仁認為黃春明在當天的
演講會場罵了蔣為文 2 次，依照一罪一罰的概念，各
判決 6000 元罰金，但鄭銘仁在撰寫判決主文時，未
說明是兩次犯罪行為，只寫 「黃春明犯公然侮辱罪
，處罰金新台幣 1 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 1000

元折算 1 日、緩刑 2 年」。
對於有媒體報道指承審法官鄭銘仁對黃春明案
的判決認錯，台南地方法院行政庭長吳勇輝強調，
法官判決的理由沒有錯，只是因撰寫判決主文時的
確有疏忽，法院會商請檢方主動提上訴。
黃春明表示，對方斷章取義提告，相當討厭，
不想再浪費時間在這個人身上，判就判了，算自己
吃虧。

一中原則下可談國際空間
此外，正在非洲訪問的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日
前在旅途中談及兩岸關係及台灣的 「國際空間」問
題。馬提到，兩岸關係讓台灣的國際空間變大，但
目前對於國際活動仍感到有諸多限制，認為還有不
少改善空間。在 11 日的國台辦記者會上，有島內媒
體據此要求范麗青回應。
范麗青指出，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
，在不造成 「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的前提下
，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
這是我們（大陸方面）的一貫立場」。
對於有記者重提馬英九出訪非洲過境印度一事
，范麗青表示 「這個問題日前已經回答過」，國台
辦另一位發言人楊毅，在馬英九過境當天（北京時
間 4 月 8 日）對事件做出簡單回應： 「據我們了解，
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停留。」

台經貿社團可登陸設辦事處

王毅赴美進行工作訪問
此外，范麗青還發布了國台辦主任王毅今起開
始對美國進行例行工作訪問的消息。據介紹，赴美
期間王毅將會見美國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同智庫
的專家學者座談交流，並看望旅美台胞。
至於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進展，范麗青表

示國台辦積極支持推動這一機制的建立。希望雙方
盡早溝通，盡早取得成果。國台辦支持廈門在兩岸
交流中 「先行先試」，將有利於促進兩岸經貿金融
方面的合作交流。

經合會月底台灣舉行
范麗青介紹，兩會領導人第八次會談應該在上
半年舉行，但具體的時間、地點，都有待兩會協商
確定。此外，根據 ECFA 有關 「兩岸經合會每半年召
開一次例會」的規定，經合會的第 3 次例會擬於 4 月
的中下旬在台灣召開，具體的時間、地點，由雙方
協商確定。

重慶投資環境不會改變
在回答有關重慶市委領導班子調整後，台商在
當地的權益問題時，范麗青強調，重慶的投資環境
不會有任何改變，台商在重慶的投資前景是廣闊的
。就台灣當局宣布 「金門大橋」將於下個月正式動
工的消息，范麗青表示大陸方面也很高興，認為將
有利於促進更多的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她表示，凡
是有利於台灣經濟建設，有利於兩岸民眾交流的事
，國台辦都支持。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兩岸經濟合作
委員會已就經貿社團互設辦事機構事宜達成原則
共識
中新社

蘇貞昌參選黨魁 談兩岸被批空洞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 11 日報道：11
日是民進黨黨主席改選開放登記第三天，民進黨中央
非常熱鬧，先是上午 9 時，打着粉紅色系領帶的蘇貞
昌在夫人詹秀齡陪同下，繳交 150 萬登記費，正式登
記參選黨主席。接續 11 時，前「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
在「台獨大老」
辜寬敏的陪同下成為第三位登記參選。

兩岸應以對話代替對抗
蘇貞昌 11 日上午完成參選登記後發表參選聲明
，他強調，新任黨主席最重要的工作是整合民進黨的
戰力，要奮力打贏 2014 年的地方大選，這樣才能為
民進黨未來重返 「中央」執政，奠下勝利的基礎。
蘇貞昌並提出兩岸關係的最新主張，他說，民進
黨要積極自信的與中國（大陸）交往互動，讓中國完
整的了解台灣，民進黨更要了解中國，用對話代替對
抗，用互動追求互利互惠，促成共存共榮。

黨員嘲「有說等於沒說」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主任劉世忠說，蘇貞昌掌
握台灣主流價值；不過，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吳子
嘉說，延續空洞論調。他說，蘇貞昌數十年從政資歷
中，從不曾對兩岸問題發表過關鍵發言，當兩岸面臨
重大轉折時，蘇貞昌從不曾主動發表過任何談話，總
習慣性躲閃，提出一套看似 「
合乎中道理性」，其實
「
有說等於沒說」。
對於民進黨世代交替的聲浪，蘇貞昌則以一貫自
嘲的語氣，巧妙化解這個尷尬困境，他說，自己是建
黨 18 人工作小組之一，也是第一屆中常委，從黨外
、組黨、奮鬥到現在，已經 31 年，頭髮是更少了，
但經驗卻更豐富了，雖然已經不是組黨時的少年家，
但心中的熱情，有增無減，更不忘初衷。
為爭取黨員選票，蘇貞昌說，26 年前，在戒嚴

、國民黨高壓下，創建了民進黨，26 年來，曾經在
街頭衝撞，曾在政府服務，體會過執政的光榮、艱難
，也經歷過失去人民信任的挫折與愧疚。一路走來，
他與民進黨共成長，他對民進黨有無法割捨的情感，
無論成功或失敗，一直都和民進黨站在一起。

「獨派」吳榮義登記參選
上午 11 時， 「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吳榮義
在 「
獨派」大老辜寬敏陪同下登記參選，吳榮義隨後
發表聲明表示，登記參選是他一生的榮耀，這幾天朋
友對他打氣，讓他很有信心，他希望這次選舉是公平

競爭，而不是鬥爭。
吳榮義指出，這次黨主席改選至今登記已有三位
參選，報載可能有更多人，他希望這次選舉是公平競
爭，而不是鬥爭。他還表示，他的選舉主軸是要推動
二次創黨運動，要找回民進黨創黨精神，發揚民主法
治、維持台灣的主體性。
至於陪同吳榮義登記參選的 「
獨派」大老辜寬敏
則表示，他當然是看好吳榮義，不然不會陪他到處跑
。對於多人競爭的局面，辜寬敏說，不管是 5 個、10
個，最後也是選 1 個，最重要的是那個人，不是說多
少人來選。

許信良將參戰 綠黨魁料五搶一

▲前 「行政院副院長」 吳榮義（右）11 日前往民進
黨中央黨部，登記參選民進黨主席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 11 日報道：11 日上午，前
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前立委莊碩漢陪同之下，來到
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辦公室，雙方會談約 50 分鐘，
據轉述，蔡英文在會晤中對於許信良將參選黨主席
，給予祝福。也希望許信良的豐富思考，能為民進
黨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會晤結束後，蔡英文辦公室向外轉述表示，會
談的氣氛融洽，許信良推崇蔡英文是黨內的資產，
蔡英文對於許信良將參選黨主席給予祝福，並希望
許信良在競選的過程中，着重在公共議題的討論，
並討論黨未來的改革方向，讓黨主席的選舉過程具
有實質的意義，同時能為民進黨帶來耳目一新的感
覺。

媒體報道，外界預期，許信良最遲周五辦理登
記參選手續。另外，前立委蔡同榮也將 於 12 日 下
午 在 「立 法 院 」召 開 記 者 會 宣 布 參 選 黨 主 席 ， 至
於登記時間可能是 13 日。
民進黨此次主席改選將於 5 月 27 日舉行，登記
參選則從 9 日開始到 13 日止，截至 11 日中午，已完
成參選登記的包括蘇煥智、蘇貞昌及吳榮義 3 人，
預料再加上許信良、蔡同榮 2 人，這次民進黨主席
改選將呈現 5 搶 1 的熱絡局面，5 月中旬將舉行 1 場
電視辯論會。據透露，民進黨現有效黨員數為 16 萬
2900 多人，以投票率 5 成估計，要贏得主席寶座至
少要拿下 4 萬餘票。

【本報訊】據中央社北京 11 日消息：台旅會徵求陸客
旅遊達人來台個人遊的名單 11 日揭曉，共從 435 組 870 人中
選出 30 組 60 人。這 60 人將可獲贈來回機票及人民幣 5600
元零用金，但每天須在微博上發布在台遊記。
這項名為 「悠遊台灣個人遊（自由行），百萬獎金大
放送」的活動由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舉辦，3 月初開
放報名，經過甄選得出上述結果。
台旅會北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表示，報名期間每天都
有不少大陸民眾以網路及電話詢問活動詳情。報名截止前 3
天，有網友甚至在深夜 11 時來電詢問，更有人凌晨 3 時來
信要求修改報名資料。他說，報名者中年紀最大的是 75 歲
的老人，最年輕的還不到 18 歲，並包括情侶、閨中密友、
老朋友、雙胞胎姐妹、爺爺奶奶、上班族、文藝青年等類
型的大陸民眾。
依照規定，獲選陸客須在 5 月底前完成來台個人遊，即
可獲贈來回機票及 5600 元零用金（約新台幣 26000 元）。在
台期間，每天須在微博上發布在台遊記，包括 5 張照片，且
須整理成 1 則搭配 200 字紀錄的影音或照片集錦。獲選陸客
旅遊結束後一周內，還須繳交 1500 字以上的旅遊心得、至
少 30 張照片，以及 2 分鐘以上的影片。
台旅會將聘請專家評審獲選者製作的遊記，最高獎金
為每組 10 萬元，銀牌、銅牌獎分別為 3 萬及 2 萬元。另有最
高網路人氣獎，獎金 3 萬元。

廈金航線夜航周日試行
兩岸同胞往來全天候
【本報記者李珊廈門 11 日電】廈金航線夜航初定於 4
月 15 日試運行，每晚 7 時航班從金門水頭和廈門東渡海峽郵
輪中心同時起航對開，航程約為一小時。該航線將經過一個
月的試運行，在此基礎上，再確定正式開通方案。
據了解，開通夜航是很多在大陸台商以及金門人多年的
期盼。同樣，廈門旅行社對廈金航線開通夜航也非常歡迎。
目前大陸僅有廈門可開展外省籍遊客赴金一日遊，遊客都想
延長在金門的逗留時間。
金門縣長李沃士上任後，向台灣方面提議增開夜航船班
， 「提供台商、觀光團等往返兩岸便利，增加客運量及金門
旅遊商機。」經常往來於廈金航線的台商聽說開通夜航，無
不感到欣喜，在廈經商的台商陳先生說： 「天氣熱起來，晚
上的航班更涼快啊！」
金門居民許金龍說， 「『夜間小三通』一開航，我們豈
不是可以晚上來廈門逛中山路了！」他說，廈金一日生活圈
已經逐漸形成，不少金門人都在廈門購置了房產。對他們來
說，有了夜航，到廈門就更方便。

民進黨主席
熱門人選蘇貞昌
昨天正式登記參
選。相較於其他
競爭對手一早就
敲鑼打鼓似地表明參選意願，蘇貞昌可
謂 「猶抱琵琶半遮臉」，直到最後一刻
才露真章。其實在一眾參選人中，其勝
算最大，但行事卻最低調，主要是不想
「見光死」。由此可見，蘇貞昌對這次
黨魁選舉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決心，不容
許出一丁點兒差錯，即使實力最強，也
不招搖囂張，以免落下話柄。
俗話說 「天意弄人」，多年來蘇貞
昌在民進黨內是數一數二、獨當一面的
﹁
實力派人物：曾任屏東縣長、台北縣長
（現新北市），有豐富的地方管治經驗
；也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熟悉黨內事務
運作；還擔任過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的 「行政院長」。眼看離 「總統府」
只有一步之遙，只是天不從人願，蘇貞
昌每次 「衝頂」，都以失敗告終。2008
年大選期間，已擔任過兩屆領導人的陳
水扁即將 「退位」，民進黨內第一把交
椅終於騰空，號稱 「四大天王」的蘇貞
﹂
昌、謝長廷、呂秀蓮和游錫堃奪搶民進
黨 「總統候選人」的出線權。論實力，
蘇謝均在呂游之上，而蘇謝之間則是不
相伯仲。但謝長廷因 2006 年 「挺身而出
」角逐台北市長，為民進黨啃下一根難
咽的骨頭，在選舉中雖敗猶榮、人氣大
增，遂挾 「人和」之利擊敗了蘇貞昌。
2012 年 大 選 期 間 ， 謝 長 廷 礙 於 四 年 前
「退 出 政 壇 」 的 承 諾 ， 未 再 參 與 黨 內
「總統」初選，蘇系人馬以為 「守得雲
開見月明」，殊料時任黨主席的蔡英文
迅速崛起，以一個百分點的差距勝出，
蘇貞昌與 「總統」大選擦肩而過。
這些年蘇貞昌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似有一股永不放棄的勁頭。無奈歲月
不饒人，他今年已 65 高齡，4 年後更年
近 7 旬，可謂已到了政治生命的終結點。
因此，今後 4 年是其政治生涯最後一博的
關鍵時期，倘若再功敗垂成，即使他不
願告老還鄉，黨內的中生代也不會再買
他的帳了。而這次的黨主席選舉則是蘇
貞昌準備第三次 「衝頂」的 「熱身運動
」。雖然掌握黨權並不意味着將來就十拿九穩地成為
黨的 「總統候選人」，但至少可佔領優勢地形，訂立
有利自己的遊戲規則，安插和部署自己的親信幕僚。
年前蔡英文以 「新人之姿」戰勝在政壇打滾多年的蘇
貞昌，亦是同樣的道理。誠然，黨主席也是一份吃力
不討好的差事，尤其民進黨的兩岸路線面臨轉型之際
，紛爭四起，不易整合。但面對人生的最後衝刺，蘇
貞昌別無選擇，正是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
整合成功，固然是錦上添花；反之，大不了鞠躬下台
，亦無不妥。
樹大招風。實力雄厚的蘇貞昌在選舉起跑前已成
為各派系狙擊的焦點。儘管蘇貞昌 「彈藥充足」，但
為了營造團結氛圍，向黨員展現自己的凝聚力，正式
宣布參選前，分別與 「舊恨」謝長廷和 「新仇」蔡英
文會面。尤其為了化解 「獨派」疑慮，三年來首次去
監獄探扁。雖然這些會面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但
足現蘇系布局嚴密和求勝心切。
外界預料蘇貞昌應能在這次黨主席選舉中勝
出。不過，蘇貞昌倘若想更上一層樓，進軍
2016 年大選，則真正的考驗還是要拿出符
合兩岸和平發展趨勢的主張，否則不過如
謝長廷、蔡英文一樣，竹籃打水一
場空。

朱穗怡

◀前 「行政
院長」 蘇貞
昌（右）11 日
偕同夫人詹
秀齡（左），
前往民進黨
中央黨部，
登記參選民
進黨主席
中央社

台旅會選出60陸客
寫赴台遊記獎旅費

蘇貞昌的 最後一春 ？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 11 日電】國台辦例行新聞
發布會 11 日舉行。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兩岸經濟合
作委員會已就兩岸經貿社團互設辦事機構事宜達成
原則共識。目前，大陸相關管理辦法的行政審批程
序已基本完成，即將對外發布。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范麗青介紹，推動兩岸經
貿社團互設辦事機構是 ECFA 關於加強兩岸經濟合作
的重要內容之一。兩岸經貿社團互設辦事機構將為
兩岸企業的交流合作、共同發展起到牽線搭橋和提
供便利的作用。兩岸經貿社團互設辦事機構管理辦
法發布後，台灣的經貿社團可以依據這個管理辦法
來向大陸業務主管部門提出設立辦事處的申請。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高長在台北表示，經濟部規
劃將會有 1、2 家機構到大陸設 4、5 個點，掛牌時間
應由經濟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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