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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主席
選舉登記展開，
標誌着該黨新一
輪的權力爭鬥正
式拉開序幕，早

前謠言四起、混沌不明的局勢也隨着參選
人一一浮出水面而漸趨明朗。截至目前，
已有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前 「行政院長」
蘇貞昌、前 「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完成
參選登記，前立委蔡同榮和前民進黨主席
許信良可望在今天趕搭 「尾班車」。

綠營黨魁戰出現多人角逐的 「群雄並
立」態勢，足見權力誘惑之大。不過，民
進黨第一把交椅看似風光，但坐者忐忑，
因其首要任務是要思索如何調整兩岸路線
。2008 年大選馬英九大勝謝長廷二百多
萬票，不少人認為民進黨主要是受扁案拖
累。其實，當時扁政府 「積極管理，有效
開放」的兩岸政策嚴重阻礙兩岸經貿往來
，島內民眾早已怨聲四起，遂把希望放在
國民黨身上。往後四年馬英九果然不負眾
望，兩岸關係突飛猛進，但民進黨卻原地
踏步，死守 「台獨」黨綱，結果今年再次
飲恨大選。顯然，調整兩岸路線對民進黨
而言已是迫在眉睫，倘若再不痛改前非，
「萬年在野」並非笑話。因此，兩岸主張

也成為外界對這次民進黨主席選舉最為關
注的焦點之一。

今屆參選黨魁者的兩岸主張可歸納為
三條路線。蘇貞昌和蘇煥智同屬中間路線
，主張溫和，代表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主
流看法。蘇貞昌說，從 「台灣共識」出發
，用對話代替對抗，用互動追求互利互惠
，促成共存共榮。據說，蘇貞昌關於兩岸
關係的演講稿經過多次修改，但如今看來
不過是老調重彈。尤其是 「台灣共識」，
在今年大選中已被證明不可行。而且兩岸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在 「九二共識」的
前提下恢復協商，以對話代替對抗了。難
怪有人嘲笑蘇貞昌 「講了等於沒講」。吳
榮義和蔡同榮屬於 「獨派」，堅持 「台灣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許信良則表示 「確
保現狀，大膽開放」，認為台灣應進一步
放寬對陸資、陸客、陸生的限制，其主張
與國民黨較為相近。

儘管一眾參選者對兩岸關係各有主張
，但卻不約而同地避談 「九二共識」。
「獨派」的理念與 「九二共識」背道而馳

，其否定 「九二共識」是沒有懸念的。而
其他三人的取向則是耐人尋味。雖然大選
已結束三個月，但民進黨現今不僅對 「九
二共識」沒有交集，到底往後如何處理兩
岸關係，也如 「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
八下」，心裡沒個底。因此，如果貿然提

出新見解，不僅會成為被對手攻擊的箭靶，亦難獲得
黨員支持。在勝算的考慮下，採取溫和路線和瞹味
態度似乎最穩妥，進可攻、退可守。尤其是蘇貞昌
，對此次選舉可謂志在必得，對於兩岸關係這
樣的敏感議題，將不會越雷池半步，加之兩
名 「獨派」參選人左右夾擊，蘇系更是小
心翼翼。

瀾瀾觀觀
隔海 綠營選黨魁 兩岸成焦點

主張與大陸交往 但迴避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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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主席選舉登記13日截止，5月
27日投票前將舉辦一場電視辯論會，預料
兩岸論述、扁案議題將成焦點。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聯合晚報報道：民進黨
在大選落敗之後，黨內對兩岸路線的討論，成為焦點
。這次黨主席選舉，剛好成為黨內不同主張發聲的最
佳場域，也讓投票前登場的辯論會，格外受到矚目。

蘇貞昌重提「台灣共識」
前 「行政院長」蘇貞昌登記參選的宣言，就有相

當的篇幅着墨在兩岸。他說，從 「台灣共識」出發，
台灣未來應由全體民眾決定，世界在變，中國在變，
不能以不變應萬變，要積極自信地與中國交往互動。
蘇貞昌辦公室幕僚說，蘇貞昌講的 「中國政策」，是
以去年黨內初選時提出的 「台灣共識」為基礎，而
「台灣共識」則以 「台灣前途決議文」為基礎，最重

要的是找出主流民意、最大共識與該堅持的價值。
率先登記參選的前台南縣長蘇煥智認為，民進黨

對 「中國政策」已有非常完整的配套及想法，以 「台
灣前途決議文」替代 「台獨黨綱」，是捍衛 「台灣主
權」的現狀，沒有調整的必要。

許信良籲超越「決議文」
可望參選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的兩岸路線，在

民進黨內相當鮮明。他向來主張應進一步放寬對陸資
、陸客和陸生的限制。他還認為民進黨有必要超越
「台灣前途決議文」，提出一套尊重 「中華民國憲政

體制」的決議文。
參選人之一、前 「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則認為

兩岸應以 「兄弟之邦」及 「和平對等」原則相處。吳
榮義現任台灣智庫董事長，其領導的智庫以研究 「主
權威脅論」而聞名，加上 「獨派」人士的力挺，將成
為民進黨這次黨主席選舉中的另一股聲音。值得注意
的是，在吳榮義的背後，是 「獨派」大老辜寬敏，從
幾年前，一直倡導 「台灣與中國是兄弟之邦」，也不
反對新任黨主席思考訪問中國大陸，顯見 「獨派」人
士也主張與中國大陸交流。至於今天將登記的前立委
蔡同榮則是 「獨派」色彩鮮明，主張 「台灣前途由台
灣人民公投決定」。

儘管民進黨對今年初大選的敗選檢討，定調是人
民對民進黨執政無法產生信賴感，但黨內也不諱言，
癥結點仍是繫於兩岸政策上。有分析指出，民進黨這
幾位想要角逐黨魁的人士，都正面看待與大陸交往的
問題。不過，民進黨調整與大陸的態度，現今只是跨
出第一步，未來兩年內，須提出更積極的兩岸政策與
主張，尤其不應迴避 「九二共識」，這才是台灣民眾
想要看到民進黨的實質轉變，而不是了解大陸後，兩
岸政策依然是鐵板一塊。

【本報訊】據中通社 12 日消息：民進黨黨主席
改選開放登記第四天，前立委蔡同榮 12 日正式宣布
參選民進黨主席，使得至今已登記或正式宣布參選者
增至4人，估計再加上許信良周五（4月13日）宣布
參選，此次民進黨主席改選將成5搶1局面。

12日上午，蔡同榮舉行記者會，正式宣布參選民
進黨主席。他並一口氣提出8項參選政見，包括加強

民進黨和美國的關係、舉辦數千場鞏固 「台灣主權」
說明會、恢復黨員投票、設立副主席、利用群眾力量
修改 「公民投票法」、贏得2014年7合1選舉，以及
要求當局特赦陳水扁等。台北市議員江志銘專程出席
記者會，並代陳水扁宣讀賀詞，扁在賀詞中強調，蔡
同榮是到監獄看他最多次的立委，前後 20 次之多，
有情有義，並祝蔡同榮參選順利圓滿。

兩岸學子跨海戀引關注
【本報訊】據中通社 12 日報道：愛情本無關政

治與政策，但卻無法忽略政治與政策的影響。在兩
岸目前的現實下，兩岸年輕學子之間的 「跨海戀」
漸成台灣大學校園內的新風氣。但有專家指出，能
夠真正開花結果的卻很少，因為根據目前台灣當局
的規定，陸生完成學業後，不能留島工作。

台灣淡江大學 14 日將舉辦以大陸學生為主題的
研討會，兩岸學生如何修好 「戀愛學分」成為最具
話題性的課題之一。有關注此話題的媒體發現，幾
乎所有赴台陸籍女生很快 「名花有主」，但 「台妹
」卻對陸籍同窗 「敬而遠之」。關注 「跨海戀」議
題的台灣佛光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憶芬指出，台灣男
生活潑開朗又愛玩，容易與大陸女生產生相同的興
趣，加上比較主動製造浪漫，自然容易奪得芳心；

而大陸男生多屬 「學術型」，喜歡看書搞科研，思
考嚴肅性的問題，這讓台灣女生 「敬而遠之」。

陸生畢業須回大陸
兩岸的年輕人雖來自不同背景，但畢竟正值風

華，迅速配對成 「跨海戀」的不在少數，但能夠真
正走到最後的卻很少。

陳憶芬分析，主要是目前台灣當局針對大陸留
學生的規定中，要求陸籍學生完成學業後，必需回
到大陸，不能留台工作。這使不少正在熱戀中的「跨
海情侶」最終要海峽兩岸各一方， 「雖可通過網絡、
電話來維繫戀情，但終究不能持久，能夠堅持下來
的，基本上都是台灣男生跨海追到大陸來的。」

北京女生菁菁是少數成功 「俘虜」台灣男士的

大陸女生，她在 2008 年到義守大學當交換生，與台
灣男生彼特熱戀。兩人的關係同樣因為菁菁 「學成
返陸」而受到挑戰，彼特「為愛兩邊跑」，最終決定
雙雙考取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在北京延續蜜運。

偏綠家庭排斥陸媳
陳憶芬亦談及家長的角度，指出兩岸家長在

「跨海戀」問題上的看法各不相同。大陸家長擔心
子女異地戀最終會情感受傷，大多不表贊成，但台
灣家長對待兩岸學生戀情的態度，竟然跟他們的政
治立場息息相關。陳說， 「有些家長可能會覺得很
好，找了大陸媳婦以後，可以順便去大陸發展，是
一個很棒的前景，但如果政治傾向比較偏綠的家庭
，可能就會很排斥找陸生當媳婦」。

台男浪漫易奪芳心 政策限制棒打鴛鴦

扁子疑父肺衰竭 獄方指扁仍會客

【本報記者陳旻鎮江12日電】鎮江市人民政府
今日在此間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台灣奇美博物館將
於4月17日在該市博物館舉辦 「藝術中的兒童形象：
奇美博物館珍藏展」，屆時將展出 65 件相關 「兒童
、家庭、親情」為主題的世界一流藝術品。鎮江市台
辦副主任張明說，此次展覽是大陸地方博物館與台灣
民間博物館的首次交流合作，也是台灣企業博物館在
大陸舉辦的第一次館藏珍品展出。

鎮江市台辦副主任張明介紹說，這次展覽是繼
2011年6月1日《富春山居圖》在台北博物館合璧展
出後，海峽兩岸文物藝術交流的又一大盛事，是大陸
地方博物館與台灣民間博物館的首次交流合作，也是
台灣企業博物館在大陸舉辦的第一次館藏珍品展出。

台灣奇美博物館館長郭玲玲介紹道，此次展品中
，有油畫37件，雕塑28件，大部分為歐洲文藝復興
時期的作品，其中不乏堪稱世界藝術瑰寶的傑作。作
者來自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匈牙利
、丹麥、荷蘭等國家。作品年代從14至20世紀，根
據西方古典繪畫題材分為 「宗教與神話」、 「文學與
歷史」、 「肖像與風俗」三個主題。

郭玲玲說，為配合展覽開幕暖場演出，他們還帶
來了該館最受矚目的經典館藏，同時也是全球僅存的
一組 「馬吉尼四重奏」琴組，含兩把小提琴、一把
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四把琴的年代加起來，有近
1600 歲，古琴音色優美、渾厚，動人心弦。郭玲玲
說，希望藉由這美麗的音樂饗宴，凝聚兩地的情誼。

奇美博物館珍品登陸
世界藝術瑰寶受矚目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12日電】來自台灣的中國信託金
融控股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信託金控」）旗下子公司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以下簡稱 「中國信託銀行」）上海分行11日
開幕。這是第7家在大陸設立分行的台資銀行。

中國信託是辜振甫先生於1966年創辦的，至今仍為台灣
最大的民營銀行。2003年，中國信託在北京成立辦事處。對
於公司在大陸市場的策略布局，總執行長羅聯福11日表示，
今年將集中打穩上海分行的基礎，希望一年後取得經營台資
企業的人民幣業務，增設第二家分行並在上海設立支行。未
來除了以改制子行為目標，也同時採取設立租賃公司及小額
信貸公司兩路並進，及早接觸人民幣業務。希望5年內包括
銀行、租賃和小額信貸公司能超過 20 個服務網點，並於 10
年內突破90個分支機構。

中國信託上海分行行長楊銘祥則指出，上海分行初期將
以法人金融業務為主軸，個人金融業務為輔。法人方面，將
以台商企業為目標客戶群，並推展華東地區的大陸企業，希
望連接中國信託在台灣、香港、大陸、北美、東南亞等兩岸
五地的海內外平台，提供台商客戶完整的金融服務及解決方
案。而個人業務方面，將優先服務與台商企業關聯的個人客
戶群，建成大中華地區24小時服務的專業金融機構。再根據
今後法律的開放程度，擴展當地財富管理與信用卡業務，尋
求更專業的在地化經營模式。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上海設分行

【本報訊】據中通社 12 日報道：針對陳水扁兒
子陳致中表示，陳水扁胸悶狀況嚴重，快要昏死；台
北監獄 12 日表示，陳水扁作息正常，平日正常會客
，所謂病情嚴重只是家人的 「自述說法」。

陳致中當天上午在高雄市議會召開記者會，表示
11 日晚上接到母親吳淑珍的緊急電話，稱收到陳水
扁的家書，信中提到自己肺功能退化，可能會無藥可
醫： 「上禮拜我站着如廁時，突然喘不過氣來，差點
昏厥過去，還好有撐住，不然倒下去就很麻煩，
今天我有報告主管，上面也有派人來關心，這禮

拜五還會安排署立桃園醫院胸腔科醫師來看。胸
悶、胸痛、喘、呼吸困難仍未改善，現在我趴着
寫信都喘」。

陳致中認為，陳水扁信中描述狀況比他上周去北
監會面時更嚴重，獄方指派的醫師向陳水扁透露，肺
部功能已經達到衰竭程度， 「情況已經非常危急」，
必須立即送醫檢查救治，籲請台灣法務部讓陳水扁立
刻保外就醫。

陪同出席記者會的台北市議員江志銘及高雄市議
員鄭新助、陳政聞，也呼籲民進黨代理主席、高雄市

長陳菊一起動員綠營立委推動讓扁立刻保外就醫。
對此，台北監獄秘書蘇坤銘表示，陳致中的說法

是受刑人家人的 「自述說法」，監所人員觀察后認為
陳水扁作息正常，並沒有所說的嚴重狀況，而且平日
也都正常會客。

陳水扁曾於3月7日戒護外醫到桃園醫院檢查，
除施行心導管手術治療冠心症外，還發現攝護腺有1
公分大小的疑似腫瘤，桃園醫院預定6個星期後、即
4月下旬會再進行覆檢。北監表示，會依照桃園醫院
醫師的囑咐，安排回診時間。

蔡同榮參選籲特赦扁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12日消息：台灣陸委會最新民
調顯示，七成二的台灣民眾認為當局開放陸客來台個人遊，
有助台灣經濟發展；支持當局推動陸客來台個人遊政策的民
眾也有 68.2%。陸委會表示，當局大陸政策符合台灣社會主
流民意，民調顯示多數民眾肯定當局開放大陸遊客來台個人
遊。

這份民調同時顯示，有七成一的台灣民眾支持當局持續
透過制度化協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

對目前兩岸交流的速度，民調結果表明，認為 「剛剛好
」的民眾仍佔多數（45%），認為 「太快」者佔32.6%， 「太
慢」為11.9%。主張 「廣義維持現狀」的民眾高達86.2%。

台七成二民眾撑陸客個人遊

【本報訊】據中通社 12 日報道：台 「行政院」12 日通
過有關草案，以適用於台灣地區與大陸及香港、澳門之間的
囚犯移交工作，新法律更具有追溯權，可適用於施行前發生
之刑事案件。

「行政院長」陳冲表示，目前台灣居民在大陸及其他地
區服刑的約有1500多人，而在台服刑的非台灣居民共有492
人，當中包括來自大陸、港澳地區人民。他指出，由於語言
隔閡、文化差異及地理距離等因素，換囚不僅有助犯罪矯治
，也是人道考量。

陳冲指出，草案分別就刑期轉換、折抵、進行程序等立
法規範，有助於未來換囚順利進行，請 「法務部」積極向
「立法院」朝野黨團溝通說明，早日完成立法施行。

該草案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受刑人返回原
屬地區執行，應經確認出於自願；規範移交地區的法院宣告
徒刑之轉換方式、刑期折抵及核發接收命令之程序等。

台行院通過兩岸換囚草案

▲台灣奇美博物館的油畫展品 陳旻攝

民進黨主席參選人的兩岸主張

蘇貞昌
前「行政院院長」

世界在變，
中國在變，我們
不能以不變應萬
變，要積極、自
覺地與中國交往
互動，讓中國完
整地了解台灣，
民進黨要了解中國。我們要更用對話
代替對抗，用互動追求互利互惠，促
成共存共榮。

蘇煥智
前台南縣長
必須正視全球

化及中國崛起的事
實，以 「主權堅定
、觀念務實、策略
靈活、風險分散」
四大原則因應。

吳榮義
前「行政院副院長」

民進黨應堅定
守護 「台灣主權」
和人民權益。

許信良
前民進黨主席

「確保現狀，大膽開放」 。台灣沒
有 「主權」 流失的危機，台灣沒有被統
一的威脅。要讓台灣的經濟持續成長的
最有效對策，就是對陸資、陸客、陸生
大膽開放。
（2011年參與黨內「總統」初選的主張）

蔡同榮
前立委

維護 「台灣主
權」 ，反對 「九二
共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