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大橋開啟兩岸工程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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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漢光軍演今登場
五項目開放公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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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大陸有一部電
影叫《落葉歸根》，雖是
喜劇片，但故事情節卻賺
人熱淚，實屬 「黑色幽默
」。影片講述的是五十多
歲的農民老趙南下深圳打

工，其好友猝死於工地上。由於付不起
火葬費，且基於對好友的承諾，他展開
了千里背屍回故鄉的艱苦旅程。據說，
這部電影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其實，
在台灣海峽的另一邊，寶島台灣也正在
上演同樣感人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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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
14 歲時在大陸被抓去當兵，上世紀 40
年代末與200多位同鄉弟兄跟國民黨
政府來到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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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灣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
30多年來，他背了100多個同鄉的骨灰
回大陸，最高紀錄是一次帶了7個骨灰
。最近他還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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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素有 「落葉歸根」的傳統習
俗，民間甚至流傳死後若不能歸葬故土
，會變成孤魂野鬼。其實，習俗也好，
迷信也罷，人對故鄉天生就有一種不可
切割的情愫：與家人的骨肉之情，與朋
友的金蘭之交，甚至一草一木、一街一
屋，都充滿了童年回憶。尤其對於那些
被迫離鄉背井的人來說，鄉愁是他們一
輩子揮之不去的夢魘，倘若百年之後仍
未能魂歸故鄉，即使蓋棺亦難安息。因
此，台灣老兵高秉涵為了完成軍中同伴
們 「生於斯，葬於斯」的心願，不辭勞
苦，多年來穿梭兩岸，讓同伴落葉歸根
、長眠故土。由此也折射出台灣老兵們
的辛酸命運。

1949 年國民黨失守大陸，敗退至
台島，期間跟隨遷移的還有一百多萬軍
人及家屬。當中不少是還未到弱冠之年
的懵懂小夥，並不知這一去竟是踏上了

不歸路。當時蔣氏政權為了反攻大陸，對軍人實施
了嚴格的管理。一方面，延長服役年限，規定士兵
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
役。另一方面，制訂各種措施限制軍人結婚，據說
是為了防止女匪諜假借結婚之名滲透軍中，也為了
避免軍人因為結婚而分心。軍官或技術士官只有年
滿 28 歲才可以結婚，而一般的低階士兵則不能結
婚。後來因為反攻無望，蔣氏才逐漸放寬了軍人結
婚的年齡，但那時很多低階士兵都差不多 40 歲了
。由於沒錢、沒文化、沒技能，老兵們不受台灣本
地姑娘青睞，有的人還算比較幸運，娶了原住民
或大陸婦女，但不少卻是孤獨一生。據島內統計
，有超過 5 萬以上的老兵始終未婚。未婚，意
味沒有家庭，沒有子女，死後無人送終，落
葉歸根更是天方夜譚。因此，老兵之間都有
一種默契，死去的靠未死的料理後事。

正是 「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
丘」，鳥獸如此，何況人乎？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15日報道： 「漢
光 28 號」實兵演練將於 4 月 16 至 20 日舉行，模擬敵
軍對台作戰行動，台軍依固安作戰計劃因應，採 「分
區、同時」及 「實兵、不實彈」方式，實施連續5天
，晝夜24小時的攻防對抗演練。

軍方人士說，漢光演習流程第一天主要是部隊
戰力保存，進行部隊、兵力疏散，後續則是部隊移
動，第 4 天開始反擊，進行大規模兵力集結與作戰
演練。

軍事迷組團拍照
據悉， 「漢光」是除了 「聯雲」、 「聯興」等年

度例行軍事操演外，具有戰術驗證性質的操演，集中
在台北中樞防衛作戰與台東志航基地、花蓮機場佳山
基地等要地防衛。模擬敵軍部隊繞越東岸，對台東志
航基地、花蓮佳山基地突襲。

據後備事務司介紹，這次特意開放5個操演項目
予民眾或媒體參觀、採訪，包括空降與反空降作戰
「聯雲操演」、海灘陣地及阻絕設施、機步298旅跨

區增援、灘岸戰鬥及反擊作戰、登陸與反登陸作戰聯
興操演。其他各項封閉式的操演項目，民眾也有機會
在特定海岸、都會區上空，包括校園裡都能目擊，島
內許多軍事迷連日來透過政府相關單位公開資訊搜集
消息，並組團前往拍照。

其中最為矚目的是19日上演，代號 「聯雲操演」

的空降與反空降作戰演練，將出動陸軍航空特戰指揮
部OH-58D戰搜與AH-1W攻擊等直升機，參與官兵
高達 1300 餘人，包括出動 10 架 C-130 運輸機載運百
名傘兵實施空降演練。軍方規劃邀請立委、媒體與民
間社團參觀。

逾萬後備軍人參演
另一備受關注的開放項目是 17 日在高雄舉行的

「機步298旅跨區增援」演習。該演習仿效美軍聯合
作戰概念，南部部隊從屏東萬金營區出發支援北部部
隊，是歷次演練支援距離最遠的一次，屆時將有幾百

部裝甲車等軍車行經高雄市里嶺大橋。
另外，為檢驗動員後備軍人的力量，代號 「同心

24號」的後備軍人演習將在 「漢光」期間同期推行，
將動員 1.3 萬多名後備軍人參訓。15 日媒體稱，後備
軍人將參與18日位於桃園的第三作戰區 「海灘陣地及
阻絕設置」，與19日在台南的第四作戰區 「灘岸戰鬥
及反擊作戰」，由後備軍人於海灘構築散兵坑，防止
敵人登陸攻擊。

台軍方 「副防長」趙世璋上將 12 日在桃園檢視
「漢光」演習整備情形時，要求各級幹部須具備敵情

觀念，熟諳戰時編組與職掌，全力達成演訓任務。

【本報記者李珊廈門15日電】金門大橋得標廠
商台灣樺棋營造公司董事長蔡清良，近日帶隊來廈門
，與大陸建設公司商談合作。據了解，台灣樺棋營造
公司此行極為低調，整個商談過程都是在保密狀態下
完成。樺棋營造公司除了董事長蔡清良親自帶隊外，
還帶來合作廠商鳳勝實業副總經理劉福來（台灣水泥
關係企業）、台灣光彩促進會秘書長常金海等人，足
見台灣的建設公司對這次兩岸合作建橋的重視程度。
料涉入境和保險法令

在商談中，雙方就工程規範、原物料供應、技術
人員入境等細節充分討論，希望以金門大橋為模板，
成為未來兩岸工程技術合作的開路先鋒。消息靈通人
士指出，金門大橋的設計圖紙與說明就有5000多頁，
涉及兩岸不同的圖標、規範達300多個項目，樺棋還
在斟酌合作對象，初步敲定大陸兩家具有建造跨海大
橋實力的建築公司，由大陸建設公司提出需求與報價
，再進行最後選擇。

據了解，在商談合作的大陸廠商中，有具有杭州
灣大橋、青島海上大橋、武漢天心洲跨長江大橋工程
經驗的公司。這些建設公司對福建廈門沿海的水文、

地質有一定了解。由於這是兩岸首次工程技術合作，
雙方對於相關問題都非常審慎，兩岸工程技術規範和
一些細節有待進一步釐清。譬如，大陸的海上鑽孔、
圍堰、套模等工作機都有現成設備，這些設備要進入
金門海域，可能涉及人員入境、保險、高電壓工程用
電等問題，如何解決？大陸技術人員是否適用台灣工
程保險、勞工法令？

大陸參建可省9億建橋費
據悉，這次兩岸建設公司的第一次商談，雙方都

有所收益。台灣光彩促進會秘書長常金海表示，有關
工程規範、水泥實驗室、監造法規以及大陸方提出的
技術人員法令，都需要落實到紙面上，再經雙方的主
管機關去突破法令限制。蔡清良本人對本次廈門之行
結果也表示欣慰。他表示，大陸方提出的問題都在關
鍵處，樺棋一定想辦法解決，爭取盡快把橋建好。樺
棋希望雙方合作，加速工程進度，讓大家看到兩岸合
作的好處。

金門大橋預計5月下旬開工，2016年下半年完工
。金門鄉親在採訪時表示，金門大橋工程，如果沒有

大陸的參與，要在4年多的時間內完成，是很難實現
的。金門國民黨立委楊應雄表示，大陸在機具設備方
面很強，台灣廠商租用大陸的施工機具和技術人員，
單是成本就可減少三分之一。大陸參建能讓建橋經費
省下9億多元新台幣。

為合建廈金大橋累積經驗
廈大台研院台灣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唐永紅表示，

金門大橋的兩岸合作模式，將為廈金大橋建設累積經
驗，兩岸技術合作建造金門大橋，體現目前兩岸互信
增強。

唐永紅認為，金門大橋開建，對進一步探討廈
金大橋建設的可能性，很有意義。金門大橋的建設
還在於台灣內部改善交通，創造觀光契機，而從兩
岸廈金經濟特區的構建出發，大家更看重的還是廈
金大橋。構想中的廈金大橋應該有兩座，一座是東
部的金嶝大橋，一座是西部連接金門與廈門本島的
廈金大橋。從長遠看，如果廈金大橋能夠啟動，對
廈金兩地的商貿事務、產業整合分工以及兩岸之間
往來更有優勢。

台灣自16日開始，將動員約6000名
現役兵力進行代號 「漢光28號」 ，連續5
天、晝夜24小時實施實兵攻防對抗軍事演
練。軍方後備事務司15日表示，5天內將
進行約20項各類軍演，地點遍及全台各主
要地區，其中5項將公開給媒體及民眾參
觀。消息引發全台軍事迷振奮，紛紛組團
拍照。

【本報訊】據聯合報 15 日報道，開放陸生來台
屆滿一年，究竟他們來台念書的意願如何？廈門大學
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張寶蓉，以福建的高中、大學生為
調查對象，結果發現五成一的學生願意來台就讀，而
促使他們來台就學的原因，是離家近、入學競爭比大
陸小、治安好，而台灣的大學教育實力，竟不是吸引
他們的主因。

張寶蓉日前發表 「大陸學生赴台就學意願調查研
究」，以福建的福州市、廈門市、泉州市、莆田市、
三明市的高中、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兩千五百
份問卷，回收兩千三百多份，有效問卷過百分之九十
三。

調查顯示，大學生比高中生更願意來台念書，女

生比男生更有意願，而越注意台灣資訊的人越想來台
灣。選擇就讀台灣的大學科系中，三成四想念商科，
其次是文與理科，再來是法學與工科，最少人想念的
是醫學院，還不到百分之二。

雖然台灣承認大陸部分大學學歷，但張寶蓉指出
，也只有一半的學生願意來台念書，影響他們來台的
意願，包括只收沿海六省市的學生、限制承認大陸大
學學歷、不承認大陸醫學學歷、有得獎紀錄但來台入
學考試卻不加分等。

張寶蓉分析，若要提升陸生來台就讀意願，首先
兩岸政治要穩定，提供更開放的陸生政策，此外，更
要增加台灣高等教育的吸引力，例如發揮各校傳統特
色、更新教學研究設施、加強產學合作等。

【本報訊】據中通社15日報道：遊台灣必吃夜市
便宜小吃，但因島內近日電費調升，不少商家反映
「生意難做」，台北最知名夜市士林夜市有不少小吃

攤販紛紛表示，將自下個月起提高售價，加幅高達
20%。而台北不少出售鳳梨酥、太陽餅等知名伴手禮
的商店也紛紛漲價，但基隆廟口、台中逢甲、高雄六
合夜市的攤商14日則都說，暫不漲價，先觀望。

蚵仔煎加幅兩成
台北士林夜市14日晚迎來周末夜的生意高潮，大

批遊客湧入品嘗小吃，但不少商家卻高喊 「生意難做
」。經營 「吉利生炒花枝」的戴先生表示，現在每月
的電費約20000多元（新台幣，下同），聲言自下月
電費調漲後，料每月要多付2000多元電費， 「電價上
漲壓力蠻大，打算蚵仔煎每盤 50 元漲到 60 元」。就
連香港遊客熟悉的西門町 「阿宗麵線」也表示， 「現
在不漲，下兩個月會不會漲，不敢保證。」

經常逛夜市的台北市民胡小姐說，一份蚵仔煎60
元，跟一個 70 元排骨便當差 10 元而已，實在太貴，

認為小吃只能 「少吃」。

鳳梨酥太陽餅跟風
不僅夜市喊漲，出售鳳梨酥、太陽餅等伴手禮的

商家也表示 「不加不行」，台中阿明師太陽餅老店老
闆林祺海說，原物料漲太多，約在月底就會調漲，漲
幅 15%， 「太陽餅由每個 22~25 元，漲至 25~28 元，
每個漲3元左右。」

消基會疑商家哄抬物價
文化大學經濟系教授柏雲昌表示，電價調漲3成

，商品漲幅超過25%至30% 「有點過分」，他認為政
府應培植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才能開拓政府財源，
「不能一味調漲電價，要顧慮民眾薪水收入。」消費

者基金會董事長蘇錦霞14日表示，目前夜市小吃加價
的情況主要集中在北部，懷疑其中或有哄抬物價的情
況，認為政府部門要介入調查。

「行政院長」陳冲14日再向媒體解釋，指台灣用
電成本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無法反映電力的實際生產

成本，認為調整電價後，今年夏季電價衝擊可能會比
較嚴重，但還是要 「請大家諒解」。他指出，工業用
電約佔生產成本的 2%，調升電價對成本影響有限；
至於民用電價方面，在調整價格後，台灣的電費水平
仍是世界第二便宜的地區。

台電費加價 夜市掀漲風

離家近 競爭小 治安好
閩高中大學生 逾半想赴台就讀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 15 日消息：第 5 屆英數
達人競賽成績出爐，台灣小學生組成的 「魔數小子」隊
以優異成績技壓兩岸奪總冠軍。主辦單位表示，台灣隊
在數學解題時能說明想法、推理也有進步，因此拿下金
牌。

全台學生學習成就測驗協會下午舉行第5屆英數達
人競賽頒獎典禮，今年台灣和上海共有342支隊伍參賽
，數學團隊賽，台灣2隊獲金牌、上海1隊；英文團體
賽，台灣1隊金牌，上海4隊，總成績台灣則有2隊金
牌、上海1隊，最後由 「魔數小子」隊拿下總冠軍。

全台學生學習成就測驗協會理事長何清人表示，數
學部分，過去台灣小學生計算能力強，上海學生則是邏
輯思考較佔優勢，而今年台灣學生在邏輯思考有不錯表
現，也會說明解題想法、思考過程，比往年進步；英文
賽部分，台灣則稍微落後，顯示上海家長在培養孩子的
英文更注重。

獲得總冠軍的 「魔數小子」隊是由嘉義、台南、高
雄等各地小學的學生組成，隊員包含黃泓諺、呂汯儒、
周奕寬和林忠德。黃媽媽說，黃泓諺從幼稚園階段就發
現有數理天分，因此她也鼓勵孩子參加各種數學競賽，
希望讓孩子從中學習，成績反倒是其次；而每次比完都
會帶孩子去吃飯、遊玩當作犒賞，因此孩子參加比賽都
不會緊張。周媽媽則表示，兒子周奕寬對於喜歡的東西
都會很有興趣鑽研，小時候就會翻爸爸買的數學書來看
，也很喜歡參加數學方面的競賽，她也會盡量讓孩子多
參與。

兩岸英數達人賽
台灣小學生奪冠

▲由於電費上漲，導致成本上升，有夜市攤販表示
，加價在所難免 資料圖片

▲島內 「漢光軍演」 今天起舉行。圖為去年 「漢光軍演」 中的 「聯合兩棲登陸演練」 資料圖片

▲獲得英數達人競賽金牌的兩岸學生15日一起合影
新華社

▲新北潑水節15日在中和華新街封街舉辦，吸引許
多大小朋友大打水仗，幾乎每個人都濕透，笑聲不
斷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 15 日報道：台中市議會議長
張清堂 15 日晚上一次娶兩個媳婦，長子張介浩和次子
張東玄選擇同日舉行婚禮。張家席開 1200 桌，就連候
任 「副總統」吳敦義、「立法院長」王金平及各縣市正、
副議長等政壇要角都紛紛蒞臨祝賀，有傳該晚過萬名賓
客的賀禮合共超過億元（新台幣，下同），轟動台灣。

據悉，現年 51 歲的張清堂是台中縣市合併後首屆
台中市議長，24 歲長子張介浩在英國遊學時，認識在
讀碩士的大陸女留學生劉千悅，締結一段兩岸姻緣；而
22 歲次子張東玄目前仍是在讀大學生，與從事衛生行
政工作的許家甄配成一對。

台中議長擺喜宴 禮金破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