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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震武術賽奪冠 料掀八極拳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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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長春七日報道：台灣演
員張震近日在長春獲得一項武術比賽一等獎，讓
原本不知名的八極拳一夜廣為知曉。不過這陣熱
風，並不能掩飾這項極具特色的中國拳種面臨的
傳承困境。

這場名為 「神槍杯」的八極拳大賽，參賽者過
百人，最小的13歲，最大的91歲。為了飾演電影
《一代宗師》中的八極拳拳師角色，張震拜師學藝
三年，竟獲得了青年組的一等獎。

這讓比賽的發起人孫生亭既感意外，又頗為興
奮。71歲的孫生亭為長春武術界名宿，8歲練習八
極拳，後成為專業武術運動員、教練員，現仍在長
春開館授徒。

「作為一名演員，張震的拳打得很好！更為難
得的是，他能潛心三年，專門學習八極拳。」孫生
亭當天也觀看了比賽，對張震稱讚有加。不過，孫
生亭也感喟，張震可能會帶來一陣八極拳熱，但這
並不能改變八極拳所面臨的困局。

事實上，八極拳只是中國傳統武術面臨傳承
困局的一個縮影。孫生亭說，自己曾經到訪日本
、韓國講學授課，發現有很多當地的年輕人對中
國武術很感興趣，反觀國內，跆拳道、空手道等
外來格擊術越來越熱，中國傳統武術習練者卻越
來越少。

對此，孫生亭認為，中國武術以中華傳統文化
為基礎，內涵豐富，重 「武」更重 「德」，對現代
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教育，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張震獲獎對八極拳的發揚也是一件好事，電
影《少林寺》帶火了少林功夫，希望《一代宗師》
也能帶火八極拳，期待有更多的人來關注。」孫生
亭說。

飾演《一代宗師》 拜師鑽研拳術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王毅6日晚間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並宴請 43 名台灣鄉鎮市民代
表時表示，他最想見到台灣基層代表，和這些代表坐
下來聊天、喝茶。與他們直接接觸，才能真正了解台
灣最真實情況，傾聽到台灣最質樸的聲音，了解到台
灣最準確的脈搏。

對於媒體詢問，台灣兩岸事務部門認為中共十八
大政治報告欲促台展開政治協議一事，王毅說，大陸
首先會保證對台政策的持續性、一貫性。但隨着時間
的發展、交流合作的需要，要與時俱進，要雙方協商
。他呼籲台灣方面 「不要預先設定還沒有討論的問題
，一旦雙方有意願，什麼都可以討論。」

王毅並引述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對台政策中提到，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理應相互關愛信賴，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共享發展成
果。他也勉勵聯合總會繼續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而努力。王毅說，大陸將多為台灣民眾辦實事、辦好
事，希望兩岸能珍惜、維護兩岸得來不易，和平繁榮
的局面。

文化交流不應政治化
對於台灣方面日前以 「活動內容與申請名目不符

」為由，拒絕 「中國歌曲排行榜」前往台灣舉辦活動

一事。王毅認為，台灣應該重視兩岸民間文化交流，
不應將事情給政治化。

王毅說， 「中歌榜」來台應該是單純的民間文化
交流活動，當初會有這樣的安排，也是台灣團體的邀
請，如今事情出現波折，他直言， 「我們非常希望純
粹民間文化交流活動不要把它政治化；我想台灣民眾

都很歡迎兩岸歌手在一起唱歌。」
台灣鄉鎮市民代表會聯合總會代表蔡詠鍀表示，

此行受國台辦邀請，參訪大陸城市建設，受惠不少。
據介紹，團員全是中南部鄉鎮代表，其中苗栗9名、
屏東7名、雲林8名，他們一行7日將前往天津，與
大陸涉台相關單位進行座談。

國台辦主任王毅6日表示，只要雙方
能反 「台獨」 、堅持 「九二共識」 ，台海
就能永保和平。他同時表示，兩岸還有很
多事要做，包括ECFA的後續協商、產業
合作，金融、文化、教育等，而對於一些
客觀存在的分歧與問題，也不能視而不見
，要以適當方式，不斷交換意見，創造條
件。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七日報道：台灣中國信
託金融控股公司7日發表公告證實，該公司董事長辜濂松已
於6日辭世，公司營運一切正常。

罹患重病的辜濂松在家人陪伴下，在美國紐約凱斯隆特
林紀念醫院嚥下最後一口氣，享壽79歲。因涉及紅火案官
司遭台灣法院限制出境的辜濂松長子辜仲諒，在11月30日
繳出10億新台幣保證金後，獲得暫時解除境管，搭機赴美
探父，總算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辜濂松罹患帕金森氏症混合阿茲海默，近年雖然行動遲
緩，但病情獲得控制。他上個月身體不適，在妻子辜林瑞慧
的陪同下，再度赴美治療，卻被檢查出腦部腫瘤。院方 10
多天前一度發出病危通知，辜濂松次子辜仲瑩、老三辜仲立
都馬上趕去美國，長年旅居海外的老四辜仲玉與夫婿陳俊哲
也都陪伴在辜濂松身旁。長子辜仲諒上月26日接獲父親病
危消息後，緊急向法院申請暫時解禁獲准，2日搭機赴美，
得以隨侍在側。

1933年出生的辜濂松出身台灣5大家族，是前台灣海基
會董事長辜振甫的侄子，在台灣商界具有一定分量。據福布
斯雜誌2008年公布的資料，辜濂松財富淨值達28億美元，
當時在台灣富豪中位居第六。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有140年歷史的台灣公
費留學考試制度將出現重大變革。台教育部門建議，計劃將
獎助人數由目前每年100多人增加為200多人，且不再要求
學成後返回台灣服務，同時取消筆試，希望號召更多優秀學
生留洋，厚植台灣人才庫。

有教育官員指出，台灣學生近年到海外做交換生、遊學
、度假打工人數增加，但攻讀哈佛、耶魯、劍橋等名校的學
生數卻愈來愈少，應透過公費留考制度激勵。

台教育部門官員林文通表示，未來公費留考生將限制只
能讀排名世界百大的頂尖大學，或該領域排名前30的學校
。目前可攻讀碩、博士，未來只獎助博士生，每年可領4萬
美金定額補助，約新台幣120萬元。

據介紹，公費生原本限在學成後90天內返回台灣，2年
前放寬為只要在排名百大的大學服務，即可申請延後返台，
最長15年，未來則計劃全面取消。

台教育部門負責人蔣偉寧強調，現在重要的是送人才出
去，回不回來不重要，留在海外的台灣人成為學術權威、意
見領袖，對台灣一樣有貢獻，海外人才也可能在年長有成後
再回台服務。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2012 年台灣房
市代表字7日出爐，第一名為 「等」、第二名為 「淡
」，第三名則為 「僵」。台灣房屋營運目標總經理周
鶴鳴表示，經濟不景氣，從民眾選出的房市代表字中
，最可以了解民眾對當前房市的看法； 「等」字代表
房屋交易實價披露後，買方希望等到房價下滑再進場
撿便宜，而賣方則寧願堅守價格也不願出脫房產，使
得買氣遞延。

2012 房市代表字票選活動，是由房仲業者台灣
房屋公司全台各地經紀人員進行第一階段票選，選出
10 大代表字 「等、淡、僵、渴、控、憂、望、感、
慎、忍」；再由台灣房屋各門市店在11月19日至12

月3日，對來店客戶進行調查，總投票數有1萬2538
票。

周鶴鳴指出，2009 年房市代表字為 「活」、
2010 年 「狂」、2011 年為 「凍」。2012 年初，房市
受到台灣大選和過年的影響，買氣急凍；但隨着選舉
落幕，買方大舉進場，特別是228檔期之後，房市量
能從第二季起開始回溫。不過受到8月房屋交易實價
登錄政策上路影響，房市交易又呈現下滑狀態。周鶴
鳴說，2012年房市代表字「等」，佔了15.5%的票選比
例，代表買賣雙方的心態，買方希望房價漸趨透明下
，可以等到房價下滑再進場；但賣方面對議價空間變
大，寧願堅守價格也不願出脫房產，使得買氣下滑。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以往台灣電視劇
迷倒大陸一票觀眾，但今天時移世易，《水滸傳》、
《三國》等大陸水準之作成功 「佔領」台灣電視觀眾
的眼球。

近日大陸清宮劇《後宮甄嬛傳》更是風靡全台灣
，就算已經是第五度重播，收視率仍打垮一票台產戲
劇、綜藝節目。曾獲金馬影后的台灣女演員楊貴媚也
是 「甄嬛粉絲」之一，她坦言現在的台灣沒辦法拍那
樣的戲了，因為過度追逐市場的關係，台灣的影視產
品已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台灣文化部門負責人龍應台6日回應 「甄嬛瘋」
時直言，台灣 「好看節目不夠多、投資不夠多」，並
當場透露，文化部門將 「雙管齊下」從根拉拔台灣的
戲劇製作，從補助面提升台灣自製內容的規模和品質
，也希望NCC從管理面管一管島內電視台密集重播

外劇的現象！
她並透露文化部門將撥出 1.95 億元（新台幣，

下同）的公帑，補助 5 部電視劇，並告訴業者 「只
管做好看的戲劇，不要管政治正確，還是產業扶植
！」龍應台認為，內容叫好叫座，自然可以抵抗韓
劇、陸劇。

台灣文化部門統計，台灣電視產業鏈產值逐年提
升，去年達1313.05億元，但電視頻道、平台產值合
計就佔了千億元，其餘電視節目製作產值僅200億元
，節目發行、後製加總只有 50 多億元。自製節目量
少，使陸劇、韓劇播出時數大幅提升，已佔據台灣電
視台黃金時段超過一半，遠多於國、台語連續劇。反
觀台劇輸出因為不具產量優勢，2011 年在亞洲戲劇
兵家必爭的大陸市場，台劇佔境外劇比重15.7%，遠
低於港劇、韓劇。

【本報訊】由王家衛執導的電影《一代宗師》邀
來梁朝偉、章子怡、張震、趙本山、小瀋陽、宋慧喬
等巨星聯合演出，為了這部真槍實彈的功夫片，梁朝
偉、章子怡與張震等人在開拍前幾年就各自拜師學藝
，從基礎開始學起，真真正正融入角色，演繹出氣勢
磅礴的 「宗師之路」。

王家衛對演員的要求是外練 「筋骨肉」，內練
「精氣神」。演員不但要有那個時代人的氣質，更要

真正去練功夫，才能演出角色精髓。王家衛不諱言，
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演員都得承受辛苦的過程。他
請來各派師父，讓眾人從一張白紙開始練起。從基本
功到武功招式，從力量訓練到柔韌性訓練，從套路訓
練到實戰演練，讓演員們扎扎實實地從 「功夫素人」

成為 「一代宗師」。
張震最近在八極拳比賽中獲得一等獎，引發熱烈

討論。張震從2009年開始跟隨八極拳第8代傳人、北
京八極拳協會會長王世泉老師學習，正式拜師、遞帖
子，在北京四環路與霄雲路的小樹林裡苦練，裡頭有
棵專屬於張震的樹。他練拳毫不懈怠，上午 3 小時，
下午 3 小時，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在師傅和師兄的
陪同下，張震從劈山掌、靠山背、掌板 3 項基本功練
起。《一代宗師》武術總教練吳彬盛讚張震的用功：
「我們北京隊的運動員要是像他這麼練，每個動作練

一個來回就氣喘吁吁了，練10個來回腿就軟了。」八
極拳一招一式看似簡單，但過程枯燥。雖是如此，張
震感受到武術魅力，決心學到底。

八極拳為中國
的十大拳種之一，
清初發源於河北、
山東一帶，其動作
樸實簡潔，注重實

戰，剛猛脆烈。據介紹，八極拳歷史上曾經廣為流傳
，門下屢出傳奇式人物。溥儀在長春時期的武術教師
及警衛官霍殿閣，蔣介石的警衛劉雲樵，以及曾經擔
任毛澤東警員的李健吾，這些人都曾研習過八極拳。
其中，霍殿閣還曾經在長春開館收徒，長春因此也成
為了八極拳的 「第二故鄉」，八極拳武館林立，研習
者數萬人。不過，現在長春知曉八極拳的人已經不多
，練習者更少，能夠完成整套拳法的不過百人。

苦練三年變功夫達人

大陸劇超強勢 龍應台砸2億扶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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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陸委會
日前談及兩岸和
平協議，雖然重
申洽簽和平協議
並非台灣施政優
先項目，但希望

大陸能就和平協議的內容提出更為具體的
說法，否則很難再進一步討論。這是一個
值得關注的正面訊息，表明台當局願意正
視兩岸政治議題協商，願意就相關內容進
行探討，但由於要顧及島內政治氣候及民
間各種聲音，依然抱小心翼翼的態度，
不輕易作出承諾。

上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希望探討
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
，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
互信機制；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對於
大陸釋出商談政治議題的訊息，島內主流
媒體和學界反應積極，紛紛呼籲馬政府應
手應對兩岸關係全面發展局面的到來，
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並直言兩岸關係已
邁進 「深水區」，下一步就是政治談判，
馬政府無法迴避。尤其馬英九兩岸政策重
要智囊蘇起近期多次指出，兩岸政治與經
濟是綁在一起的，政治走到哪裡經濟就走
到哪裡。ECFA的簽訂，也經歷了各自研究
、共同研究、共同談判三個階段，兩岸政
治議題協商也可遵循這樣的模式。

目前島內輿論對兩岸和平協議持正面
態度，馬政府的態度也隨之有了微妙的變
化，希望大陸能說明和平協議的內容，再
作進一步行動。在台當局看來，多數和平
協議是指停戰或互不侵犯條約，但現在兩
岸軍事衝突對峙已是過去式；如果大陸要
談的是指涉統一的協議，現階段可能較難
獲島內民意接受。所以，台灣方面對和平
協議仍瞻前顧後，不敢輕舉妄動。大陸可
就相關問題與台灣適當溝通，以堅定台灣
進一步研商和平協議的決心。

不可否認，在近年國共對話的努力下
，兩岸結束了劍拔弩張、兵戎相見的年代
，但一旦台灣政黨輪替，這樣穩定融洽的
局面是否可長久持續，不無疑問。島內
「台獨」分子一直蠢蠢欲動，尋機搞事，

台海局勢的穩定發展不是必然的，要實現長久的和平
發展，必須面對包括和平協議在內的政治議題。

當下兩岸經貿交流熱絡，但那是建立在 「九二共
識」的政治基石之上的，換言之，兩岸互信走到哪裡
，兩岸交流也走到哪裡。兩岸只有正面展開政治議
題協商，才能突破兩岸關係發展的瓶頸。誠然，
兩岸到底何時才能簽署和平協議，無人知曉，但
絕不能守株待兔、消極以對，應主動創造條件
，加速民間智庫對話，化解分歧累積共識
。如此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終有水到渠成
的一天。

瀾瀾觀觀
隔海

今年台樓市代表字等

台公費留學生無須返台服務

中信金董事長辜濂松病逝

新聞資料

八極拳瀕失傳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6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自基層的台灣鄉鎮市民代表會聯合
總會參訪團一行 新華社

責任編輯：朱瑞宜社團新訊 體育 世界新潮

【本報訊】據中通社七日報道：中央選舉委員會7日舉
行委員會議，裁定台中市立委顏清標因在 「酒帳案」中遭判
刑而喪失立委資格，因此其原屬的台中市第2選舉區立委將
出缺，中選會並即時定出，將於明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
舉行補選，投票時間自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據悉，顏清標已表明將支持長子顏寬恒參選，盼能 「子
承父業」完成這一立委任期，也繼續維持顏家及黑派在台中
地區的政治實力。綽號 「冬瓜標」的台中籍立委顏清標，被
控於1999年擔任台中縣議長期間，喝花酒報公帳1800多萬
元而惹上官司。經過10多年的纏訟後，台灣最高法院28日
最終裁決，維持其 「公務員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名成立，
顏清標及同案另一被告台中市議長張清堂，同被判入獄3年
6個月、剝奪公權3年，全案定讞。

中選會7日會議指出，內政部門同時註銷顏清標立委的
名籍。其所遺缺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3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將舉行補選。同日發布的選舉公告指出，12
月14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12月17日至21日
受理候選人登記申請；明年1月3日前審定候選人名單，並
通知抽籤；1月8日前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1月15日公告
候選人名單，1月26日舉行投票。

▲台灣觀光局7日舉辦北海岸攝影比賽頒獎，婚
紗類由 「琴的旋律」 （圖）獲金牌 中央社

▶大陸劇
《後宮甄
嬛傳》走
紅，台中
市一家素
食養生展
7 日開幕
，找來正
妹裝扮成
宮女上菜

中央社

▲張震（右）刻苦練習八極拳▲張震（右）刻苦練習八極拳 互聯網互聯網

顏清標涉弊 子代父從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