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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兩岸問
題有多年研究
的民進黨前立
委郭正亮最近

指出，民進黨兩岸政策應由黨籍縣市
長主導。這是一個很具創意的提議。
根據民進黨的傳統，兩岸路線走向是
黨主席的重要職權之一。上月蘇貞昌
改變初衷，自兼 「中國事務委員會」
召集人，就是害怕兩岸議題的主導權
落入謝長廷手中。對政治人物而言，
權力與生命一樣重要，不能與人分享
。因此，由地方首長主導兩岸議題的
建議不太可能獲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接
納。對此，有二十多年黨齡的郭正亮
不會不知道，但他 「明知不可為而為
之」，其實是暗諷民進黨部分高層人
士對兩岸問題不熟悉，對大陸現狀不
了解，反倒是基層黨員對兩岸關係的
嗅覺比較靈敏。與其眼睜睜地看着只
會搞意識形態的大老們坐困愁城，還
不如讓地方首長以務實的態度，引領
民進黨走出 「台獨」死胡同。

「和風拂海峽，家和萬事興」是
這四年多來兩岸關係最生動的寫照。
兩岸雙方在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
上，逐步建立了互信，台海局勢安定
祥和，為兩岸同胞構建了安居樂業的
美好環境。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說
「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宿」，換言之，
兩岸關係破冰回暖，最大的受益者是
兩岸民眾，尤其是台灣同胞。實現大
三通、陸客赴台遊、陸資入島建設，
為台灣經濟注入了活水。不論是財團
、企業，還是商販、農民，都受惠於
兩岸和平紅利。當民進黨高層還在高
談闊論 「台灣主權」時，黨籍地方首
長已紛紛登陸交流，開拓商機。

民進黨執政的幾個縣市多以農業經濟為主，面
對大陸這些年頻頻降低台灣漁農產品登陸的關稅，
讓綠營縣市長也不得不正視大陸市場。高雄市長陳
菊、雲林縣長蘇治芬、屏東縣長曹啟鴻、宜蘭縣長
林聰賢就曾登陸推銷台灣農產品。今年到訪大陸的
民進黨公職人員的數量是去年的兩倍。可見，再多
堂而皇之的政治口號也抵不過 「拚經濟、求和平、
謀發展」的主流民意。當其他縣市、其他農會搶灘
大陸市場時，綠營基層不可能無動於衷，而來自基
層選民的壓力，也使綠營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清醒
地認識到，民進黨高層再拿不出務實的兩岸政策，
「萬年在野」不是笑話。

今年大選民進黨再次敗北，在在證明了島內主
流民意已意識到 「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重要性。但民進黨一些大老卻依然以冷戰思維看
待兩岸關係，從負面角度解讀大陸崛起，用意識
形態作為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自絕於兩岸交
流的大潮之外。然而，歷史並不會因少數鼠
目寸光者而停止前進，未來兩岸交流只
會更加緊密，民進黨若不改弦易轍，
只會離主流民意越來越遠。

瀾瀾觀觀
隔海京促台維護陸配陸生權益

【本報訊】據中央社上海二十六日消息︰中共總書
記習近平日前走訪大陸台盟中央時，詢問工作人員會不
會說閩南話，並說要學習閩南話，將來跟台灣交流時會
更親切。

習近平日前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等人陪同下，
走訪大陸各民主黨派與全國工商聯。中央電視台 26 日
在新聞聯播中，以新聞特寫方式，訪問當時與習近平接
觸的多位人士。

台盟中央秘書長張寧說，習近平特意與年輕的工作
人員交談，詢問對方是否為台籍幹部，以及會不會講閩
南話。

張寧轉述，習近平告訴台盟中央工作人員說： 「你
們要學習閩南話，將來跟台灣交流更親切。」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第九次全盟代表大會十五日在北
京閉幕。會議期間舉行的台盟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

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由 24 人組成的第九屆中央常務
委員會，林文漪連任主席。林文漪會後表示，台盟將牢
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厚植共同利益，進一
步擴大與台灣各界人士尤其是專業人士的交流，促進兩
岸經貿、科技、醫藥、文化、環保等領域的交流和
合作。

總結台盟過去5年工作，林文漪指出，台盟就海峽
西岸經濟區建設、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
促進原中央蘇區發展等問題，深入調研並提出意見，受
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和肯定。此外，台盟牢牢抓
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契機，以親情、鄉情為紐帶，廣
泛團結台灣各界人士特別是基層民眾，在促進兩岸經貿
、科技、文化等領域交流，增進兩岸同胞情感認同中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展望未來，林文漪表示，台盟將
矢志不渝地追求祖國和平統一的奮鬥道路。

習近平：學好閩南話跟台灣交流

綠營磨刀霍霍 金溥聰淡定應對

批綠營罔顧人權正義 盼修改歧視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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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26日電】台灣擬擴大承
認大陸學歷的好消息剛剛傳來，陸生納入健保和陸
配取得身份證年限縮短的議案卻因綠營阻撓而再次
擱淺。

在 26 日的國台辦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出，據
台灣媒體報道，大陸在台就讀的學生納入健保的議
案和大陸配偶在台灣取得身份證縮短年限的議案因
為民進黨和台聯黨立法院黨團的阻撓而無法進行審
議，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范麗青說，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
台灣方面理應盡早調整、修改對兩岸婚姻家庭中的
大陸配偶和赴台就讀的大陸學生的歧視性規定，維

護他們的尊嚴和合法權益，為兩岸婚姻家庭和諧、
生活幸福，為大陸學生赴台求學提供公平、良好的
環境和條件。她指出，台灣某些政治勢力出於政治
目的，一再加以阻撓，這種做法罔顧人權正義，不
得人心。

至於台灣有關部門放寬大陸商務人士申請居留
證一事，范麗青評價，台灣方面修改相關規定，使
兩岸經貿人士更方便往來，這是個好現象。大陸方
面已表示過，希望為兩岸經濟合作提供更多便利，
使兩岸人員往來更加方便。

本月 21 日，大陸商務部公布台灣投資者經第三
地轉投資認定暫行辦法，對此，范麗青解釋，為實

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保護廣大台商的合法
投資權益，並回應各方的關切，大陸的相關部門根
據有關法律法規，在聽取各方意見基礎上，研究擬
訂了《台灣投資者經第三地轉投資認定暫行辦法》
，明確了認定標準、認定程序等。相信出台這一規
定，將進一步完善台商權益保護，促進台商投資更
好地發展。

杜絕繞道第三地赴台遊
對於有一些大陸遊客轉道第三地赴台進行醫美

、健檢，范麗青表示，大陸居民赴台旅遊應該按照
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協議的有關規定進行。
繞道第三地赴台，容易發生兩岸均不希望看到的各
種問題，是大陸方面一直明令禁止的。而作為一項
旅遊產品，大陸遊客通過正常赴台旅遊渠道在台灣
進行醫美、健檢，則沒有任何障礙。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26日呼籲，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台灣方面理應盡
早調整、修改對兩岸婚姻家庭中的大陸配偶和赴台就讀的大陸學生的歧視性規定，維護
他們的尊嚴和合法權益。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二十六日報道︰
由謝長廷擔任董事長的維新基金會擬於明年3月初主
動出擊，舉辦大型 「紅藍綠（共產黨、國民黨、民進
黨）學術研討會」，探討務實性的兩岸政策。

另外，傳聞謝長廷也計劃在大陸明年初的人大與
政協會議結束、大陸官員及對台系統人事抵定後，大
約4月之際再次訪問大陸。

謝長廷於今年 10 月 4 日以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身
份成功登陸後，到了 12 月，台灣掀起 「兩岸熱」，
紅藍綠重量級學者從台北會談到蔣孝嚴主導的兩岸論

壇，以往被拒於門外的民進黨，也成了座上賓，多位
民進黨重量級人士均參與其中，與大陸方面人士進行
多場精彩對話。

將籌辦兩岸研討會
不過，民進黨或綠營智庫至今未曾舉辦大型紅藍

綠學術研討會，26 日有媒體報道，謝長廷所屬維新
基金會有意於明年3月初、在大陸人大和政協兩會前
舉辦 「紅藍綠學術研討會」，探討務實的兩岸政策，
且將着重於經濟與文化等議題。

針對媒體上述報道，謝長廷幕僚林耀文 26 日受
訪時回應表示，維新基金會明年的例行工作，包括校
園演講、營隊、講座都會舉辦，會不會舉辦兩岸政策
論壇，當然都有可能，但目前還沒有具體規劃與討論。

另外，謝長廷辦公室發言人林鶴明也表示，維新
基金會對舉辦兩岸政策研討會，目前沒有具體規劃，
謝長廷因私人行程人還在美國，必須等他回來後再做
進一步討論。至於，謝長廷二次登陸時間，林鶴明也
表示，還未確定。謝長廷子弟兵、民進黨立法委員趙
天麟則表示，謝長廷日前登陸訪問後，維新基金會將
持續進行兩岸交流，未來或許還會有訪問，也可能舉
辦研討會，但這些目前都只是概念性的想法，還不知
道進一步進展與規劃。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六日消息︰國務院
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26 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應詢表
示，兩岸共組職業棒球大聯盟是一個好建議，我們樂
觀其成。

有記者問：有台灣體育界人士希望兩岸共組一個
職棒大聯盟，促進棒球運動的發展，請問大陸方面對
此持什麼態度？范麗青回答時作上述表示。

她說，台灣的棒球運動起步較早，有許多經驗值
得大陸借鑒。而大陸競技體育水準整體較高、發展較
好，我們也願意在這方面繼續與台灣體育界加強合作
，幫助台灣的體育健兒提高運動競技水準。

范麗青介紹說，在兩岸體育界共同努力下，兩岸
的體育交流穩步發展，從兩岸的奧委會、單項運動協

會和基層民間體育組織三個層面形成了兩岸體育大交
流的格局。

兩岸奧委會每年都定期舉辦兩岸體育座談會，回
顧並規劃兩岸體育交流與合作，增進了解，凝聚共識
，有效促進了兩岸體育交流進一步展開。兩岸奧委會
組織的北京奧運會、溫哥華冬奧會大陸金牌選手赴台
灣進行示範交流活動，也受到了台灣民眾的關注和歡
迎。

同時，兩岸單項運動協會交流與合作日益熱絡。
近年來，在運動員競賽、訓練和教練員執教和裁判等
方面，兩岸都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大陸方面協助
台灣運動員訓練，對提升台灣體育健兒競技水準起到
了積極作用。

謝長廷擬明年再登陸

大陸支持兩岸共組職棒聯盟

南京美齡宮閉館大修
【本報記者強薇南京二十六日電】緊鄰南京中山陵的原

國民政府主席官邸美齡宮在歷經80年滄桑歲月後，26日迎
來首次大規模維修。南京中山陵園管理局亦於當日貼出告示
，表示修繕期間美齡宮將不再對外開放，整個工期預計將持
續一年左右。美齡宮位於南京市區東郊四方城以東的小紅山
上，原專供國民政府高級官員謁陵憑弔孫中山過境休息所用。

1949 年後，因產權歸屬不明，美齡宮的管理方曾多次
變更，甚至一度被充作飯店餐館。2012 年，美齡宮的管理
權重歸中山陵園管理局，並啟動大規模檢修計劃。經檢查，
目前美齡宮主體建築的地面、牆體均出現裂縫，原本為人稱
道的大面積彩繪剝落嚴重，屋頂的琉璃瓦和屋角吻獸也急待
補漏。除此之外，附屬美齡宮的警衛室也出現牆基下沉，門
窗損壞等問題。為徹底解決美齡宮建築本體的結構安全隱患
，同時確保此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安全性、真實性和完
整性，中山陵園管理局決定對美齡宮進行落架大修。目前有
關修繕方案已通過國家文物局的審批。26 日，修繕所用的
腳手架已經陸續抵達施工現場。

據了解，此次大修將依據 「修舊如舊」的原則，最大限
度恢復美齡宮原貌。除對建築結構進行排險加固外，還要對
排水系統進行疏通完善，排除消防隱患。同時，美齡宮所有
地面木地板及龍骨，將按原樣進行重修更換。而繪於上世紀
30 年代的彩畫，此次將作為重點修復內容。出自金陵大畫
家陳之佛之手，繪於美齡宮頂部的藍底雲雀瓊花圖也將有望
得到修復，重現當年風采。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六日消息︰剛於12月1
日赴美履新的台灣駐美代表金溥聰，近日匆匆返台，
並於 26 日首度赴 「立法院」備詢，由於金溥聰被外
界形容為馬英九最親密的戰略夥伴，長期最信任的戰
友，藍綠立委對此高度重視，有立委上午不到8時就
等待登記發言，9時前就有50多位立委登記發言，媒
體也大陣仗提早抵達拍攝。

據報道，藍綠立委質詢各出奇招、五花八門，有
立委更出圖卡，考美國總統奧巴馬女兒姓名，有人直
接用英語質詢，有人用馬英九競選時指責扁政府民調
低落畫面來譏諷，試圖將戰場拉回島內政治。民進黨
立委磨刀霍霍、連番上陣，準備要讓 「金小刀」失色
。但金溥聰談笑風生、見招拆招。

民進黨立委陳亭妃質詢時則出示數據，指馬英九
施政滿意度數據低落，金溥聰在美面對美方人士詢問
馬英九民調，要如何回應？金溥聰表示，馬英九已經

開始逐漸好轉、觸底反彈。金溥聰還透露，對此問題
美國朋友反而安慰他說，這是全世界、包括美國都碰
到的狀況，只要做對的事，民調就會反彈，這是美國
朋友給他的答案。

此外，金溥聰 26 日在 「立院」備詢時，也首次
公開強調自己並非 「同性戀」，而且和馬英九也不是
這種關係。

針對有立委在質詢時直指， 「過去很多人都說，
你是馬英九的親密戰友，事實上，也很多人問， 『你
和馬英九是不是同性戀？』是否可請金溥聰在此公開
澄清？」

對此，金溥聰強調，到目前為止，很多人都以他
和馬英九關係的親近來做文章，但對於 「性向」問題
，他覺得用此來攻擊人，不管是同志也好，對自己性
向有獨立決定權者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事，好像暗示
有人會因為這種特殊關係而從中獲利。

首度澄清金馬非同性戀

▲台灣民主
自治同盟第
九次全盟代
表大會15日
在北京閉幕
。圖為台盟
中央原主席
張克輝出席
會議

資料圖片

▲來自兩岸三地的棒球隊於今年10月在台北切磋
球技 資料圖片

▲台北駐美代表金溥聰應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 邀請，26日報告台美關係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