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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節倍
思親。農曆春節
是中國社會最重
要的傳統節日，
背井離鄉在外打
拚的游子們大多

都會趕回家鄉，與久未見面的家人團聚一
堂，共享天倫。因此，春節前夕，中國大
陸總會湧現龐大的 「春運大軍」，而各地
的交通也特別繁忙。每年 「春運」總是媒
體報道的焦點。其實，海峽兩岸之間也有
一支 「春運大軍」。隨這幾年兩岸交流
熱絡，民眾往來頻繁， 「春運大軍」的規
模也越來越大，卻鮮有媒體關注。今年適
逢兩岸春節包機十周年，中新網近日推出
《兩岸大春運觀察》一文，細述跨海春運
的歷史變遷，突現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重要性，也提醒人們要珍惜當下融洽和睦
的台海局勢。

回首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兩岸從 「老
死不相往來」到打開交流的閘門，走過了
一條坎坷不平、跌宕起伏的道路。1949年
後兩岸對峙長達數十載，一灣淺淺的海峽
竟成為兩岸同胞難以跨越的鴻溝和天塹，
也成為中國人和海內外中華兒女最深、最
痛的歷史傷痕。咫尺之隔，猶如海天之遙
。無數家庭從此天各一方、骨肉分離，更
因兩岸炮火連天、鴻雁難返而杳無音信。

1987年11月台灣方面終於開放老兵回
鄉探親，開啟了兩岸交流的新時代。但當
時兩岸仍未有直接的交通往來渠道，台胞
多以香港為中轉站，諸多不便。時任立委
的蔣孝嚴於2002年提出 「兩岸春節包機」
，隔年得願以償，但只限於台灣航空公司
參與，且須在香港中途降落。2005年蔣孝
嚴再度穿針引線，使兩岸春節包機不僅得
以復辦，還取得重要突破：大陸民航機半
個世紀以來首次降落寶島。2006年兩岸包
機已不限於春節期間，還擴展至清明、端
午、中秋等重要節目。然而，當時由於民
進黨政府大搞 「一邊一國」，使兩岸關係
陷入低谷，致使直航遲遲未能實現。直到
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上台後，兩岸直航

才正式開通，如今兩岸直航航點共64個，每周穿梭兩岸
的航班已達616班次。

空運固然是兩岸同胞往返的重要交通命脈，但畢竟
承載量有限，尤其春節，票源更是緊張。而海運則可起
到紓緩兩岸交通的作用。除了原有的 「廈金」和 「兩馬
」航線，2011年還開通了福建平潭至台中航線。預計今
年基隆港和台北港也可望成為兩岸海運直航新點。

兩岸海空交通並行，為節日期間歸心似箭的游子提
供了返鄉便利。以前 「兩岸春運大軍」多是返台過年的
台商及其家眷，但隨近年兩岸開放赴台遊、陸生赴
台深造以及陸企入島投資，不少在台灣居住的大陸同
胞也成為兩岸春運人潮的一員。可見，兩岸春運
也實現了 「雙向交流」。希望未來兩岸能進
一步放寬人員往來限制，讓兩岸同胞的團
圓之路走得更加順暢。

瀾瀾觀觀
隔海江閣底定 馬勉衝經濟

海研辦兩岸研討會 綠營將出席

王儷玲任金管會副主委推兩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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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央社報道
︰台灣 「行政院」 八日公布最後一波 「內
閣」 名單。馬英九說，改組完才是挑戰開
始，新首長一定要把經濟再往上提升。馬
英九政府今年的改革 「重頭戲」 之一是年
金改革方案，而 「內閣」 最後一輪的人事
調整，就包括延攬有豐富年金保險經驗的
台灣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王儷玲，出任
金管會副主委。

八日小年夜，馬英九循往例陪同媽媽秦厚修到市
場買年菜，結束行程後被媒體問到對新 「內閣」的期
許時，馬英九說，改組完才是挑戰開始，年假期間 「
新閣」仍要做準備， 「內閣」在2月18日交接，交接
完了就要開始衝刺了。他說，儘管這段時間是年假，
仍在做相關準備，新上任首長戒慎恐懼，一定要把經
濟情況再往上提升，現在景氣復蘇情況越來越明顯了
，藉這個機會再努力往上衝。

調動「閣員」達十三人
「行政院」公布最後一波名單，其中金管會副主

委李紀珠轉任 「中華郵政」董事長，空缺由台灣政治
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王儷玲遞補；工程會副主委遺缺由
內部調升，由工程會主任秘書顏久榮出任。

「行政院」表示，金管會現正推動發展具兩岸特
色的金融業務計劃，需借重王儷玲在風險管理、年金
保險、保險財務與會計及資產負債管理等專長，健全
保險市場的發展，提升保險業資金運用效益及資產管
理效能，有效引導保險業資金，推動公共投資業務。

至此，台灣 「行政院」新任 「閣員」名單正式底
定。 「行政院長」陳請辭後，由 「副院長」江宜樺
接任，交通部長毛治國升任 「副院長」。早前公布的
「內閣」名單包括 「行政院」秘書長陳威仁、政務委

員陳士魁、薛琦、交通部長葉匡時、經濟部長張家祝
、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管中閔， 「中央銀行」總
裁彭淮南續任。調動的 「閣員」總數達十三人。

無選舉考量利黨內團結
根據《中國時報》最新民調顯示，江 「內閣」只

獲得26%支持度，高達四成多民眾對江宜樺感到陌生
。該報八日的社論分析，江宜樺不是民眾熟悉的民選
型政治人物，故對民眾而言 「有專才而無印象」，難
以在第一時間獲得民意目光。

社論又指出，二○一四及一六年接連有多場選舉
，國民黨內 「卡位戰」日酣，江宜樺以學者專家特質

見稱，選舉並非他的考量，他出任 「閣揆」，有利於
國民黨內維持公平競爭態勢，不至於因為選舉布局而
提前產生激烈的權力衝突，有助江 「內閣」施政暢順
。社論認為，現階段民意的保留 「反而讓江 『內閣』
有更大的空間匍伏前進……以圓融化解爭議，以低調
爭取支持」。

七日晚，馬英九接受島內媒體專訪，談到推動改
革可能造成選票流失的問題時亦表示，政治家不能只
關心下一次選舉，而要關心下一代的幸福；很多事他
不做的話，就要留給下一代，如果只考慮選舉，會陷
入什麼事都不能做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做選擇
，真的對人民有利的事，就要努力去做。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消息︰台灣鴻海集團八日晚
間在台北台大體育館舉辦 「創新鴻海 慈善嘉年華」活動
，以公益方式進行尾禡，來自兩岸及全球各地的員工和眷
屬，還有受邀的社會福利團體，約2.5萬人參加。其中參與
者最期待的，莫過於幸運大抽獎的壓軸環節，因為 「郭董
」郭台銘今年大手筆送出近億元（新台幣，下同）的禮品
，最受矚目壓軸抽出的頭獎幸運兒，將獨攬200手鴻海集團
的股票，以該股龍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收市價86.3元計算，頭
獎市值1672萬元，幸運兒可一夜變成千萬富翁。

作為島內最大企業乃至全球最大代工商，鴻海八日舉
行的尾禡宴成為全台關注焦點。據悉，今年的禮品包括iPad
和iPhone，還有1000台60吋大電視，員工幸運獎是1000台
MK5手機。獲邀福利團體也將獲贈各類大獎。

二月八日小
年夜，台灣領導
人馬英九上午盡
人子本分，陪同

93歲母親秦厚修到台北興隆市場購買年
菜，更將過程上載至臉書（Facebook）
與網友分享，又溫情地表示 「她（母親
）煮的味道，是我繼續打拚的動力！」
盼網友珍惜家人團聚。

但當 「總統母子」買年菜時，大批
傳媒要求馬英九母親回應如何看待外界
對愛子的批評，秦厚修則說， 「有批評
才有進步」。

馬英九每逢農曆新年前夕定會返回
台北市文山區的老住所，仍居於上址的
馬媽媽秦厚修雖已93歲，但今年仍繼續
在馬英九陪同下，前往附近的興隆市場

買年菜，將要轉任 「行政院」秘書長的
台北市副市長陳威仁也陪同在旁，現場
媒體稱馬家母子兩人互動良好。

馬英九沿路牽媽媽的手，買了水
餃、豬肋排、滷味、豬腳、土雞、青菜
、橘子等，共用了3720元（新台幣，下
同），其中，青菜原本是249元，老闆
還主動去掉零頭，只收240元。除了攤
商外，許多熱情民眾親自問候；有民眾
要求合照、簽名，馬英九都來者不拒，
現場也贈送紅包袋及春聯，向大家拜年
，並祝福攤商 「賺大錢」。身為領導人
的馬英九，買年菜時卻得 「乖乖聽話」
，他笑稱︰ 「媽媽發號施令，我負
責掏錢買單，充分享受母子逛街採買
的樂趣。」

（中通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消息︰台北監獄鑑於陳水扁的
病情穩定，最近 「邀請」扁回監過年，惟遭扁所拒；有扁迷
則發起 「接阿扁回家過年」靜坐，向當局施壓。

「救扁義勇軍」與陳水扁支持者七日開始在台北車站發
起 「接阿扁回家過年」靜坐活動，要求當局立即無罪釋放陳
水扁。八日下午在大量返鄉人潮湧入車站之際，更舉起 「阿
扁無罪」的牌子，激動地高喊要讓阿扁回家，與警方發生口
角衝突；台北車站大廳陷入混亂，原本預計要到台北車站視
察的 「行政院長」陳及交通部長毛治國，更因此要改變行
程。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中八日消息：春節年假後
就要北上任職的台中市副市長蕭家淇，八日忙在辦
公室打包，看到自己與名模林志玲的合照，言談充滿
回憶。

蕭家淇年後將 「入閣」擔任 「內政部」政務次長
，八日小年夜是他在台中市政府的最後一個上班日，
忙打包之際，許多舊識紛紛上門話別。

蕭家淇說，打包的資料大概十多二十箱，還有十
多袋資料要銷毀。他隨手拿起一本泛黃的報告書，是
1994年6月間 「公96」公園預定地的規劃報告書， 「
公96」即為現在的松竹公園。

二十年前的資料，至今還妥善保存，蕭家淇表示
，許多資料都是他當年擔任建設局長時留下來的， 「

從甲地搬到乙地，再搬到丙地，但這次不得不丟掉了
」。言談間都是回憶，也露出不捨之情。

喜歡收藏簽名照的蕭家淇，秀出從政以來與知名
人物的簽名合照及紀念品，包括林志玲、藝人張惠妹
與蔡康永等人的簽名照、前美國職籃明星姚明簽名球
等。他還特別拿出與林志玲的 「吐舌」簽名照，津津
樂道照片的由來。2004年林志玲到台中擔任金馬獎頒
獎人時，蕭家淇利用機會拿了六張照片請林志玲簽名
，林志玲聞言吐了一下舌頭，當時有記者拍下這張有
趣的照片，成為蕭家淇的珍貴收藏品。後來有機會再
見到林志玲，蕭家淇特別請林志玲在上面簽名。蕭家
淇要把這些 「壓箱寶」全都搬回家，有人打趣他到了
台北後蒐集的機會更多了。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消息：由國台辦直屬單
位──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辦、以 「穩步推進，
全面發展」為主題的第十一屆兩岸關係研討會，將在
3月22日至23日於福建平潭舉行，現時已知前立委郭
正亮與前扁辦主任陳淞山將與會；民進黨黨部表示，
比照慣例，只要事先報備，黨都不會禁止。

台灣傳媒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研討會在大
陸人大、政協兩會剛召開後不久舉辦，且地點選在中
共新總書記習近平長期任職的福建，頗具政治意義。
這也是繼去年首度邀請民進黨籍人士學者參加雲南騰
沖的第十屆兩岸關係研討會後，今年由海研中心再度
邀請民進黨籍人士與會，顯示對台灣綠營聲音的

重視。
據了解，已答應參加的綠營人士包括有前民進黨

籍立委、現任台灣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副教授郭
正亮，以及去年首度與會的前陳水扁辦公室主任陳淞
山。去年也受邀的前民進黨 「中國事務部」主任董立
文，則因學校開學無法再次與會。

對於黨內人士參與兩岸關係研討會，民進黨 「中
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七日表示，比照慣例，除 「國
共論壇」與 「海峽論壇」嚴格禁止外，只要事先報備
，黨都不會禁止。

至於今年會議地點選在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昔
日任職的福建，去年在騰沖舉辦研討會時，還因福建

推動平潭綜合實驗區，被台灣認為是具政治目的的 「
一國兩岸」實驗區引發熱烈討論；對此國台辦發言人
楊毅七日回應說， 「平潭是兩岸交流的前沿基地，今
年選在平潭，沒有特別考慮。」

台灣《聯合報》指出，與民進黨籍人士交往，現
已是大陸對台工作之一。學者出身的現任新北市黨部
主委羅致政，去年三月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被視為
「破冰之旅」；立委蕭美琴去年八月也以台灣民主基

金會董事身份，赴上海參加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機
遇和挑戰」會議。但也有綠營學者認為，兩岸關係學
術研討會辦了那麼多年，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
重要性已經遞減」，許多綠營人士主動參與意願不高。

蕭家淇珍藏林志玲「吐舌」照

特稿

馬：媽媽的味道是動力

鴻海尾禡豪派億元股票

扁想賴在醫院過年

▲台灣 「行政院」 八日舉辦惜別茶會， 「院長」 陳（中）率 「副院長」 江宜樺（左二）等向員工賀
年。江宜樺在會上推崇陳認真做事，盼未來不辜負他的提攜和愛護 中央社

▲馬英九（前右三）八日一早陪同母親秦厚修（前右二）前往台北市興隆
市場採買年夜飯食材 中央社

八日中午開始，從台北返回台灣各地過年的人潮
達到最高峰。圖為台北轉運站當日傍晚出現搭車人潮
，民眾攜帶大包小包的行李，準備搭車返家過年

中央社

返鄉人潮

▲蕭家淇向記者展示其珍藏的林志玲 「吐舌」 照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