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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協新
一屆領導層日前
誕生。俞正聲當
選十二屆全國政
協主席，接過十
一屆全國政協主

席賈慶林手中的棒，翻開人民政協新篇章
。過去十年，賈慶林和其他全國政協領導
人員，心繫國事、情牽民生，為堅持和完
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尤其在促進兩岸
和平統一方面，政協充分發揮其參與主體
廣泛性的優勢，調動參加政協的各黨派、
各界別、各團體等統戰資源的積極性，牢
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旋律，利用
各種渠道廣泛開展對台工作。

新起點，新征程。登上政協舞台的俞
正聲今後如何加強人民政協與台灣各界交
往、對話、合作，備受兩岸各界關注。按
照過去幾屆的慣例，大陸對台政策最高決
策機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正、
副組長分別由中共總書記和全國政協主席
擔任。習近平去年十八大期間當選中共總
書記，俞正聲如今接掌政協，成為協助習
近平領導對台工作的重要副手，可以預見
今後兩岸重要活動場合，如兩岸經貿文化
論壇、海峽論壇以及接見台灣訪問團等，
將會看到俞正聲繁忙的身影。

最近台灣媒體對俞正聲的一言一行已
頗為關注。上月俞正聲主持2013年對台工
作會議，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
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旺報》認為
，這對兩岸就政治問題展開正式協商是一
個好的 「巧門」。昨天《工商時報》、《
聯合報》詳細報道了俞正聲的從政經歷，
並稱讚他熟悉台灣事務，而且關注大陸台
企發展。可見，島內輿論對這位在大陸對
台決策中舉足輕重的大陸領導人頗有好感
。如此有利於拉近兩岸距離，增進兩岸互
信。

俞正聲在地方擔任 「一把手」時，一
直非常重視台商權益保護的問題，把台胞

關切始終掛在心上。他主政上海的5年期間，適逢美
歐接連發生金融海嘯、債務危機。上海當時及時制訂
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幫助在滬台商渡過難關。台資 「
廣達電腦」董事長黃健堂如今回憶起當年獲俞正聲親
自關切經營狀況的場面，依然感動不已。2010年上海
成功主辦世博會，並邀請和協助與世博會 「絕緣」40
年的台灣地區設置 「台灣館」，使兩岸在世博會中大
團圓。俞正聲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也給外界留下深刻
印象。他上周參加台灣代表團審議時表示， 「不下基
層，不聽大家的想法和意見，要準確判斷問題是困難
的」。這周參加甘肅代表團審議時，他又直言不諱，
說自己只去過甘肅兩次， 「如何談甘肅工作？」

俞正聲近來多次強調 「為台胞多做實事多辦
好事」，以其務實作風來看，這並不是一句空
話。看來，今後將有更多的台灣同胞分享
到兩岸和平紅利。

瀾瀾觀觀
隔海 馬英九女婿被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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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唯中出嫁消息傳出後，台當局一度不
願回應，11日晚才證實馬英九女婿蔡沛然出
生台灣，後到美國留學。當晚網民馬上用英
文拼音，在網上 「人肉搜尋」 ，查出蔡沛然
除了曾從事金融業，還是一名時裝模特兒。

【本報訊】綜合台媒十二日報道︰台當局11日晚證實
，馬英九女兒馬唯中已在去年與交往多年的哈佛大學同學
蔡沛然在美國紐約註冊結婚，目前兩人在香港定居。台當
局表示，蔡沛然生於台灣，自幼赴美，目前任職於香港外
商金融機構。

遊歷歐洲被星探發掘
據報道，蔡沛然曾與美國紐約NEXT模特兒經紀公司

簽約兩年，拍過Levi's、GAP、Esprit、CK等大廠的平面廣
告，身高188公分、胸圍31吋的Allen Tsai（蔡沛然的英
文名）在圈內小有名氣。

與模特兒界的淵源，來自於蔡沛然哈佛畢業後，曾到
歐洲自助旅行。根據蔡沛然在時尚網站上的個人簡歷，他
在學時曾到歐洲當背包客，在一場晚宴上被一名意大利朋
友的經紀人發掘，建議他參與試鏡。但蔡沛然第一階段的
模特兒生涯並不長，在結束巴黎的旅行後，他立即前往香
港，履行在哈佛期間簽下的德意志資產管理公司工
作合約。

出道3年獲名牌青睞
蔡沛然2006年進入香港德意志銀行的REEFF（房地產

及基礎設施投資部門），2008年結束合約，離開香港，搬
回紐約，並在那時與NEXT模特兒經紀公司簽約。他2008
年底出道，曾幫美國休閒服飾品牌GAP及美國牛仔服飾
Levi's拍攝冬季服飾平面廣告；2009年則有CKone、Gap及
Levi's，2010年則有Esprit、Target等廣告作品。

除平面廣告外，蔡沛然還曾在2009年6月的米蘭時裝
周上走過秀，當年他穿Emporio Armani的秋冬新裝亮
相。中長髮型配上亞洲臉孔，再加上健美的身材，在幾個
品牌中成為亮眼新星，在模特兒網站上更獲得注意，還有
粉絲為他成立專頁，討論他的一舉一動，不過蔡沛然行事
低調，還有粉絲一直以為他是 「日本人」，甚至有男粉絲
看到2010年蔡沛然將頭髮剪短，難過到差點哭出來。

蔡沛然的朋友說，當聽說蔡沛然離開德銀轉投模特兒
公司後也很驚訝，但據他了解，蔡沛然對藝術、時尚領域
一直有高度興趣，或許是想趁年輕時 「體驗一下」。

飄逸長髮吸引馬唯中
蔡沛然的同學說，之前就聽過蔡沛然有個哈佛學妹的

女朋友，但 「應該沒幾個人知道她是馬唯中吧！」兩人對
戀情都相當低調。蔡沛然的同學說，蔡沛然擔任模特兒時
拍攝的照片多以長髮形象示人，頗有藝術家的特質，完全
不像金融業員工，或許是這樣才吸引到酷酷的馬唯中。

像蔡沛然這樣，頂美國知名學府高學歷，在美國時
尚圈走秀紅回台灣的例子之前也有，例如王永慶的孫女楊
元寧就是這樣，但是楊元寧後續曾經在台灣參加過時尚活

動，而蔡沛然對台灣人來說，則是一個全新的面孔。
台 「國安局」12日表示，馬唯中為 「國安局」

特種勤務安維對象，但其若在台灣以外地區，則不
提供安全維護。 「總統府」發言人李佳霏則表示，

蔡沛然依法辦理僑居加簽，具有僑民身份，並無
外界質疑逃避兵役的問題。

身形健美曾任模特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十二日消息︰馬
英九大女兒馬唯中去年結婚，對象是她的哈佛
同學、任職於香港金融機構的蔡沛然。陳水扁
的兒子陳致中在臉書上質疑外界形容馬家一律
使用 「低調」，說扁子女則是以 「臭臉」形容
，是雙重標準、不公平。

一位曾旅居美國的藝文界人士表示，馬唯
中與陳致中兩人作風大相逕庭，馬唯中與蔡沛
然超低調，看不出兩人是戀人，陳致中高調，
辦party搞到台灣留學生不敢赴約。

這位人士表示，在台灣留學生或文化藝術
圈的party上，馬唯中、蔡沛然通常保持距離，各
自與朋友打招呼，兩人平時也都不多話，避談

身家背景，若非熟人，根本看不出是對戀人。
這位人士指出，陳致中留美時辦party要求

高品質，台灣留學生出席通常都會相約自備一
瓶酒或餐點一起分享，如果攜帶價值50、60元
美金的葡萄酒出席，對留學生而言算是不錯了
，但會被陳致中嫌棄，認為帶這種低級酒出席
沒品味，導致後來陳致中party，台灣留學生多
找理由不敢赴約。

這位人士還說，馬唯中的中、英文程度甚
佳，有次一個文宣廣告，她幫忙跨刀製作，使
用的詞彙十分優美，博得許多讚賞；馬唯中在
許多場合表現都很低調，唯獨文創作品會以真
名具名，因為她認為文創作品不需掩飾。

馬唯中低調避談拍拖
陳致中擺闊嚇走朋友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
通社十二日報道：據台灣陸委會
證實，香港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
（左圖），12日入境台灣探視親
屬，行程屬私人性質。這是繼全
國政協副主席、前任香港行政長
官董建華於2010年3月赴台探親
訪友之後，近年又一位訪台的香
港政界要人。

去年6月底卸任行政長官的
曾蔭權，2009年10月發表其任內

第五份施政報告時，曾表示希望在任內適當的時間和場合訪
問台灣，但直至去年任期屆滿時仍未能完成這一 「未了心願
」。陸委會12日指出，曾蔭權為探視台灣親屬，近日表示赴
台意願並提出申請，該會基於 「禮遇、尊重、便利」原則，
已協助他辦妥相關手續事宜。

前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在2010年3月27日從香港搭
機抵達台灣高雄，進行6天的私人訪問，期間曾參訪東方海
外航運公司，探訪他在高雄的洪姓親家，並與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見面。

曾蔭權上台後，兩岸關係因為台灣政局變化而好轉，港
台關係也開始回暖。2008年7月，時任海基會董事長的江丙
坤訪港，曾蔭權在禮賓府高規格接待江丙坤，令冰封多年的
港台關係開始融化。其後，不斷有台灣政經界人士訪港，包
括台中市市長胡志強，令兩地關係更趨熱絡。港台雙方還各
自成立了促進交流的組織。首先，港台雙方在駐點機構以外
各自成立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和 「台港經濟文化合
作策進會」，兩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經貿文化合作議題。
2011年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台設立 「香港經濟貿易文
化辦事處」。

曾蔭權赴台探親
將與連戰會面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二日報道︰為爭取更多大陸頂尖
學生到台灣就讀碩博士班，台灣教育部12日宣布擴大採認大
陸地區高等學校學歷，由目前的41所大學增至111所，但公
安、軍事、醫療等相關學校仍排除在外。不過，雖然增加採
認校數，但台灣教育部對碩博士班大陸學生的招生名額依舊
限定在大學總招生名額的1%、即2141名，不打算擴充。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島內教育部從2010年3月起開放陸
生赴台就讀高等院校，當時僅採認大陸地區列名 「985工
程」的41所大學名單，但政策實施2年來，外界呼籲鬆綁 「
三限六不」的聲音不斷，經過評估後，決定將大陸 「211工
程」重點學校納入採認範圍，使得採認學歷的大陸大學由原
本的41所再增加70所，擴大至111所，但排除公安、軍事、
醫療等相關學校。至於學歷採認的時間點只追溯到2010年9
月3日以後赴大陸認可名冊學校就學取得的學位，1992年9月
18日至2010年9月2日登陸讀書者，仍需參加學歷甄別試。

台灣教育部次長黃碧端表示，擴大採認大陸學歷，除了
有助於爭取優秀大陸學生來台、促進兩岸學術交流，也可使
在台大陸配偶的就學人權、台商子弟回台就學等問題妥善解
決。

台擴大採認大陸學歷
41校增至111校

馬唯中
年齡 33歲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
生命科學系
美國紐約大學
博物館系碩士

經歷 曾在蔡國強工
作室工作，現
仍持續參加藝
術創作，與香
港文化界有聯
繫接觸

蔡沛然
年齡 33歲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
資訊科學系

經歷 曾與紐約一家
模特兒公司簽
約，拍過多個
知名品牌廣告
，曾任職香港
德意志銀行，
現任職香港外
商金融機構

▲▶馬英九女婿蔡沛然為不
少名牌服裝拍廣告 網上圖片

◀馬英九長女馬唯中行事低
調，外界對其私生活知之甚
少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二日消息︰馬
英九12日說，女婿蔡沛然確實當過兩年男模。
他說，不是不請喝喜酒，而是女兒已成年，要
尊重女兒的想法，請大家體諒。

馬英九女兒馬唯中婚事，引發外界高度關
注。中國國民黨晚間召開中山會報，與會者會
後轉述，多位副主席在會前用餐時，私下向身
兼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輕道 「恭喜」。

澄清周日聚會非婚宴
兼任黨主席的馬英九則也罕見在會議結束

後，主動對女兒婚事提出說明。據與會者轉述
，馬英九表示，他知道大家都很關心，因此特
別耽誤一些時間，向大家報告。他說，女兒馬
唯中去年已註冊結婚，但她這次回來是因為有
幾位哈佛同學來台灣旅遊，他們甚至主動上網
訂了附有早餐的民宿，所以那一天並非婚宴。

馬英九說，如果是婚宴，父母怎麼會沒有
參加？ 「你們有聽過哪一個人帶父母參加同學
會嗎？」圓山飯店那一天純粹是女兒哈佛同學
的聚會。他說，女婿蔡沛然是女兒在哈佛的同
學，在一家外商金融機構工作，確實當過兩年
男模，也很喜歡運動。

此外，馬英九也澄清外界質疑蔡沛然逃避
兵役的問題。他說，女婿小學就出外留學了，
父母都留在台灣，蔡沛然是 「出國依親」，拿
「中華民國」的護照，也都有做僑民登記，所

以 「內政部」、役政署都有對外說明，所以沒
有逃避兵役的問題。

馬英九說，謝謝大家的關心，他不是不請
大家喝喜酒，但女兒已經成年了，所以要尊重
女兒的想法。與會者轉述，副主席洪秀柱當場
對馬英九說 「明天中常會要不要請大家吃顆糖
？」馬英九笑而未答，僅說謝謝關心。 ▲馬英九盼各界尊重其家人私隱。圖為他日前在島

內出席活動 資料圖片

女兒喜事保密 馬盼各界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