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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民進黨
新潮流系（簡稱
新系）兩位大老
吳乃仁、洪奇昌
因背信罪成立而
須入獄服刑，震

撼台灣政壇。新系號稱 「民進黨防腐劑
」，紀律嚴明，形象清廉。但如今兩位
重量級人物雙雙涉弊落馬，讓人慨嘆民
進黨連 「最後一方淨土」也消失了。

吳洪二人捲入的台糖土地案源於陳
水扁執政時期，時任台糖董事長的吳乃
仁，接受時任立委的新系戰友洪奇昌請
託，為春龍開發公司 「量身訂作」修改
內規，使該公司取得土地優先購買權，
並以低於市價的6.2億元（新台幣，下同
）買得霧峰工業區土地，令台糖損失2.5
億元。當年陳水扁為了拉攏新潮流系，
給了吳乃仁不少甜頭，讓吳乃仁一直在
「多金」的位置上打轉，先是任命其擔

任台灣糖業公司董事長。台糖擁有大批
土地，經手的土地開發案一個接一個，
董事長擁用令人羨慕的批核土地買賣權
。後來吳乃仁轉任證券交易所董事，年
薪上千萬元，但其任職期間發生震驚台
灣社會的股市禿鷲案，不法財團與證券
公司勾結放空，令島內股民損失超過500
億元，外界質疑吳乃仁是禿鷲集團的首
腦。

新系成立於1984年，比民進黨還年
長兩歲，強調三大主張： 「台灣獨立」
、 「群眾運動」及 「社會民主主義」。
吳乃仁、邱義仁、林濁水、洪奇昌並列
「四大元老」。該派系組織嚴密，有意
「入流」者，必須接受兩年的觀察期，

直到確認理念、主張相符，才准許加入
。此外，新系還標榜清廉操守，但這些

年有不少重要成員，乃至幾位元老接連涉弊被判刑，
前幾年邱義仁因鐽震案被起訴，如今吳乃仁和洪奇昌
又官司纏身。這些案子的發生時間主要集中在陳水扁
執政時期，正是 「上樑不正下樑歪」。難怪島內坊間
嘲笑，民進黨不過執政八年，但腐化的速度卻超過執
政半個世紀的國民黨。

吳乃仁堪稱民進黨內最會打仗、足智多謀的操盤
手。他將淪為階下囚，對民進黨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在2001年縣市長、立委及議員三合一選舉中，他以精
密的配票策略和 「在怎麼野蠻」廣告，讓民進黨成為
「立法院」最大黨。在2000年、2004年的大選中，吳

乃仁都是陳水扁的輔選要角。所以，吳乃仁與邱義仁
又有 「造王者」之稱。前幾年蔡英文接掌民進黨時，
特地邀請吳乃仁重出江湖，擔任選舉首席軍師。去年
大選蔡英文雖然落敗，但與有連任優勢的國民黨對手
馬英九只相差6個百分點，吳乃仁功不可沒。但如今
台糖土地案定讞，吳乃仁的刑期最快也要到2016
年底才結束。換言之，明年地方選舉和2016年
初的大選，具有豐富選戰經驗的吳乃仁無
法再為民進黨效力了。

瀾瀾觀觀
隔海 大陸跳水夢之隊10月訪台

駙馬效應 台男瘋練人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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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奧運會部分大陸金
牌選手將於10月赴台灣示範交
流，與台灣體育界切磋技藝、
分享經驗」，中國奧委會副秘
書長宋克勤近日接受中新社記
者專訪時表示。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一日
消息︰這將是大陸奧運會金牌選手第五
次赴台交流。訪問團主要由在去年倫敦
奧運會上有精彩表現的大陸跳水隊和花
樣游泳隊組成，將是跳水夢之隊首度訪
台。

「這兩個項目觀賞性強，預定在台
北、高雄各有一場表演。」宋克勤介紹
說，屆時，吳敏霞、秦凱、何姿、陳若
琳、汪皓等體壇名將將為台灣民眾呈上
一場健與美的盛宴。

「多年來，儘管兩岸關係歷經坎坷
，但在兩岸體育界的共同努力下，兩岸
體育交流總體保持了穩步發展。」宋克
勤說。早在1997年，兩岸奧委會便創辦
了兩岸體育交流座談會，推動兩岸體育
交流邁上了機制化的軌道。座談會每年
輪流在海峽兩岸舉辦，至今已辦了16屆
，成為了兩岸體育界的年度盛會，在此
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兩岸奧委會之間、兩
岸單項運動協會之間、兩岸基層體育組
織之間的三級對口交流機制。

近些年的兩岸體育交流活動可謂豐
富多彩。兩岸奧委會每年均要舉辦十餘
起交流活動，其中大陸奧運體操、花樣
滑冰等金牌選手赴台表演引起轟動，兩
岸共同舉辦的運動員訓練營、教練員培
訓班、體育產業、運動醫學、體育科研
研討會等均收到良好反響。兩岸單項運
動協會舉辦的海峽杯帆船賽、泳渡廈金
海域的廈金橫渡活動等已連續舉辦四屆
，成為了兩岸體育交流中的傳統活動。
海峽杯壘球賽、棒球賽、籃球賽、鐵人
三項賽以及兩岸青少年聯合登山、海峽
兩岸暨港澳地區青少年足球賽等活動越
來越多。

台教練將登陸觀摩
「兩岸基層體育交流也日益緊密。

去年，台灣體育總會組織14個台灣縣市
體育會負責人訪問了北京、河北，台南
市體育總會也首度組團參訪北京、天津
，並與河北、天津體育部門在棒球、舉
重、排球等項目上達成了互派教練、移
地訓練等多項交流意向。今年，剛剛完
成縣市體育會合併的高雄市體育總會有
望首度組團來大陸參訪。」宋克勤介紹
說。

「我們將以更加務實的態度，繼續
鞏固深化、全面推進兩岸體育交流與合
作。」宋克勤表示。

據悉，台灣乒乓球、羽毛球、舉重
、游泳、射擊、體操等項目的教練員年
內將前來大陸共同訓練，觀摩學習大陸
在訓練、科研等方面的經驗和做法。

【本報訊】
據中新社北京二
十一日消息︰對
於兩岸體育交流
，中國奧委會副
秘書長宋克勤用
「起步早，發展
好」來形容。早在
1979年，國際奧委會通過名古屋決議，恢復
了中國奧委會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合法權利，
同時允許會址設在台北的奧委會在改名、改
旗、改歌、改徽的前提下，繼續參加奧林匹
克運動，這就是著名的 「奧運模式」。奧運
模式是鄧小平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體育
領域的成功實踐。它讓兩岸運動員共同擁有
了參與奧林匹克運動的機會，率先打破了海
峽兩岸數十年相互隔絕、不相往來的局面，
開創了兩岸人員往來的先河。

從1981年起，兩岸體育團隊開始共同參
加在第三地舉行的國際體育比賽，開始接觸
。1989年，中華台北青年體操隊來京參加了
亞洲青年體操錦標賽，成為首支 「登陸」的
台灣運動隊。1993年，在台灣體育界朋友的
積極斡旋下，大陸遼寧男籃和河北女籃赴台
訪問比賽，實現了兩岸運動隊的雙向交流。
此後，兩岸體育交流日趨熱絡。

星光熠熠 預定台北高雄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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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霞何 姿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一日報道︰模特兒出
身的寶島駙馬爺蔡沛然，其肌肉線條分明的好身材
引來不少台灣女士的尖叫，特別是他展現 「人魚線
」（Mermaid Line）的性感造型，近日屢屢見諸
報端，也讓不少台灣男士想要跟風。

不過，台灣醫學界警告，男士想要練出好身形
，不但要有努力與恆心，也要重視適當的方法，鍛
煉不當恐引起運動傷害。有醫院20日指出，近日受
「駙馬效應」的影響，因腹肌受傷而求診的男性明

顯增加，幾乎都是想練腹肌、人魚線而扭傷、
疼痛。

運動不當易傷身
新光醫院骨科主任釋高上介紹， 「人魚線」是

指腰部兩側下腹肌邊緣往下延伸，所形成的V字形
線，最近在蔡沛然效應下，不少男士為求盡快出現
「人魚線」而瘋狂練習腹肌，卻因運動不當而造成

運動傷害。
他說，日前該院收治一名20多歲男大學生，連

續兩周到健身房勤用雙腿舉重物想鍛煉腹肌、練出

人魚線，兩周後卻因太密集運動，導致腹肌疼痛就
醫。釋高上說，經檢查這名患者的腹肌因鍛煉過度
，造成部分腹肌纖維斷裂，已給予消炎藥物，以待
肌肉修復。

開業復健科醫師周適偉說，近來為練腹肌、人
魚線導致腹肌肌肉酸痛、下背痛等就醫患者約增加
一成，他建議民眾在鍛煉時，應量力而為，若感腹
肌、下背部疼痛時應立即停止，避免造成運動
傷害。

台北市中山醫院日前亦收治一名30多歲男子，
他在半個多小時內狂做1000下仰起坐，導致臀部
皮膚滲血、腹部持續抽筋，送急診搶救。

林口長庚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洪家佩指出，鍛
煉腹肌、人魚線，最常引起後背肌肉拉傷及下腹部
扭傷， 「一旦姿勢不對或次數過多，肌耐力支撐不
住，連最普通的仰起坐也可能做出問題」。

中山醫院骨科權威楊卿潔建議，民眾要鍛煉腹
肌與人魚線時，可做仰起坐、平躺抬腿等運動，
每次上下各20次，早晚各進行一次，持續3至6個月
應可看到成效，特別提醒男士們 「欲速則不達」。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二十一日消息︰台軍方醫院近
日為一名年僅兩歲、重度顏面燒傷的大陸幼童進行整形外科
手術，過程順利。台灣防務部門軍事發言人羅紹和21日對此
表示樂觀其成。

在美國加州兒童燒燙傷基金會及援手基金會牽線下，台
灣燒燙傷權威── 「三軍總醫院」燒傷中心，為一名來自大
陸的兩歲林姓幼童，提供醫療技術協助。林姓小朋友出生不
到50天家中發生火警，導致頭部、顏面及肩部嚴重燒燙傷，
「三軍總醫院」20日二度為他進行整形外科手術。羅紹和表

示， 「三軍總醫院」為 「行醫救人」樹立了良好典範。
參與這次手術的台 「三軍總醫院」燒傷中心團隊，包括

剛卸任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長職務的主治醫師陳天牧等
。此次手術總計耗費一個半小時，成功為大陸幼童進行了眼
瞼重建及角膜移植等器官治療。

林姓幼童由家屬陪伴來台灣接受治療，其祖父在醫生步
出手術房後，緊握醫生的手表達感謝。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一日消息︰記者日前從海
峽兩岸關係協會獲悉，為積極推動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
規劃與商談，海協會副秘書長與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近日再
次就相關事宜交換意見。雙方同意將互設辦事機構正式列入
兩會協商議程，適時啟動業務溝通。

雙方認為，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宗旨是服務兩岸人民、
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定位是兩會框架下互設的辦事機構
。在此基礎上，雙方討論了辦事機構的業務功能，就包括文
教、經貿、交流、聯繫、急難救助等事項進一步交換了意見
，認為辦事機構的互設，應有利於促進兩岸交流與合作，便
利兩岸民眾往來，維護兩岸民眾權益。雙方還初步討論了辦
事機構及其人員的保障與便利等事宜。

海協會表示，兩會副秘書長的兩次意見交換，取得了一
定共識，為雙方規劃與商談相關事宜奠定了基礎。海協會將
本積極態度持續推進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協商，力爭年內有
所突破。

兩會互設辦事處列協商議程

陸童燒傷 台軍醫妙手回春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一日報道︰曾以辦報為名詐騙
5億元（新台幣，下同）而惹上官司的台灣《警民日報》前
社長陳元忠，去年再以 「投資兩岸」的名義非法集資超過10
億元。警方20日晚在台北、高雄、台中同步採取拘捕行動，
抓獲包括55歲首腦陳元忠在內的63名涉案人士，並現場起出
現金1.5億元，並通知銀行即時凍結涉案資金2.1億元。

警方稱，該集團陳元忠此番虛設《投資理財時報》、《
美的世界時報》、《海峽商報》、《卡友日報》等多家報刊
，並發行內部刊物宣傳投資。並自去年中起，以 「海峽兩岸
交流協會」的名義，在全台各地舉辦各種投資會，謊稱集資
投資兩岸各大 「朝陽行業」，吹噓只要入會成為 「投資者」
，就能按月領現金及禮券近萬元，且引入傳銷形式，介紹新
的投資者可獲2500元分紅，高額獎金吸引每天流入百萬元現
金，估計全台有逾萬人參與 「投資」。

警方指出，一個謊稱是 「海峽兩岸交流協會」的民間組
織自去年起在全台各地瘋狂舉辦投資說明會，並借此非法集
資，刑事局接受害者報案稱疑遭詐騙，進而展開調查。警方
追查後發現，主腦竟是在2009年曾利用《消費者日報》社長
身份，誆稱異業結盟，設下投資抽獎局狂騙民眾5億元。陳
在當年8月遭法辦，並被判刑12年，但他不服判決正提出上
訴，卻未料舊官司未了，他又重施故伎。

台傳媒人詐10億害萬人

▲馬英九女婿蔡沛然的健美身材讓不少男士既羨慕又
妒忌 互聯網

◀台灣民眾今
年10月可一睹
大陸奧運跳水
明星的風采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何德花平潭二十一日電】由海峽兩岸
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十一屆兩岸關係研討會，22日
將在距離台灣最近的福建平潭開幕。本屆研討會以 「
穩步推進，全面發展」為主題，張志軍將首次以國台
辦主任身份出席並講話。

由於大陸最高領導階層剛剛順利完成交接，大陸
對台政策將有何新的變化，被外界普遍關注。來自海

峽兩岸、港澳及海外的二百餘位專家學者、媒體記者
將出席該研討會。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民進黨也有不
少人以 「觀察員」身份前來參加， 「民共交流」似有
進一步擴大之勢。

此次兩岸關係研討會圍繞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理論探討，持續推進兩岸經濟、文化等領域交流合作
的具體意見，促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的思路」這三個

方面展開討論。
在參會的台灣嘉賓中，與謝長廷關係密切的台灣

維新基金會有三人前來，分別是顧問謝敏捷、研究員
朱政騏及蔡沐霖，預計他們將與張志軍會談。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表示，去年在台灣
舉辦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也邀請了民進黨籍人士參加。
他還說，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新上任，台學者非常期待
與新上任的國台辦主任近距離接觸。

21日晚，主辦方在平潭設宴，台灣虱目魚作為接
待用菜首次亮相。這是大陸舉辦的兩岸重要交流活動
的宴會菜單中首次選用台灣虱目魚。

張志軍今出席平潭研討會

秦 凱

汪 皓陳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