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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遍兩岸的
湖南衛視綜藝節
目《我是歌手》
上周五舉行決賽
。由於有齊秦、
辛曉琪、彭佳慧

、林志炫、楊宗緯多位台灣知名歌手參
賽，島內各大電子媒體紛紛轉播，收視
率比平常時段勁增220%。然而，這樣一
個深受兩岸觀眾歡迎的大眾文娛節目，
竟然被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批評為 「中共
入島、入戶、入腦的對台統戰行為」。
如此謬論，讓人錯愕。

這些年以歌唱比賽為形式的綜藝節
目風靡大陸。2004年湖南衛視率先開播
《超級女聲》，拉開了大陸電視界舉辦
大眾歌手選秀賽的帷幕，不僅為觀眾送
上美妙的音樂盛宴，更為音樂界輸送了
一批又一批實力與人氣兼具的音樂人才
，如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等，如今
已成為大陸樂壇的中堅力量。香港兩家
電視台近年也分別推出唱歌比賽節目《
超級星光大道》和《超級巨聲》，使本
港唱歌愛好者得以發揮所長，實現夢
想。

湖南衛視今年延續大型歌唱真人騷
節目的熱潮，推出《我是歌手》。該節
目制訂了有別於以往從平民中挖掘草根
明星的比賽規則，選用已經成名的歌手
參與競賽。資深唱將、當紅歌星和新生
代佼佼者同台角力，給予廣大觀眾與別
不同的視覺享受。尤其參賽者涵蓋兩岸
唱功了得的歌手，是兩岸樂壇難得的交
流盛會。蘇貞昌竟將此抹黑為 「中共對
台統戰行為」，根本就是痴人說夢。島
內電視台也播出美國電影，蘇貞昌是否
也怕 「美國文化入島入戶入腦」？島內
輿論昨天抨擊蘇貞昌既無知又無能，只
要遇到與大陸有關的事情，就只會拋出
諸如 「統戰」、 「洗腦」這些廉價的政
治口號。其實，這反而暴露了蘇貞昌對
兩岸事務的無知，對大陸現狀不了解。

蘇貞昌敵視《我是歌手》並非偶然
。去年11月台灣金馬獎揭曉， 「東道主
」台灣獲得4個獎，風頭不及大陸和香港

電影。民進黨立委即揚言 「台灣電影得獎太少，金馬
獎應停辦」，還質疑 「金馬獎是為大陸而辦的」。隔
月，大陸 「中歌榜」擬移師台北辦頒獎禮，民進黨人
士則揚言不允許 「一國兩制」的頒獎禮在台北舉辦。

民進黨頻頻誣衊兩岸文化交流活動，不僅暴露出
狹隘和短淺的地方保護主義，更凸現其 「台獨」主張
。這幾年兩岸關係如沐春風，拉近了兩岸民眾的距離
，讓死抱 「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坐立不安，於是伺機
破壞，無中生有。只是這些伎倆早就被島內輿論識
穿，不僅沒有引起 「共鳴」，反而激起眾怒。去年
民進黨的 「廢馬論」和現在的 「統戰論」，無
不受到島內各界譴責。

文娛節目無關政治，蘇貞昌滿嘴荒唐
言，只會貽笑大方。

瀾瀾觀觀
隔海

蘇染紅大陸節目被斥無知
《我是歌手》台灣走紅 收視率勁增一倍

大陸湖南衛視歌唱節目《我是歌手》在台灣政治及社會引爆話題。但民進黨主席蘇
貞昌14日卻宣稱，這是中共 「入島、入戶、入腦」 的統戰，因此台灣要更加 「警惕」 。
台灣音樂人、學者、媒體等群起反擊，批評民進黨人 「坐井觀天」 ，請蘇貞昌不要這麼
「無知」 。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報道︰《我是歌手》
12日晚舉行總決賽，台灣包括東森等多家電視台以新
聞報道名義全程直播，贏得平均2.15的高收視率（即
每分鐘有約48萬觀眾收看）。東森新聞台回應稱，因
《歌手》有4名台灣歌手參賽，頗受台灣觀眾關注，
故作特別報道。

台音樂界支持兩岸交流
台灣音樂人黃國倫表示， 「《歌手》充分展現了

台灣文化的軟實力，7位選手中，台灣佔了4位，與其
忽略不報，不如引為借鏡」，《歌手》走紅不是政治
問題， 「這是現實問題，對岸的軟、硬件的確在崛起
，要改變必須在體制上作整體修正，不然台灣在華人
娛樂的優勢上會逐漸消失」。

《歌手》專家聽審團成員、台灣音樂人袁惟仁說
，《歌手》讓兩岸音樂互相交流，這是很好也值得肯
定的事，他呼籲， 「音樂盛事沒必要被政治染色」。

針對蘇貞昌 「入腦說」，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
授賴祥蔚表示，這是低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他認為
蘇貞昌主席太過緊張了， 「一個節目有收視率，一定
有理由，政治人物不用去質疑觀眾的口味」。

台灣文化大學廣告系副教授鈕則勛認為，民進黨
的說法是 「無限上綱」， 「沒有必要把所有東西都政
治化，（民進黨）好像只要抓到什麼東西就把它炒作
，這會被民眾嘲笑的」。

台灣《中國時報》15日發表文章說，奧斯卡獎是
荷里活文化，NBA球賽是美國文化，台灣都在實況
轉播與報道，蘇貞昌就不擔心台灣人被美國文化 「入
腦」？

文章認為，觀察蘇貞昌對《歌手》的看法，沒有 「
台灣為何留不住這些歌手」的問號，沒有 「有多少觀
眾想知道台灣歌手的比賽結果」的探究，他唯一關切
的，就是如何利用這個場景，做他一貫的政治操弄。

台灣《中央日報》也發表評論指出，民進黨這些
大佬們的腦袋似乎永遠沒有改變，恐怕綠營人士不是
「坐井觀天」，就是 「夜郎自大」，蘇貞昌帶領下的

民進黨充滿了強烈的 「無自信」與 「失敗」心態，令
人感到失望。文章說： 「麻煩蘇貞昌到大陸走一趟，
看他還會不會這麼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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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據天津市武清區旅遊部門
統計，今年第一季度，該區接待遊客
155.61 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 6.96 億
元，達到去年全年總量的 37%和 46%
以上。

今年以來，武清區力打造 「京
津休閒旅遊目的地」品牌，購物遊、
農業休閒遊、娛樂遊等旅遊項目使該
區旅遊 「淡季不淡」，從元旦小長假
開始，武清區就迎來了客流高峰。春
節及元宵節期間，該區的民俗活動更
是吸引許多京津遊客前來遊覽。佛羅
倫斯小鎮、友誼商場、凱旋王國主題

樂園、君利農業示範園、燕王湖濕地
生態園、金鍋生態園等多個旅遊景點
集中發力，實現旅遊業發展開門紅。

據武清區旅遊發展服務中心陶主
任介紹，隨旅遊旺季的到來，該區
還將陸續推出多項旅遊線路，豐富旅
遊載體內容，推進北運河郊野公園二
期工程、河心公園、農耕體驗園、佛
羅倫斯小鎮二期、凱旋王國二期等工
程建設，力爭接待遊客、旅遊收入兩
項指標實現雙翻番。

文 唐稚易 許會松 王建強

武清區第一季度旅遊業實現開門紅

隨4 月 10 日武清村鎮銀行掛牌
成立，標誌武清區金融改革步入新
的階段。

據了解，建設村鎮銀行，大力發
展農村金融，是天津繼以宅基地換房
建設示範小城鎮、農村 「三區聯動」
發展和 「三改一化」改革之後，推進
城鄉一體化發展、深化農村改革的又
一項重要舉措。武清村鎮銀行由山東

萊商銀行發起設立，由萊商銀行和12
家法人股東共同出資，將按照 「差異
化、特色化」的發展思路，堅持 「立
足三農，服務三農，發展三農」的市
場定位，打造 「武清人民自己的銀行
」和 「中小企業的夥伴銀行」，深入
村鎮、企業、農戶，培育忠實客戶，
推動武清經濟社會發展。

文 唐稚易 許會松 王建強

武清村鎮銀行掛牌成立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十五日報道︰前
民進黨主席謝長廷15日在美國表示，民進黨兩岸政策
要獲得台灣民眾和美國接受，也要讓大陸能夠忍受。

謝長廷辦公室15日發出新聞稿表示，謝長廷正在
美國華盛頓訪問，他在當地向僑界發表演說時表示，
台灣社會和國際局勢在改變，如果民進黨和台灣的政
策沒有調整，將會被邊緣化；他認為台灣要團結，有
了共識後和大陸才能爭取更好的條件。

對於有人覺得國民黨就是統派，沒有辦法和國民
黨共生合作。謝長廷指出，美國支持國民黨不是因為
支持統派，美國支持國民黨，和大多數台灣人支持國
民黨的理由一樣，是因為支持和平穩定。

謝長廷認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應該要達成3個
目標，第一，讓民眾相信民進黨執政有能力和智慧管
控風險；第二，讓國際社會感受到民進黨努力顧及區
域和平的責任感；第三、讓台灣、大陸的民眾及國際

人士了解民進黨的努力是在保護民主、創造共生的價
值，唯有達到這3點，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才能讓多數
台灣人和美國接受，也讓大陸忍受。

謝長廷表示，美國前亞太助卿坎貝爾日前也指出
，美國鼓勵民進黨和大陸交流，這是世界潮流。謝長
廷強調，民進黨除了要贏取政權，也要能穩定統治才
行。

至於如何凝聚黨內兩岸政策的共識，謝長廷說，
其實有很多途徑，民進黨代表可以提案，也可透過 「
中國事務委員會」整合，委員會本來就要多聽大家的
意見。

謝倡綠營提大陸接受的政策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
五日消息︰台灣15日發生一起直升
機艙門墜落校園意外，所幸未造
成人員傷亡。這是島內首度有飛
航中的直升機艙門掉落人口密集
區。

綜合台媒報道，15日上午，台
灣內政部門所屬空勤總隊一直升
機艙門，墜落台北民生初中的校
園。不少學生和附近居民直呼 「
好誇張」、不可思議。民生初中
孫姓校長表示，上午10時30分許，
34名學生正在學校戶外場地上童軍
課，突然聽到巨大聲響，大家尋
聲發現，一片直升機艙門從空中
掉落在學校圍牆上。他指出，校
方立即在現場圍起警戒線，現場

無人受傷，建築物也未受損， 「
幸好老天保佑，這次意外未造成
學生受傷」。

台空中勤務總隊聞訊派人趕
到現場，將掉落的直升機艙門帶
回，並對這起意外表示歉意。據
介紹，空勤總隊上午調派直升機
、共6人，執行防救災 「高度組合
訓練」，疑似機械故障，導致後
艙機門損壞，發生掉落意外。這
架編號NA-520直升機為UH-1H
型，機齡約38年，6年前執行救援
吊掛時曾發生鋼纜斷裂，導致2人
墜落受重傷。台空勤總隊原有20架
UH-1H直升機，其中一架於2009
年執行莫拉克風災搶救任務時，
在屏東霧台撞山墜毀。

直升機艙門墜台北校園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報道︰大陸古董藝術拍
賣掀起民國熱，大陸富豪紛紛來台尋寶，狂掃台灣收藏
家手中的古董文物，拍賣價格也不斷創下新高。

據台媒15日報道，在專做大陸與港澳客的富博斯近
日剛結束的拍賣會場，短短30公分長的頂級沉香，拍出
落槌價高達1600萬元新台幣，台下紛紛發出驚呼聲，而
坐在底下屏氣凝神的買主，其實就是來自大陸的買家。

富博斯國際藝術拍賣執行長陳珮瑜指出，大陸經濟
逐漸崛起，富豪也把理財目光轉移到搜集古董市場，近
年更有商人喊出 「國寶回流、文物新興」的口號，讓全
球更加注意到大陸拍賣市場的急速成長。

陳珮瑜說，現今大陸古董收藏家全球走透透尋寶大
陸文物，歐美、日本、東南亞等地都有大陸收藏家的身
影，自然不會錯過有深厚中華文化底蘊的台灣。

看好陸客來台自由行的市場，擁有多年古董拍賣經
歷的陳珮瑜認為，過去由於大陸人士來台作業不便，現
在有了自由行後，大陸人士來台淘寶的便利性，已不同
於以往。由於台灣藏家收藏時間來得早，許多重要大陸
古董都藏寶於台灣。另一方面，陳珮瑜指出，台灣本土
特色藏品也逐漸受到大陸青睞，包括陳年高粱酒中的兩
蔣壽酒、李登輝贈酒等，都有大陸買家收藏。

大陸富豪赴台狂掃古董

▲大陸綜藝歌唱節目《我是歌手》12日晚間舉行
總決賽，台灣歌手林志炫獲得亞軍 中央社

▲島內 「漢光29號演習」 實兵演練15日登場，陸軍機步營在淡水地區反突擊演練中，依操演想定模
擬射擊企圖登陸的敵軍。 中央社

◀島內空中
勤務總隊編
號 NA-520
直升機，15
日執行 「高
度組合訓練
」 時，艙門
掉落。圖為
發生事故直
升機的檔案
照。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東莞十五日消息︰台灣男子黃某成
在廣東東莞幫朋友自殺，致其死亡。記者15日從東莞市中級
法院獲悉，黃某成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據東莞市中級法院介紹，黃某成和蔡某興是朋友關係，
均係台灣人。蔡某興因生意失敗負債纍纍，且兒子患病急需
醫藥費，遂萌生詐騙保險金之意。2012年1月4日，蔡某興在
高雄市找到黃某成商量詐騙保險金事宜，雙方商定由黃某成
先到東莞市厚街鎮尋找合適作案地點。蔡某興離開台灣時購
買高額旅遊保險，雙方在厚街鎮匯合後，黃某成將蔡某興殺
害，偽造犯罪現場以騙取保險金。

法院經審理認為，黃某成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一
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依法應予懲處。鑒於黃
某成是經被害人蔡某興同意，並在被害人蔡某興的配合下將
蔡殺害，可酌情對其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有關條款規定，法院判決黃某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
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台漢助友自殺判囚13年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五日報道︰在搜尋網站輸入 「三
星手機」可得到超過3800萬筆相關資料，在今日的網路資訊
時代，在網上宣傳成為 「便宜又有力」的行銷渠道。不過，
若行之不當，就將如韓國三星（Samsung）公司在台灣市場
一樣 「踢到鐵板」。

台灣公平會副主委孫立群15日透露，早前收到民眾舉報
，指三星公司在網上行銷其智能手機時，涉嫌聘用網路寫手
撰寫不實的 「薦證廣告」，公平會已於上周對此立案調查，
將朝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廣告不實，或第22條營業誹謗來
處理。據悉，若罪名成立，三星及其專用廣告公司將可能面
臨2500萬元新台幣的重罰。

台灣三星同日回應時稱，將停止所有在論壇發文、迴文
的網路行銷操作，未來也會持續加強員工教育訓練，以防止
再度發生。該公司同時證實，原定下半年在台灣市場推出的
旗艦機款Galaxy S4，也將延後推出，但三星拒絕證實延推
S4是否與官司有關。台灣三星公司4月1日遭台灣科技網站
Taiwan Samsung Leaks公布疑似台灣三星與鵬泰顧問公司
的內部文件，內容指三星與負責市場推廣的鵬泰公司疑似監
控各知名3C網站討論區的記錄，並涉嫌請來 「職業打手」
在網上為三星的新產品撰寫推薦文等 「薦證廣告」， 「唱好
自己」的同時，還涉及打擊與抹黑競爭對手，引發台灣社會
關注，甚至引發政治人物關切。國民黨立委李貴敏憂心該舉
影響台灣手機廠商的權益，月初利用質詢機會了解公平會對
新興網路不正網路行銷如何因應。

三星假廣告案或被罰25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