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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兩岸舉
辦了 「汪辜會談
」20周年紀念活
動，並就推動兩

岸政治對話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是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自去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 「探
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
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
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協商達成兩岸
和平協議」後，關於兩岸展開政治協
商的議題就一直在兩岸輿論中發酵。
而大陸方面在上周海協會換屆之際，
再度表達了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的期盼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務委員楊
潔篪和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先後發言。
這是自中共十八大後，大陸多位重要
官員首次在同一場合就兩岸政治對話
問題發表重要講話，足現大陸方面為
破解兩岸協商 「瓶頸」，推動兩岸關
係前行的善意與誠意。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日前在海
基會主辦的紀念汪辜會談活動中表示
，不論在島內或島外，台灣當局都不
會推動 「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與 「台灣獨立」。雖然國民黨當局反
對 「台獨」的立場眾所周知，但這次
還是馬英九首次一口氣作出 「三項承
諾」：台當局不搞任何形式的 「台獨
」。這對於加強兩岸政治互信無疑具
有正面的意義，這些年兩岸關係得以
突飛猛進、一日千里，正是建立在 「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石之上。

然而，馬英九是以 「否定」的形
式進行表述，即 「不會推動台獨」，
其言下之意就是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既然如此，馬英九何不直接說出
「兩岸同屬一中」呢？由此可見，雖

然是細微的論述差別，但足以看出馬
英九對涉及兩岸關係定位的敏感政治
問題頗有顧慮。他只願說出 「兩岸人
民都屬中華民族」，但對 「兩岸同屬
一中」卻始終不願鬆口：一方面擔心
與大陸走得太近，會得罪美國政府；
另一方面憂慮島內民眾的反應，尤其
是泛綠陣營強烈反對，可能對國民黨

的選舉不利。
其實，華府的所謂 「台灣關係法」不過是為了

向台灣出售過時老舊的武器，把台灣當作搖錢樹。
至於島內民眾反應，從國民黨連贏兩次大選來看，
島內主流民意已經意識到 「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重要性，意識到結束兩岸敵對關係、建
立和平框架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必要性。馬英九
應抓緊當前兩岸關係為過去60年來最融洽的歷
史機遇，與大陸展開政治對話，增進維護一個
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為兩岸和平構建長
久框架。這不僅攸關馬英九個人歷史
定位，更攸關兩岸發展前途和兩岸同
胞福祉。

台企競爭力銳減

穗粵劇博物館打造紅船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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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主流財經刊物《今周刊》製作
的 「兩岸三地1000大企業排行榜」 今年進
入第十年，1日在台北發布的2013年排行
榜顯示，中石油市值蟬聯大陸、香港及台
灣三地企業市值第一名。

話你知

兩岸三地千強榜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五月一日報道︰今年排
行榜前10名依次是中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移動、建
設銀行、豐控股、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石化
、台積電和中海油，其中大陸企業佔據8席，港、台
企業各據一席。其中台積電是前30名中唯一的台灣企
業。

鴻海跌出前30名
《今周刊》發行人謝金河在發布記者會上表示，

今年的排名中，前100名大企業台灣只剩下12家，較
2012年足足少了7家。從台灣大企業上榜家數持續減
少，可見台灣大企業競爭力每況愈下。今周刊表示，
受到去年證所稅影響，台灣大企業市值普遍成長有限
，持續被中國大陸、香港的企業超越。

其中，鴻海集團市值衰退12.91%，從2012年的第
24名掉出前30名，成為第32名。宏達電更掉出前百名
之外，連續三年下滑至今年的第145名。

與大企業衰退形成對比的是，台灣中小企業表現
亮眼，這也使得今年上榜前1000大的台灣企業數增長
4家，達到118家。謝金河說： 「大陸的大襯托出台灣
的小，不過台灣企業也不是沒路可走，用心經營的企
業仍會得到肯定。」比如，近年在大陸經營租車業務
表現亮眼的中租市值成長131.66%，從去年的第885名
躍升至第440名。

此外，深耕大陸市場的旺旺、康師傅兩大食品巨
頭依舊表現亮眼，捷安特、美利達等自行車企業也成
長顯著。謝金河表示，可見投資大陸工廠、開發大陸
市場，台資企業依舊大有可為。

上榜港企略有增加
統計還顯示，今年上榜的前1000家企業中，大陸

企業從2012年的564家下滑到今年的547家；上榜香港
企業數則從去年的322家，上升至今年的335家。

排行榜撰稿人周岐原表示，通過調查發現，全球

金融危機前引領風騷的重工業、鋼鐵、航運和白酒產
業全面退位，與民生需求更緊密相關的醫藥、日用品
、食品業大量崛起。

《今周刊》今年的榜單以台灣、香港、上海、深
圳四個股票交易市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統計2012年
4月27日至2013年4月24日收盤市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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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五月一日報道︰民進黨 「
中國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1日出爐，由黨主席蘇貞
昌親自領軍擔任召集人，其他成員包括前主席蔡英
文、游錫等，被視為黨內務實路線代表人物之一
的另一位前主席謝長廷，榜上無名。

謝長廷拒入會
然而外界質疑，委員會包括當初呼應陳水扁 「

一邊一國」主張、炮製 「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游錫

，卻沒有積極主張與大陸交流的謝長廷，最終能
否端出 「確保台海和平及兩岸平等互惠發展」的 「
兩岸政策大菜」，似乎難以樂觀。

民進黨去年11月間通過設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
」，由蘇貞昌親自擔任主委，而不是外界認為呼聲
甚高的謝長廷。其後經過10多次籌備會議，民進黨
中常會終於在5月1日通過蘇貞昌提出的委員名單，
第一次委員會議訂在5月9日舉行。委員會的任務包
括：對大陸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的研判；對兩岸

關係現況的檢討與未來的因應；擬定民黨與大陸交
流的策略與原則等。

今天中常會通過的委員會名單包括游錫、蔡
英文、 「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高雄市長陳菊
、台南市長賴清德、前 「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和
前秘書長吳乃仁。

對於大陸事務委員會為何要在謝長廷缺席的情
況下宣布成軍，並準備在下周即舉辦第一場會議，
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吳子嘉發表評論指出，黨內
熟悉內情的人都曉得，這一切，無非是即將在6月初
赴美訪問的蘇貞昌，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處理兩岸
事務，才不得不臨時抱佛腳，趕在出訪前召開會議
，替自己備齊 「兩岸口試審查資料」。否則，如果
他到美國時，兩岸作業還是一片空白，恐怕這趟出
訪到頭來只會剩下 「觀光意義」，白忙一場。

綠營中國事務會倉促上陣
蘇貞昌下月訪美交差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五月一日電】 「梨園歌
舞賽繁華，一幕紅船泊晚沙」。十九世紀末二十世
紀初粵劇鼎盛時期，紅船戲班沿河巡迴演出，盛況
已經難以再現。不過，正在公示的廣州粵劇藝術博
物館建設方案顯示，將引入荔枝灣水系，搭建水上
看戲的傳統戲台，未來市民可以坐小船，穿梭在
古色古香的亭台樓閣之間，在習習涼風中傾聽婉轉
動人的粵曲。

粵劇博物館的選址和建設方案經過多次變化。
最後，粵博館選址恩寧路以北、多寶路以南。該地
塊是粵劇文化興盛之地，八和會館、鑾輿堂等均為
傳統粵劇表演場館，馬師曾、紅線女、少崑崙夫婦
、關耀輝、關海山等粵劇名伶也曾在恩寧路街區居
住。

粵劇博物館預計2015年前落成，初步將投資
2.63億元，由廣州市政府與荔灣區政府共同出資。
不過，直到2012年11月26日，廣州市重點文化建設
項目─粵劇藝術博物館在恩寧路奠基，建築方案
也沒有確定。當時，荔灣區曾向市民公示過騎樓式
設計、九宮格布局等8個風格各異的建築方案。從正
在公示的規劃看，最終選定了 「沿河涌邊界，通過
設置高台、樓閣、遊廊等元素組合成豐富的濱水建
築群」的六號方案。

選址荔枝灣添嶺南特色
從規劃效果圖看，粵劇博物館藏身於荔枝灣畔

，與周圍古色古香的亭子、小橋等融為一體，充滿
了老西關風情。博物館外，一座傳統戲台高高聳立
，被引入的荔枝灣水系包圍，更添幾分嶺南水鄉特
色。

對於這個公示的方案，老戲迷朱杏芳表示很滿
意，認為既具有廣州特色，又能重現粵劇鼎盛時期
的景象。不過，對於博物館的功能設置，朱杏芳更
在意體驗而非展示。她認為粵劇的美妙不能通過太

專業的展覽來表現，參與和體驗更加重要，最好是
恢復曲藝茶座，讓市民和遊客一次體驗粵曲、飲茶
兩種老廣州風情。

12歲的林蓉並不明白粵劇博物館建設意味什
麼，但她知道粵劇是 「很有文化的東西」。當記者
問希望用什麼方式來了解時，林蓉直接說 「遊戲」
。因為林蓉之前去南越王墓博物館參觀過一個服飾
展，當時主辦方特別為小朋友設計了服飾拼圖遊戲
，一邊參觀一邊拼圖的感覺 「很好玩」。

著名粵劇編劇家何篤忠表示，粵劇博物館不需
要太多學術性的東西，提供一個感受粵劇的氛圍，
強調觀眾參與互動，才能更好地宣傳、推廣粵劇。
作為資深從業員，何篤忠希望博物館能早日落成，
通過豐富多彩的體驗吸引更多人關注粵劇。

搭建水上戲台 重現西關風情

「紅船」是明清時粵劇演員的交通工具，船艙鋪分
配及工人職責皆有規定，成為日後戲班的基礎。當時兩廣
地區陸地交通不及河道方便，而粵劇戲班常在珠江三角洲
及廣州沿河一帶巡迴演出，為方便行程，常棲身於繪有龍
鱗菊花圖案的紅色木船中，船停哪裡戲就在哪裡開唱。

紅船於清中葉集中在佛山之大基尾。粵劇戲班之第一
個工會─瓊花會館亦在此成立。其時佛山多迎神賽會，
逢神誕必要上演粵劇，清代有一首竹枝詞描寫了這一盛況
： 「梨園歌舞賽繁華，一帶紅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貺年
，萬人圍住看瓊花」。公元1854年（清朝咸豐四年），粵
劇藝人李文茂響應太平天國起義，在佛山經堂古寺率領梨
園弟子，編成文虎、猛虎、飛虎三軍。清政府為了消滅三
軍勢力，殘殺藝人，火燒瓊花會館，禁演粵劇15年之久。
從此，紅船逐漸絕跡，成為歷史文物。

【本報訊】據中通社五月一日報道︰對於前台灣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日前表示，可考慮引入鳳凰衛視
及大陸中央電視台國際新聞，以解決台灣媒體亂象；
台灣監察院長王建1日表示贊同。

王建強調，對台灣有利的事，不要自己擋自己
，鳳凰、央視應該立即開放，讓鳳凰、央視來，可以
提升台灣電視台的水準。

日前在紀念辜汪會談20周年座談會上，江丙坤透
露，他曾經向馬英九提議，可以考慮引入鳳凰衛視及

大陸央視國際新聞，讓民眾多看國際新聞，不要只看
八卦。上述言論引發外界討論，有人認為可行，但也
有人反對，擔心台灣因此被統戰。

王建1日與媒體茶敘時，力挺江丙坤的言論，
稱許江丙坤是 「老成謀國」。王建認為，台灣媒體
充斥亂象，名嘴在節目上談八卦，對人民無益， 「鳳
凰、央視不是每個節目你會喜歡，但總有幾個節目你
會欣賞的，因為花了大錢在做節目」，有些節目做得
好得不得了。

王建認為，央視與鳳凰有好節目，尤其是央視
第4台，有許多耗費巨資製作的節目，收視可以增加
閱聽眾知識。

龍應台籲大陸對等開放
負責台灣文化政策的龍應台今日則稱，台灣是開

放社會，台灣媒體 「不怕開放」，但她同時要求大陸
開放台灣媒體登陸大陸市場，認為互相開放市場才符
合 「對等原則」。她同時指出，兩岸確實應該談電視
台落地的問題，並透露未來將與陸委會及 「通
訊傳播委員會」等相關部門深入討論。

台監察院長撐央視入島

【本報訊】據中新社高雄五月一日消息︰遠近聞名的
高雄愛河，1日至少發生2起跳河事件或意外。當天下午，
中新社記者行經愛河七賢橋時，發現橋下圍不少人。一
打聽，原來是一位婦女溺水昏迷，緊急送醫，生死不明。

傍晚記者打電話給高雄市消防局，輾轉聯繫上一位負
責新聞的先生。對於記者的問題，他首先反問： 「愛河？
你是說哪一起？」

同在5月1日，家住高雄鼓山區、80歲的郭姓老頭與子
女意見不合，賭氣到愛河想跳河，警察開警車鳴笛趕往現
場，在河邊拉住他，化解老者火氣，救回一命。

就在上月中旬，愛河發現一對老夫妻溺水，兩人身上
繫一根繩，消防隊員剪斷繩索將兩人救上岸，其中80歲
的吳老先生已經死亡。家人表示，二老久病身體不好，可
能因此尋短。愛河是高雄市內的一條河，曾經淪為臭水溝

，近些年經整治，已成為著名旅遊景點。

高雄愛河為情所困

▼◀近年不少青少
年學習粵劇，上台
演出同樣有板有眼
。小女孩穿起粵劇
服飾，顯得分外嬌
媚 黃寶儀攝

▲正在公示的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建設效果
圖 黃寶儀攝

▲今周刊發行人謝金河1日出席 「兩岸三地1000大」 公
布記者會，現場發表對兩岸三地經濟情勢與未來發展的
看法 中央社

粵劇紅船──
水上流動戲台

瀾瀾觀觀
隔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