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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美猪”民进党当局丑态毕露
本报记者 王 平

民进党当局“行政院长”苏贞昌近日对民
进党“立法院”党团下总动员令，要求民进党

“立委”在 12 月 24 日表决美猪进口相关 9 项行
政命令时一致投赞成票。为护航含莱克多巴胺

（瘦肉精） 的美国猪肉，民进党当局除了做政治
动员，还对反美猪的民众约谈提告，围剿对美
猪说“不”的国民党县市长，捏造虚假民调给
自己涂脂抹粉，恶行恶相层出不穷。

权力傲慢

民进党当年极力反对进口美国牛肉，近日
却未经“立法院”讨论，直接宣布明年 1 月起
开放进口 30 月龄以上美牛和含莱克多巴胺美
猪，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不绝。

当年曾被民进党请出来反对美国牛肉进口
的台湾医生苏伟硕，近日发表“莱猪就是毒猪
的10个科学证据”的脸书，引用由加拿大、英
国、俄罗斯和瑞士等国际学术界合作发表的论
文表示，莱克多巴胺的毒性是摇头丸的 250
倍，遭到民进党当局卫生部门食药署告发违反

“食品安全卫生法”。
苏伟硕随后更正了数据，表示该论文误植

原始文献数据，莱克多巴胺毒性应该是摇头丸
的0.25倍。苏伟硕认为，尽管如此，“莱猪就是
毒猪”的说法并没有错，要他道歉，除非蔡英
文先就强行进口美猪道歉。苏伟硕说：“我不会
示弱，会奋战到底！”民进党当局不只是要堵住
他的嘴，还要吓阻全台 3 万多名医师别说和当
局不同调的意见，行控制言论之实。

苏伟硕遭到司法恐吓事件在岛内引发轩然
大波，民进党当局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表

示，若苏愿意更正错误讯息，不排除撤告。苏
伟硕则回应，“食安法”是公诉罪，告发不是儿
戏，“难道检察官要听陈时中的吗”？呼吁卫生
部门“有理就告到底”，他会奉陪。若卫生部门
觉得理亏，应向受累的警察及检察官道歉，“上
级层层交办让基层警察背黑锅”，“食药署”明
知不符合构成要件却执意告发他，毁人名节在
先，把他丑化成“造谣医师”，伤害他专业形
象，“我也可以反告‘卫福部’诬告。”

苏伟硕回忆说，当年受民进党“立法院”
党团的邀请，谈论瘦肉精对人体有害的科学证
据，“我当时跟他们站在同样的立场，只是他们
改变了立场。”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顾社会反对
强行开放美猪进口，竟连质疑声音都不允许存
在，还滥用司法工具恐吓打压民众，权力的傲
慢已达极点。

踢到铁板

苏伟硕曾是民进党的“战友”，而今却被民
进党污以“造谣”，并暗指他“亲中”。有绿色
媒体报道，帮苏伟硕出版反美猪书籍的出版社

“疑似深具亲中色彩”。苏伟硕对此回击说，现
在最重要的还是“莱猪”到底有没有毒。他强
调，“莱猪”有毒就是事实，会影响寿命，还可
以找出更多的科学证据来证明。

苏伟硕12月21日与“民间反瘦肉精毒猪联
盟”一起在“美国在台协会”（AIT） 前召开记
者会，希望邀请该组织在台负责人就莱克多巴
胺健康风险进行台美民间科学对话。但 AIT 并
未派员出面，而是由警方代收转交。

岛内舆论评论，民进党违逆民意霸王硬上

弓在先，动用司法工具大炮打蚊子在后，谁料
这只“蚊子”战斗力不俗，加上社会反对声浪
高涨，民进党当局踢到铁板，才不得已考虑撤
告，如若苏伟硕是个软柿子，只怕早已被民进
党当局捏烂。

谎话连篇

“美国在台协会”正是美猪入台的影武者。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与该组织在台
负责人会面时，当面提出对美猪进口的疑虑，
会面气氛急转直下，主办方将现场记者清退，
公开会面变成了闭门会议。

“美国在台协会”受窘，民进党当局比谁
都急。“行政院”抨击卢秀燕“不该用突袭方
式造成国际友人对台湾不信任”，民进党“立
委”声称卢秀燕“失礼了”，是“低级市长”，
其对外奴颜婢膝而对内蛮横霸道的丑恶嘴脸展
现无遗。

民进党护航美猪还不惜数据造假。据民进
党公布的民调，岛内不满意蔡政府开放美猪的
民众仅占 7.7%。岛内舆论质疑，如果民调是
真，“绿委”为何在美猪议题上由一开始的频频
嘴硬变成现在的缩头缩尾？为何国民党籍台北
市议员罗智强近日点名四大民进党“莱委”
后，多名“莱委”脸书会被民众骂声灌爆？而
苏贞昌还需对“绿委”下总动员令？

此前台湾联合新闻网民调显示，超 90%岛
内网友表示“坚决不买不吃”美猪美牛，连泛
绿阵营的 《美丽岛电子报》 的民调都显示高达
73.7%的台湾民众反对美猪进口，怎么一夕之
间变成只有 7%民众不满？民进党满嘴谎话，
谁信？！

本报香港12月23日电（记者冯
学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3 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记者
会，介绍香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
最新进展。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
23 日与英国阿斯利康制药达成协
议，订购750万剂与英国牛津大学共
同研发的疫苗。加上之前已达成的两
笔疫苗洽购协议，香港订购疫苗数量
达 2250 万剂，以每人两针计，足够
全港居民使用。

林郑月娥介绍，特区政府此前
已 与 两 家 疫 苗 制 造 商 达 成 洽 购 协
议，包括内地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以灭活技术生产的750万剂疫

苗，估计最快下月有100万剂到港；以
及由内地复星医药与德国拜恩泰科
合 作 的 信 使 核 糖 核 酸（mRNA）疫
苗，首批 100 万剂估计明年第一季
抵港。“特区政府将继续寻找第四
款疫苗，希望最终足够香港人口两
倍使用。”林郑月娥说。

林郑月娥强调，市民在自愿前提
下进行疫苗接种，并可通过自行选择
接种时间和地点来决定接种哪一款
疫苗。她说，政府将开发一个电子版
的注射疫苗记录系统，作为注射疫苗
的证明，为后续措施打下基础。她还
呼吁市民在接种疫苗的同时继续保
持社交距离。

12 月 21 日是冬至，在河南省
郑州市金色港湾社区豫台有约文化
交流中心的小院儿里，台胞吴天玺
和她的三哥吴天顺，一边和亲朋好
友吃亲手包的饺子，一边跟远在台
湾的大哥吴天鑫一家视频通话，过
了一个特殊的两岸线上团圆节。

因疫情阻隔，吴天玺和大哥
一家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中
午时分，吴天玺打开微信视频并
连接电视大屏幕，和身在台湾台

中市的大哥大嫂互致问候。这边
白白胖胖的饺子已经出锅上桌，
电视屏幕上，大哥家的汤圆正冒
着腾腾热气。“这是饺子汤圆话团
圆。”吴天玺笑说。

南北方习俗不同，台湾冬至吃
汤圆，河南冬至吃饺子。“我们北
方人还是习惯吃饺子。”吴天鑫脱
口而出。“大哥，你在台湾咋还成
了北方人呐？”吴天玺跟大哥开起
玩笑，吴天鑫却回答得郑重：“爸

爸妈妈在河南落叶归根，老家在河
南，我不就是北方人吗？”

饺子馅和面团是社区健康厨房
的负责人蔡玉霞送来的，是社区冬
至慰问台胞的心意。在河南生活了
30 年，吴天玺为豫台交流做了不
少事，也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生活，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台胞，更
是河南人”。一起过节的台胞邹瑞
芝，也已在大陆生活了 20 年，她
说：“我喜欢大陆先进的网络支
付、网约车、点外卖等方便、快捷
的生活方式，更喜欢大陆开放的胸
襟和纵览全球的开阔视野。”

1990 年，吴天玺随父母来河
南探亲创业。从开煤矿到建印刷厂
再到做媒体主编，吴天玺在事业上
取得成功后，开始投身公益事业。
郑汴马拉松赛，她是发起人之一；
南阳南召的楚长城认定，她是推手
之一；河南王屋山、黛眉山成功申
报世界地质公园，也有她挥洒的一
份汗水。

在南阳南召楚长城的认定过程
中，吴天玺意外发现了邓州“台湾
村”。她考证发现，360 年前，台
湾阿里山邹人依那思罗等台湾少数
民族同胞，随郑成功部将黄廷赴河

南邓州屯垦，与当地居民繁衍生息
十三代，在今天邓州市的张村镇上
营村形成了580户、2600多名台湾
少数民族后裔的“台湾村”。其
后，吴天玺在两岸间不断穿梭联
络，终于在2005年5月，促成台湾
少数民族邹人与邓州“台湾村”认
亲，分隔300多年的两岸亲人，在
河南新郑机场首次激动相拥，一诉
衷肠。

两岸间的寻亲故事令人感动，
吴天玺由此写成了 《风雨思归程》
一书。之后，她又以书为蓝本，投
资拍摄了同名电影。“电影已经杀
青了，正在进行后期音效制作，力
争明年 7 月份首映。”吴天玺对吴
天鑫说。

吴天玺穷一己之力，只为将两
岸同根的文化历史脉络呈现给公
众。她感叹，现在两岸关系日趋紧
张，大陆疫情早已得到控制，台湾
却还以疫情为借口，几乎切断了两
岸人员往来通道，连大陆台胞回台
探亲都显得阻碍重重，能有个大家
都认可的绿色健康码就好了！“两
岸都是一家人，本该和和气气愉快
相处，携起手来共同打拼。”吴天
玺说。

林郑月娥：

香港已订购2250万剂新冠疫苗

台胞吴天玺的别样冬至日

“我是台胞，更是河南人”
李鸣升

吴天玺 （右） 给社区志愿者赠送《风雨思归程》书籍。 黄玉良摄吴天玺 （右） 给社区志愿者赠送《风雨思归程》书籍。 黄玉良摄

眼 下 ，福（州）平
（潭）铁路平潭站内外
装饰、广场绿植等各项
施工正加紧进行，为
计划于 12 月底的开通
运营做准备。福平铁
路是京福高铁的重要
延伸段，线路全长约
88公里，设计时速200
公里。图为建设中的
福平铁路平潭站。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福平铁路开通在即福平铁路开通在即

隆冬时节，山东冠县梁堂镇的香菇菌棚内温暖湿润，作物长势喜人。近
年来，当地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利用专项扶贫资金发展智能化香菇菌棚产业
项目，该项目年产值500多万元，帮助105户、161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图
为员工查看花香菇长势。 许永飞摄 （人民视觉）

近日，浙江省淳安县屏门乡在千岛湖西园广场举行非遗睦剧文化旅游节
展演活动。近年来，屏门乡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当地非遗睦剧的传统文
化优势，成立党员睦剧传承表演队，积极参与文化扶贫、文化扶智活动。图
为表演队成员在舞台上表演节目。 姜 维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台北12月23日电（记
者吴济海、傅双琪） 台湾时隔8个多
月后再次出现新冠肺炎本地病例，
引起社会一定程度恐慌。因应新的
疫情形势，系列跨年活动被调整或
取消。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22
日公布，一位 30 多岁台湾女性确
诊，为 20 日确诊的台湾某航空公司
新西兰籍机师的友人。这起确诊宣
告台湾连续253天无本地感染病例的
纪录“破功”。据台湾媒体披露，他
确诊前传染期内的足迹包括北部地
区的某些大型商场、百货公司、车
站和饭店等公共场所。

疫情指挥中心与各县市政府召
开会议后决定，不禁止各地举办跨
年等活动，但须符合“全程戴口

罩、禁食及现场不得贩售饮食”“室
内场域采实名制无站票”等五大原
则，违者最高可罚百万元新台币。
台湾“观光局”表示，今年将取消
辖下东北角风景管理处连续 14 年举
办的新年迎曙光活动，其余风景管
理处的活动是否停办尚在研议。一
些县市跨年活动也宣布取消。比
如，新北市已停止新北欢乐耶诞城
内所有户外集会型活动。其他几大
都市也明确要求民众参加跨年活动
必须佩戴口罩。

指挥中心 23 日公布，台湾新增 6
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
目前，台湾累计121171例新冠肺炎相
关通报（含 119099 例排除），其中 776
例确诊。确诊个案中 7 人死亡、635 人
解除隔离、134人住院隔离中。

新华社广州12月23日电（记者
毛一竹） 记者 23 日从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了解到，广东法院聘任首批粤
港澳大湾区跨境商事纠纷特邀调解
员，粤港澳三地 90 名资深的退休法
官、商事律师和法律专家将以特邀调
解员的身份，全面参与广东法院粤港
澳大湾区跨境商事纠纷调解工作。

据介绍，首批特邀调解员中，来
自内地的退休法官、律师及法律专家
60 名，香港律师及法律专家 25 名，
澳门律师及法律专家5名，均为长期
从事商事审判、商事仲裁、商事调解
等工作的专业人士。

根据广东高院与广东省司法厅联
合出台的《广东自贸区跨境商事纠纷
调解规则》，调解可以由当事人自愿
委托，也可以由法院委托提供调解服
务，香港或澳门独资企业及投资人在

内地可以适用香港或者澳门法律解决
纠纷，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企业及投资
人可以借鉴国际通用的商事规则、行
业惯例化解跨境商事纠纷。

据统计，疫情期间，广东法院通
过线上庭审、线上调解等方式，化解
了大量跨境民商事纠纷。今年1月至
11 月，广东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涉
外民商事案件 4063 件、涉港澳一审
民商事案件 9721 件，分别约占全国
1/4和2/3。

广东高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广泛
借助社会力量建立多元化的跨境商事
争端解决机制，有利于深化粤港澳司
法界的人员合作、规则衔接和经验共
享，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
步扩大粤港澳大湾区解决跨境商事纠
纷规则的影响力。

台湾本地病例引恐慌 跨年活动调整

粤法院聘请90名大湾区跨境商事特邀调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