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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界传出不少杂音，中
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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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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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得票率连任。“没有
荣华富贵可以享受，而是千斤重
担必须承受。”马英九当选后发表
的感言，预示着他的前方不会是
一片坦途。有岛内媒体不客气地
断言，马英九连任对国民党确实
有“消极正面”的意义，但如果
马英九思维和做法不变，这次连
任对台湾、对国民党，都不会有
任何“积极正面”的改变。马英
九下一步如何协调党政平台、落
实改革，尤其是面对明年的“七
合一”选举，考验才刚刚开始。

小考：核四“公
投”、服贸协议等

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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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往投票点投票
时，场外有民众与学生高喊口号，
抗议当局强拆农地。当马英九欢
欣鼓舞续任党魁之际，不少民众
自发走上街头，发出抗议的声
音。

第三度参选党主席，马英九
因执政表现不佳、个人声望低迷，
加上推动证所税、年金改革等政
策，引发民众连续不满，这一路
可说是走得跌跌撞撞。从选举结
果来看，投票率与得票率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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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前差异不大，让外界颇

为惊讶。观察
家认为，选举

结果绝非马英九人气回升，只能
代表“铁杆党员”的不离不弃。

但普通民众就没这么买账了。
台当局未来多项政务改革，包括
年金改革、核四停建“公投”、两
岸服务贸易协议等课题，都迫在
眉睫。马英九眼前的考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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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法院”临时会上，核四
“公投”案能否顺利送出、服贸协
议审查如何博弈等。岛内中央日
报网络报支招说，针对近期的问
题，马英九都应以最高领导人的
高度，做出明快、果决的决策，
并向民众做出说明，才有挽回台
当局声誉的机会。

中考：以党辅
政、党内革新

过去几年，马英九挟着“立
法院”过半的优势，大刀阔斧推
动各项改革，却往往因为沟通不
足、冲击太大，导致推动起来困
难重重，甚至自家“立委”都跑
票。打铁尚需自身硬，治党无力
何以领政？对连任的马英九来说，
党内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评论认为，虽然马一直对党
中央协助党政运作寄予厚望，但
如今的党中央代表性和能力水平
不足，不可能对提升决策品质、
推动施政有任何帮助。台媒以两
岸服贸协议为例指出，党中央既
不能在事前发挥“下情上达”的

功能，事后也只会顺着上意，指
示“立院党团”要在二次临时会
完成审查。根据规定，“立法院”
对有争议的协议明订有一个月的
“冷冻期”，服贸协议不可能在临
时会通过，就是没人愿意讲实话，
告诉马英九正穿着“国王的新
衣”。

逾九成的支持率，一方面让
马英九感受到久违的党内温暖和
团结的气息，另一方面或许也给
予他更多能量进行党内革新。有
媒体建议，党籍“立委”已像
“脱缰野马”难以控制，马英九应
试着改变与“立委”的互动关系，
好让行政与立法部门合作无间，
让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否则，光
是党内同志扯后腿都无法招架，
哪还需要在野党的批评呢？在剩
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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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的执政期间，这绝对是
马当局成败的关键。至于选贤与
能，马英九承诺在任内会继续推
动人才培养计划，为未来的选举
做好准备。

大考：瞄准“七合

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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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预期，马英九在连任后
将顺势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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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合一”选
战布局，国民党党政人事将面临
一波调整。“七合一”将是马连
任后最严峻的考验，因为国民党
有输不得的压力，考验着马英九

如何整合党内，找出最适当的人
选上场应战。

今年底，最迟明年初，国民
党就要开始“五都”、“七合一”
选举的提名作业，明年的一切都
是选举挂帅、选票优先。“七合
一”选后，党内“大选”候选人
之争势必浮上台面，即便有意大
位者不和马英九切割，也必定有
一段两雄相争，甚至群雄并起的
混乱局面，等到大势底定、党内
再喊出“团结”，就不是团结在马
英九的领导之下了。

万一“七合一”选举败选，
不管最后任何人出线代表国民党
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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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选”，胜算势必
大为降低，甚至可能是全党皆输
的格局。对马英九来说，胜败关
键将取决于党内协调整合及执政
成绩，否则就算稳住党权，而得
不到民心，一切也都枉然，这才
是真正的考验与挑战。

风传竞选期间，国民党内部
曾要求马英九签署一份承诺书，
若“七合一”选举不理想就请
辞，被解读是逼马提前释出党
权。下一步马英九真的要小心翼
翼、如履薄冰了，若稍有差池，
“逼宫”的戏码就不只是个风传
的剧本而已了。

题图：马英九连任党主席后

举行记者会。

（图片来源：中新社）

“小马哥”连任还将接连“应考”
本报特约记者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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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得票率虽逾九成

“七合一”仍是难关

“台湾少数民族特别热情，对我
们很好。”“台湾人真的很有礼貌。”
被问及这两天在台湾参观的感受时，
让魏俊杰印象最深的不是山水，而
是台湾的友善和温情。

魏俊杰来自北川县的羌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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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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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让他与
父亲天人永隔。震后，台湾少数民
族“立委”高金素梅选了他和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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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震区羌族学生作为助养对象。
'

年后，在高金素梅和台湾赞助单
位的组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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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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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孩子们首度
来到台湾，开始为期一周的宝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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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川羌族受灾学生助养
金捐赠仪式在台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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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羌族
孩子身着民族服饰出现在现场，当
看到纪录片 《我在北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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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
子》 时，很多学生忍不住流下了眼
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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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高金素梅每年都
到四川看望孩子，“我不仅给他们
钱，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爱。”

赴台后，孩子们已经游览了阿
里山、日月潭，并结识了当地的少

数民族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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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孩子们还去
了台北动物园，给大熊猫“团团”、
“圆圆”及刚出生的“圆仔”带去了
家乡的问候。他们也抽空见识了台
北的夜市。台湾小吃好不好吃？
“很多都带甜味，有点吃不惯。”无
辣不欢的魏俊杰说。

魏俊杰家每年都会收到高金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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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的资助。由于是少
数民族，魏俊杰的学杂费一年只要
几百元，所以这些钱主要用来补贴
家用，“（这些钱）对我们家帮助很
大”，他说。

男孩李玉川震后随父母一起搬
到了西藏。这次来台湾，李玉川给
高金素梅带来了开过光的唐卡、哈
达和金刚结。每个孩子都带来了自
己的礼物。魏俊杰带来一双羌绣布
鞋，是他外婆一针针亲手所绣。其
他孩子有的送自己的画作，有的送
亲手做的手袋，还有从山里采的可
安神补脑的野生天麻……每样礼物
都凝聚着深深的感谢与祝福。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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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都是家境贫寒
的农村孩子，其中多数人在地震

中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女
学生赵琪代表孩子们发言

时，几乎泣不成
声。她称高金素梅
为 “ 高 妈 妈 ”，
“你鼓励我们要勇
敢面对……让我们
对人生充满了希
望，在成长的路上
学会了坚强。我们
一定会常怀一颗感
恩之心，踏实做
人，认真学习，长
大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

图为孩子们向高金素梅（左

一）赠送小礼物。王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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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传真

北川羌族学生
圆了宝岛梦

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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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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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首届

海峡两岸歌会”发布活动

在南京举行。两岸将在选

手选拔、歌会制作及播出

等方面进行全流程的携手

合作，使歌会内容风格全

方位体现“两岸元素”的

融合。据悉，首届歌会将

是一场“两岸情歌会”，

从两岸选拔的
+)

强选手

将参加从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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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

的电视决赛。图为部分歌

手在发布仪式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港今年录取内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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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本报香港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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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记者李永宁）香港高
校今年招收内地本科生工作近日陆续完成，包括香
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内的香港
特区政府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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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校共录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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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内地新
生，数字与去年相若。

&

所院校中，除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
遵循统招途径招收内地高考生外，其余高校均实行
自主招生。香港大学报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该校
今年共收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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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份申请，最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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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香港中文大学共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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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内地生；香港科技大学
接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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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申请，最终录取
$,'

人。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规定各所大学非本地生占

招生总数的上限是
!)(

。除上述
&

所大学外，获准
在内地招收内地全日制本科生的香港院校还有香港
公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树仁大学和珠海学
院。

本报电 据香港媒体报道，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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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一代
功夫巨星李小龙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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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纪念日，香港特区举
办多项纪念活动，让李小龙的传奇再度闪耀香港特
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李小龙迷”齐聚尖沙咀星光
大道，向李小龙铜像献花 （上图），他们希望建立
永久性的李小龙纪念馆，令人们可以缅怀这位将中
国功夫带到全世界，让西方人认识“东方之珠”的
功夫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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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的星光大道，来自全球各地的“龙
迷”层层围住星眉剑目、强健灵动的李小龙铜像，
他们与李小龙胞姐李秋源一起，列队向铜像献上鲜
花，并三鞠躬致意。此地更成为刚揭幕的“李小龙
事迹径”

,

站之首，将永久竖牌介绍其在香港的生
活点滴。除了香港、中国内地的“龙迷”，更有远
道从挪威、美国、日本等国专程赶来的粉丝。

“龙迷”盼建李小龙纪念馆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社”

一边狠批钱进大陆 一边自己办厂赚钱

“绿委”登陆投资让党内纠结
本报特约记者 常 工

由民进党籍“立委”薛凌家人主导的“阳信融
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上周在上海开幕，由于其全
家都是民进党重量级公职人员，此事在民进党内引
起争议。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也有人持宽容态度。

民进党私下尽做龌龊事

高雄绿营议员、挺扁大将郑新助在广播节目上
火力全开，猛烈攻击民进党“立委”薛凌家族。他
说，薛凌家族要去大陆做
生意当然不反对，但不应
该利用民进党政治资源，
玩两面手法。

郑新助说，他的服务
处电话一度被民众打爆，
许多支持者都纷纷表达不
满。他举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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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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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时任民进党中评会主
委的许荣淑，赴大陆参加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回来
就被民进党开除党籍。今天薛凌这样搞，若民进党
中央没有处分或表态，民进党的支持者只会越来越
失望，越来越没凝聚力。郑新助认为，薛凌全族都
应该退党，不能再利用党的资源玩两面手法，民进
党中央对此不能没有动作。

郑新助受访时表示，台湾人民被这些满口仁义
道德，私下却尽做龌龊事的政客给出卖了。薛凌在
台湾大骂共产党，私底下却大赚其财，她真是个标
准的“政客”。

绿营兼做两岸煞车皮和油门

民进党籍“立委”赵天麟表示，民进党在两岸
政策上面，不只做煞车皮，有时也应扮演油门的角
色，煞车皮、油门调整好，适时调适交换，才能开
得顺畅。

他说，薛凌家族到大陆经商，并非党内第一
人，何况银行业务早就开放了。他宁愿以较正面的

态度来看待这件事，不会将它看作是利用民进党资
源盈利或是大陆统战笼络等，毕竟经营一项企业并
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稳赚的，是与风险共存的。

他指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和论述要与时俱
进，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不能一直停留在旧时
代。民进党一直不反对两岸交流，在民进党执政时
代到大陆投资的更不在少数。因此，党员个人为维
护家族的商业利益，到获利较高的地方经商，这是
常态，不足为奇。

民进党的“最后一里路”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日前发表社评指出，民
进党内虽然仍有少数不同意见，但大部分人认为，两
岸政策是这“最后一里路”最重要的关键。

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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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湾“大选”揭晓当天，民进党
候选人蔡英文以极感伤又感性的“最后一里路”来勉
励支持者继续努力。从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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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张选票差距来看，确
实是如此，但往往也是最
艰难的一里路。
“最后一里路”代表什

么？谢长廷在民进党内仍
然是实力派，但对于问鼎
!)$,

，他不露任何蛛丝马
迹。可以想见，他如果不铺
好这“最后一里路”，他就
没有价值，而他因为是有
实力的政治领袖，所以敢
于铺这“最后一里路”。

比起谢长廷，蔡英文本身就是各界瞩目的选项
之一，因此，她的做法不像谢长廷是在创造价值，
而是在为自己扩张价值，同时也创造她和谢长廷未
来同盟的可能性。

说到苏贞昌，党主席的头衔既是资源，也是限
制。他无法像谢蔡一样与大陆展开交流，因此他先选
择了价值区隔的策略，所以他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
议。他的目标是先挫国民党的支持度，让自己成为当
然的候选人，然后再看如何实践这“最后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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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