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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血染黄海！11月22日，日军攻陷旅顺军港后，旅顺城内仅有36
名埋尸人幸存，市民全被日军屠杀；乙未，痛彻两岸！4月17日，《马关条
约》 签订，台湾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台湾开始了牺牲65万人的抗日血战……

以上所述，在 6月 9日于北京台湾会馆开幕的“台湾爱国历史的证言
和证物——甲午 （1894）·乙未 （1895） 120 周年图片展”中均能找到证
据。120年，已经走远；120年，尚存证物。有图有真相，有文有史实，有
物有情感。血脉相连、国耻国殇、九州同忾、誓不臣倭、普天同庆、时代
悲歌等主题，提醒我们不能忘却那段血泪记忆，以史为鉴，为明天做出正
确的抉择！

历史的“孤单”

台湾作家蓝博洲，生于1960年，在上世纪80年代偶然听到彰化人郭琇
琮的人生故事——郭琇琮是一位出身富裕之家的医生，因反抗日本殖民统
治被关进监牢；抗战胜利后，又因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被枪决，死后
他的名字连家人都不敢提起。蓝博洲写了《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
琮大夫的足迹》，从此开始了寻找“战士”的生涯，出版了 《幌马车之
歌》、《台共党人的悲歌》、《台北恋人》等著作。蓝博洲在图片展开幕式上
说，我偶然碰到了历史，开始寻找在台湾长期被湮灭的历史，我才了解台
湾人的爱国精神，台湾人是有骨气的。只有知道这段历史，才能对台湾有
全面的认识。

蓝博洲表示，在台湾寻找历史真相的路“越走越孤单”，“有些人的先
辈是抗日烈士，自己却站在了中国的对面”， 他认为两岸的统一不仅要靠
政治与经济，最后还是要靠感情，了解历史可以加深两岸间的感情。他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这样的展览要不定期地去台湾办；全国台联宣布开拍
的《台湾抗日50年50人》电视专题片，要多邀请台湾的创作人参与，“在
亲身参与的过程中了解历史”。

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的后辈丘秀芷在开幕式上也表达了抗日历史在台

湾的“孤单”，她说：“我是在北京，在全国台联办的
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历史图片展上，才了解原来台湾原
住民那么惨烈地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在台湾，关于这
段历史，大家只知道有一个‘雾社事件’。”

台湾 《海峡评论》 总编辑王晓波说：“多年前我
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看到有《东北抗
日 16年》 的专题，可我们台湾抗日是 50年啊！却没
有台湾的专题，当时我就建议要增加台湾抗日的内
容。我希望大陆更多人了解台湾的抗日历史。”王晓
波说：“在两岸统一前，抗日这段历史能否在台湾传
承下去我非常不放心，希望这段历史回到祖国保存下
去。”

“孤单”背后的盲点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在开幕式演讲时提出造成这段历史
在台湾“孤单”的几个盲点。他说，甲午·乙未是台湾历史上最大的社会
巨变，但今天的台湾社会却“不合比例”地淡化了这段历史。对这段历史
的看法是“怨恨祖国抛弃台湾”，却不痛恨日本千里迢迢侵略台湾的不公
不义。当时台湾只有300万人，日本从北部上岸后，在4个月内，杀了1.2
万人，伤了二三万人，这对台湾来说是惊天动地的。

戚嘉林指出，第二个盲点是低估了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的
灾难。戚嘉林以台湾中部的斗六小镇为例，1896年7月，日军在斗六焚烧
了55个村庄，焚毁了4947间房屋，这些数字之所以精确到个位数，是因为
来自日本人自己的战争记录，记录称“凡兵烟之下无不尽成肉山血河”。
1900年，台湾的稻米产量不到过往的一半，因为全台湾如斗六一样农民离
散，土地荒残。第三个盲点是忽略了大陆官兵与台湾人民一起保卫家园的
史实。虽然《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下令“所有文武大小个员，著即陆
续内渡”，但不少官兵抗命留台，“湘、淮、粤、闽、土、客诸军”组成义

军，湖南、浙江、安徽、广东的将士们和台
湾人一起壮烈牺牲……

历史解读现状

戚嘉林指出，回顾台湾人民抗日的历
史，可以看到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的历史，也
印证了台湾的近现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是融
为一体的。

历史不只是用来纪念的，图片展“时代
悲歌”、“心系祖国”、“未竟事业”3 个专
题，以大量史实为今天两岸的一些难解问题
提供了思考。蓝博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到学校去演讲时，有学生说他承认那段历
史，但现在，选择支持“台独”。对此，图
片展“时代悲歌”提供了历史解释的角度：
台湾光复后，经受了 50 年日本殖民统治的
台湾同胞焚香祭祖，欢欣喜悦，爱国热情空

前高涨，家家户户杀鸡宰鸭祭祖，报告回归祖国的喜讯。然而，专制独裁
的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发起内战，在台湾的军政机构也是风纪败坏，治理无
方，致使台湾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危机四伏……“二·二八”起义被镇压
以及长期的专制统治，使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和当家作主的愿望遭到了巨
大挫伤……

展览中有不少史料很有看点，比如1947年4月28日上海《文汇报》发
表的木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体现当时大陆人民对台湾
人民的支援；台湾地下党聂曦在就义前面带微笑的照片，其英俊的面容在
环绕他的钢盔与长枪的衬托下令人难忘；史料还披露了上世纪50年代，旅
日台胞回到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1971年，周恩来总理夜会美国“保钓”
台胞……

历史决定着现在的面貌，错综复杂的历史决定着当下错综复杂的两岸
现状。但两岸间有共创繁荣、共促复兴、不令甲午·乙未惨剧重演的共
识，就能消弭分歧，加深理解，令台湾同胞在抗日历史上展现的爱国主义
传统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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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抗日先贤丘
逢甲后辈丘秀芷在展
览上看到其家族的照
片。

又逢毕业季，今年对于台湾的大学校园有些不同，因为2011年首批赴台
求学的大陆学生在台湾毕业了，对于这些大陆学生，台湾的老师有何话说？
对于台湾对陆生的态度有何感慨？近日，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投书《联
合报》，文章摘发如下——

有一群年轻人，从小在教科书上读到台湾的阿里山、日月潭等美丽风
光，听着长辈唱邓丽君的歌曲，于是读完了高中，带着家人的祝福，来到台
湾读大学。抵达台湾后，却发现自己与同校外来学生的待遇很不同，哪怕他
们比其他同学都要用功，甚至囊括班上学业成绩前几名，他们都与奖学金无
缘。甚至，课业中属必修学分的实习课，他们也无法参加。毕业后30天之内
必须离境！于是有大陆学生这样写道：“在台学习的近4年中，我很幸运地遇
到的大部分都是友善的台湾人，但也有不少不欢迎我们的人。当我们表示‘三
限六不’政策该松绑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叫你们来吗？我们有叫你们来吗？
是你们自己要来的吧！不管怎样都是你们自己要选择来的吧？’听到这样的言
论，忽然间，我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很灰暗。在那些人的眼中，我们‘不请自来’，
在台学习的这4年，我活得竟是那么的卑微……”

面对上述的吶喊，我很无言！其实这几年来，笔者曾针对来台读大学与
研究所的大陆“学位生”，和短期半年或一年的“交换生”进行追踪调查，
发现一些值得台湾当局、民众，甚至各大学注意的事。

首先，对台湾社会与民众的整体印象而言，陆生十分肯定台湾人与人之
间互动的态度，例如人情味、商店人员的服务态度、一般民众的基本礼仪、
公德心与守秩序习惯、环保意识等。至于其它，比如一般民众对大陆的了解
程度、国际观、社会对外来文化与人民 （尤其是国外的有色人种） 的接纳程
度，陆生表示都比预期还低！

至于对台湾的大学的印象，最受到肯定的是学习条件与资源，其次为校
园环境，但多属于硬件方面。对于学习气氛与学习效果，都比预期还差。与
台湾同学的互动、课程中的实习机会、上课的讨论气氛、台湾学生的学习动
机 （努力程度、课堂参与度等） 与学习态度 （如准时上下课与交作业）、台
湾同学的国际观与对大陆的了解等方面，陆生表示都比预期还要差，尤其差
的是对大陆充满过时的偏见。

因为地缘和文化语言的优势，台湾仍属陆生喜欢求学的地区之一。陆生选
择来台最主要目的，是领略特色文化，开拓眼界，感受台湾地区的风土民情。学
习能力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并不是来台“交换生”的最重要目标。但对于来台长
期学习的“学位生”，花了二至四年不等的青春岁月，有机会深入了解台湾社会
之后，他们对台湾的观感就更深入了。当他们毕业后必须在30天之内离境，又
要面对大陆企业对台湾大学的文凭并不熟悉的挑战，这些由台湾培养出来的
大陆学生，他们的满意度与未来动向更值得关注，他们，还喜欢台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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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目前对大陆赴台学生的政策限制简称为“三限六不”，即限制采认大陆优秀院校、限制
陆生赴台总量、限制采认医学和关系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不加分、不提供奖助学金、不影响
招生名额、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可留台就业、不开放报考证照。

日前，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育界呼吁如不改变对大陆学生的歧视性政策，别期望大陆学
生会增多。对此，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表示，在“三限六不”中，将只坚持不采认大陆医学学历
和不可留台就业两项，其他将陆续解禁，但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解禁。

小资料▶▶▶小资料▶▶▶ 三限六不

伦敦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公司本周公布“2015亚洲大学
排名”调查，香港有 4 所名列前 10 名，包括排名第 2 的香港大
学、排名第5的香港科技大学、排名
第 6 的香港中文大学和排名第 9 的
香港城市大学。

台湾排名最靠前的大学是台湾
大学，排名第 22，台湾交通大学
与台湾清华大学并列排名第 31，台
湾成功大学排名第 36，台湾科技大
学排名第 45，台北医学大学排名第
47，台湾阳明大学排名第 50，台湾

“中央大学”排名第 60，台湾师范大

学排名第64，台湾中山大学排名第69，
台湾长庚大学排名第 78，台湾中兴大
学排名第95。

2015 年亚洲最佳大学排名前 10 的依序为：新加坡国立大
学、香港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北京大学、首尔大学、香港城市
大 学 、 浦 项 工 科 大 学

（POSTECH）。
这项排名根据 6 项指标评出，

包括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占40%；
全球雇主评价，占10%；单位教职的
论文引用数，占 20%；教师/学生比
例，占 20%；国际学生比例，占 5%；
国际教师比例，占5%。

“上榜”的港台大学
虹 文

由周润发、钟楚红、张国荣主演的
《纵横四海》是香港电影的精典之作，故事
讲述盗取名画的曲折经过。据香港媒体报
道，近日，这一电影情节在香港真实上
演，一位画廊董事在网络上代客户销售一
幅估价约数亿港元的梵高名画，结果被

“高手”算计。
卖画者上月初收到一封电邮，写信人

表示自己是中间商，已物色到想购入此画
的买家，但要求收取100万欧元佣金，为了
确认卖画者有足够现金支付佣金，他将安
排人上门验款。卖画者答应了这个要求，
其后，一名说英语的外籍男子到达受骗者
寓所，点清了100万欧元现金。数日后，又
有两位外籍男子再次登门，声称要再确认
佣金，清点后他们用胶袋及胶纸包裹现
金，交还给被骗者放入保险箱，声称待交
易完成后再前来取这笔钱。

结果，此次验款后中间人便没了消息，
受骗者觉得情况有异，打开保险箱检查，发
现被胶袋封存的100万欧元现金全数变为白
纸，马上报警。警员到场调查，称不排除骗子
是把现金放入胶袋时，施障眼法偷换成白
纸。目前香港警方已通缉涉案在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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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今年3月4日宣布发行200万张面值150港元
的纪念钞，以纪念该行在香港成立 150周年。纪念钞分为
单张、三连张和 35 连张三款套装，定价分别为 380 港元、
1380港元和 23880港元。香港市民在网上实名登记，然后
以抽签方式决定成功认购者。

本周，成功认购汇丰银行纪念钞的香港市民开始到指
定地点领取钞票。长长的队伍带动纪念钞热潮，不少炒家

“现场办公”，高价收购纪念钞，单张纪念钞喊价为1000至
1200港元，三连张的为3400至4000港元，而35连张则在3
万港元左右。

有香港市民排队领到纪念钞后并不离开，一直在寻价
物色买家，也有人表示“千金难买心头好”，就是喜欢收
藏。香港媒体指出，香港人有投资观念，买楼、买股票，
买钱币，只要有升值空间就会有人投资。近日，除了热炒
纪念钞外，一套 2003 年内地发行的“万众一心，抗击非
典”邮票也受到追捧，原价30元人民币的邮票升值160多
倍。有藏家分析，因为当时香港人心情压抑，很少有人关
注新邮票推出，所以购入量少。没想到事过境迁，现在越
来越多人想珍藏一套“非典”邮票。

纪念钞热香港
朴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