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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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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苗栗县政府负债 648 亿元 （新台币，下
同），县长徐耀昌发愁“每天天一亮，光利息就要
165万”，7月份公务员的薪水、退休金没着落，徐
耀昌北上台北求援。本周，台“行政院长”毛治
国召集财政、审计等部门的主管联合商讨，直接
介入苗栗县财政运作，创下台湾当局接管县市财
政的先例。

发不出工资引发恐慌

当县长亲口证实7月份工资发不出来时，虽然
早有预感，但苗栗不少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
还是慌了，有人情绪失控大骂县政府就是“诈骗
集团”，认为自己兢兢业业工作，完成了交办的一
切任务，不升职加薪也就罢了，现在连支付一家
人日常生活的工资都成了泡影，私企老板都不能
这样做！

苗栗县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不是始于本月，
今年以来，苗栗县的各项福利已开始陆续瘦身，
警察和消防人员的加班费调低，鼓励生育的妇女
生育津贴减少，学生的午餐费由免费改为自付一
半，展览和休闲场馆增收门票和停车费……不安
的情绪开始蔓延，苗栗户籍部门的资料显示，今
年上半年，苗栗迁出人口达上万人，有些公务员

比如警察、老师早作打算请调外县市，也有些父
母选择其他县市为自己的新生儿上户口。

多年来苗栗借新债还旧债，现在又提出借100
亿元解燃眉之急，但台“行政院”强硬表态“不
可能再给钱”，要苗栗拿出开源节流的计划，然后
再由上级拟定一套新的运作机制，原则上先确保
工资，然后是县政府的日常运作费用。消息传
出，不少施工单位也找上门来，索要苗栗县拖欠
他们的工程款，有些公司声称因为县政府的工程
款一直拖欠，他们已经被迫转行或倒闭。

前后任县长对骂

苗栗怎么了？现任县长徐耀昌公开指责前任
县长刘政鸿搞垮县库，“前朝玩得太过火，米缸没
半粒米”；刘政鸿反唇相讥：“无能就下台，何必
哭穷？”县长大人们的对骂加重了财政危机的阴
影。

有台湾媒体指出，刘政鸿的前任傅学鹏 2005
年卸任时，已经负债202.7亿元，刘政鸿2014年卸
任时，负债达到了 547 亿元，眼下苗栗的负债是
648亿元，可谓节节升高。刘政鸿在任内积极推动
交通、观光、工商产业建设，不能说没有建树。有
苗栗人理性分析称，苗栗是农业县，农民享受税

制优惠，休耕的时候，县政府还要发放补助款，
县政府收少支多，积重难返。有人为刘政鸿打抱
不平：“刘当县长的时候，徐是‘立委’，难道他
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但也有人认为刘政鸿好大喜功，花钱的确太
大手大脚，他任上所花的钱究竟产生多少效益有
追究的必要。比如他邀请世界著名男高音和莎拉
布莱曼等国际巨星到苗栗演出，举办灯会、施放
烟花等动辄上亿，虽然财政困窘，但妇女生育津
贴等福利却调得很高，这些都不符合苗栗的县情。

摊开账面来看，苗栗最大的支出还是工资，
光加班费每年就要4.5亿元，县政府的聘用人员居
然是编制的一倍。这不是苗栗一地的问题，高
雄、基隆、新竹、彰化、南投等市、县的人事费
用超过支出的50%，比苗栗还高。了解台湾政治生
态的人都明白，多聘用人是在还选举的人情，属
于“选举债”。

不撒钱难当官

“不撒钱，怎么有选票？怎么能当选？”台湾
一位政治评论员说。他表示，政府负债绝不是苗
栗一地的问题，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权力，先
花了再说，这样的政治人物往往有选票，“这就是
台湾现象。”

《中央日报》网络版本周发表评论，提出“台
湾希腊化”的尖锐问题。评论说，希腊债务危机
如果无法适时解决，不仅势将破产，对全球金融
形势也必然会产生连带影响，台湾亦难以幸免。
现阶段台湾固然不致于“希腊化”，但仍有潜在危
机。

评论指出，台湾各级财政问题相当严重，如
果不尽速改善，只会越来越恶化。苗栗县已经发
不出工资，事实上，不只苗栗如此，其他县市也
存在相同问题。更可怕的是，负债越多的地方官
员，当地民众的支持度通常也越高。以高雄市为
例，从 2012 年 7 月开始，高雄市几乎每个月都蝉
联“地方债务王”；如今，高雄市累计负债和市民
平均负债都是全台湾之冠。但去年“九合一”选
举，陈菊照样高票连任，足见多数选民对财政恶
化根本就不关心。

这造成的恶果是，有些地方官员拼命撒钱，
把好名声都揽到自己身上，烂摊子留给下任，反
正可以不断要求提高举债上限。评论建议，要避
免台湾希腊化，当务之急是增列强制还本的措施
以及预警机制，明确规定各地的债务达到一定数
额时，应提出债务改善计划及时程表，进行债务
改善管理，如果仍未改善且有恶化状况，上级部
门应采取惩罚措施。

台湾的教育改革改了 10多年，从课本到
教学方式都提倡“快乐学习”。近日，台大经
济系教授林建甫投书《中国时报》，对“快乐
学习”提出质疑，文章摘发如下——

随着毕业季节来临，毕业生们即将投入
职场，迈向人生的另一阶段。很多老板抱怨
现在的毕业生缺少动力，抗压不足。可是，
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某超市
主任抱怨，年轻人来做没几天就可能消失，
连个短信、电话都没有。某连锁店负责人
说，为了让新员工准时上班，他请秘书早晨
打电话请他们起床。而年轻人也有理由：薪
水这么低，工作当然没有劲。

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分配失衡、产业
结构恶化。但我们不能不正视毕业生能力低
的事实。回头来看，当初教改打着“快乐学
习”的口号，广设高中、大学，修改课纲，
减轻学生学习压力，结果没有提升学生学习
的兴趣，反而拉低了学生的平均素质，也成
了企业难以提高工资的借口，让快乐学习的
结果却不怎么快乐。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2002 年他们开
始推行“宽松教育”，推行之初，以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为主要宗旨，教
学大纲对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减少了三成，
减轻了学生学习的负担。但事后发现，在

“宽松教育”下的学生，其学习能力普遍下
降，同时产生许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让

“宽松一代”难以和前辈相比。
再看台湾的“快乐学习”，本来希望在学

习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老师通过教学设计引
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对
于学生来说，“快乐学习”变成先要“快乐”
才有“学习”，不快乐就宁愿不学习。不学习
是最快乐的。“快乐学习”这样的口号在小
学、初中阶段可能有其意义，但高中教育衔
接大学，课程深度明显提升，而大学教育内
容广无边际，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
力才能从中获取所需的技能与知识。若是在
高中仍提倡“快乐学习”，对于部分较偏向理
论而难以生活化的学科来说，若学生不能了
解学习的不快乐需要意志力来克服，而抽象
思考与理论辩证需要专心致志才能融会贯
通，那将永无唾手可得的果子。

我们不是要古代的悬梁刺股，但“快乐学习”不应一再被强调。学
生的学习和升学压力已随着学生人数减少自然降低，老师们设计课程引
发学生兴趣是本来就该做的事，与口号无关。 相反的，未来在教育的过
程中，还必须要加入适度“压力”，唯有让学生学会面对压力，学会克服
学习的不快乐，才能真正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和自我学习的能力。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减轻压力、快乐学习”的教改
已走过头，必须要回头。我们要往“适度压力、热情学习”的方向调
整，才能培育出更好的下一代。

台湾知名连锁饮品店 50 岚的脆梅原料近
日被主管部门查出二氧化硫超标，3个月前这
家企业刚被查出农药残留超标。

此外，高雄市一家企业被查出使用非食用
二氧化氯，并伪造食品添加物许可证。企业负
责人承认将过期的亚氯酸钠以活化剂调制成二
氧化氯，并伪造食品添加物许可证，卖给下游
业者。一家制面厂将此二氧化氯添加在黄油
面、刀削面等产品中，已有3万箱问题面卖给
军队副食供应站。据专家介绍，无论食品级或
非食品级，二氧化氯浓度过高皆会造成肠胃不
适、恶心、呕吐；非食用级二氧化氯还会有杂
质或重金属污染，对健康危害更大。

香港近日就中学生使
用智能手机进行调查，以
问卷形式访问了1114名中
学生，结果显示有 97%的
受访学生拥有智能手机，
其中逾两成学生每天最少
花 5 小时使用手机，还有
6%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高
达 8 小时，55%的学生每
天使用手机 2 至 4 小时。
67%的学生表示经常使用
WhatsApp、WeChat、LINE
等交流软件。

调查显示，使用手机
时间高达 8 小时或以上的
学生，孤独感的评分为
2.52 分，高过使用手机 2
至 4 小时的学生，反映长
时间使用手机的学生孤独

感较高。
调查团队分析，学生通过社交

网络与人建立关系，若交友失败会受到挫
折，怀疑自己的社交能力。另外，网上关系
到了现实中有落差，令中学生更感孤独。

2015年为港式奶茶诞生100周年，港式
奶茶又名“丝袜奶茶”，因其制作过程使用
的棉线网经茶水浸泡后似丝袜而得名。 香
港咖啡红茶协会本周举行“国际金茶王大赛
2015”香港区初赛，首次设立供青少年参赛
的“展翅组”，希望为业界注入新动力，进
一步推广奶茶文化。

老式收音机、怀旧相机、顾客点唱机，
加上悬挂于墙上的 1953 年旧版海报，一间
冰室的旧时面容被“重组”于活动现场，这
些旧物为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和的私
人藏物。黄家和表示，希望通过比赛为业界
注入新动力，也希望增进人们对港式奶茶的
尊重和认识，让这一香港品牌在海内外发扬
光大。

奶茶作为香港味道的代表之一，无论是
在露天大排档、室内冰室，还是遍布香港大
街小巷的茶餐厅，都能找到港式奶茶的踪
影。本届比赛以“融进社区，展翅高飞”为
题首设“展翅组”。比赛中，20 位“展翅
组”参赛者现场制作港式奶茶供评委和观众
品尝。竖立在舞台一旁的活动展板上写着：
盛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故事，奶与茶包容共
融，流传至今。

担任“展翅组”导师的奶茶师傅高德光
介绍，制作奶茶的五部曲口诀为：滚、放、
撞、焗、调。高德光表示，自己曾一天内冲
泡超过300杯奶茶，如何调节茶与奶的比例
需要依靠“经验”。

郑小姐是本届比赛的参与者之一，她用

了两周时间来学习制作奶茶的技巧。郑小姐
表示，以前去茶餐厅也会喝奶茶，但自己亲
手做过之后才更深入地了解到制作时间、火
候等都是需要注意的事项，掌控不好，味道
就会“苦涩”。

大赛主办方表示，7月14日香港区初赛
中胜出的4名“展翅组”成员和12名香港本
地“师傅级”成员将于下月 15 日在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与广州、深圳、上海、悉尼和多
伦多的金茶王角逐“国际金茶王”。

香港人对奶茶情有独钟。业界估计，港
人每天饮用的奶茶超过200万杯，每年饮用
逾 10 亿杯。2014 年，特区政府公布香港首
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港式奶茶位列其
中。 （据中新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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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反思“撒钱有选票”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丝袜奶茶百年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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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食安又出问题
虹 文

苗栗是客家人聚居地，以客家前辈喜爱的花布图案为文化符号，制成各种旅游纪念品。

澳门申遗成功10周年

7 月 15 日是澳门“历
史城区”申遗成功 10 周年
纪念日，澳门举办系列活
动推广澳门旅游、探讨文
化遗产保护问题，同时发
行多部新书包括 《澳门历
史城区》、《鎏金岁月——
卢九与卢家大屋》、《三巴
神韵——大三巴牌坊与圣
保禄学院》 等。为了推动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相关
学科研究的发展，澳门特
区文化局 12 日在旅游塔会
展中心举办文化遗产保护
学术研讨会及新书发行活
动。

图为澳门历史城区内
妈祖庙的塔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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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游客要注意，本周起，入境澳门的免税烟由原来的 100支
缩减至19支。

澳门本周颁布控烟法律，调高烟草税，每支香烟的消费税由原
来的0.5元 （澳门元，下同） 大幅增加至1.5元，烟丝的消费税调高
至每公斤600元，雪茄烟消费税调高至每公斤4326元。

除了减少自带香烟数量和提高烟草税，澳门还将修改《预防及
控制吸烟制度》，新的控烟法案即将颁布实施。按照新法，澳门的控
烟范围大大扩大，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严禁吸烟，娱乐场、候车
亭、学校室外等都严禁吸烟。连电子烟也在规管之列，新法规定，供集
体使用的地点禁止使用电子烟，同时禁止在澳门售卖电子烟。新法还
限制烟草及烟草制品的广告及促销，烟草的价格标签只能在销售地点
內展示，不能在销售地点以外出现，陈列橱窗内出现也属违规。

新法大幅提高了罚款金额，处罚金额由1500元至20万元，如在
禁止吸烟地点吸烟可罚款1500元，向未满18岁人士销售烟草可罚款
2万元。

澳门出台最严控烟令
朴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