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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干脆
用药事法而非新闻法来取缔地下电
台，因为大部分地下电台此时已经转
变了早期靠捐款过活的模式，开始卖
假药为生。

地下电台贩卖伪药，消费者以中
老年人为主，卖的则主要是“促进性
功能”和“保肝”的药物。节目中以
亲切、生动的乡土语言，说的多是一
知半解的医学知识，“比起一年回家
探访几次的儿女，地下电台还比较
亲！”电台主持人的甜言蜜语，让老
人很容易掉进陷阱。有的地下电台，
甚至还会直言不讳地把底细交代给听
众：“这些药买回去，你自己不要

吃，你拿去送人啊，我们包装得金光
闪闪，你送人很有面子的。”一些死
忠听众听了这话不但不怕，反而会觉
得“某某人真是跟我交心交底了”。

台湾是世界洗肾率最高的地方，
南部老人洗肾率更是居高不下。台湾
肾脏学会分析，台湾的健保每年为
洗肾支出新台币约 300 多亿元，地
下电台卖的假药功不可没。台湾当
局领导人马英九曾表示，每有 1 人
洗肾，将牺牲 29 个人的健保福利，
指示行政单位打击伪药要锲而不舍，
除恶务尽。

地下电台还卖另一种药，就是政
治“春药”。南部是绿营大票仓，尤

其中老年听众，本就是绿营铁票，选
举时，某些地下电台就爱用一些特别
极端的表达，例如“中国人的马英
九，要来欺负我们台湾人阿扁”之类
的话，用一种受害人的心态，来激发
同仇敌忾的情绪。每当有重大政治事
件或选举时，地下电台就会四处散布
假消息，恶意中伤蓝营，甚至指名道
姓地辱骂泛蓝候选人，被称为民进党
的“铁杆游击队”。中天电视台已经
停播的《全民最大党》节目曾有一个
桥段，非常形象地演绎了南部地下电
台的这种风格。例如，台风来了吹倒
了路边树、家里的猫出去打架被欺负
了等等，都可以归结为“拢是阿共

（共产党） 的阴谋啦！”
20 多年来，地下电台对台湾的

社会风气和政治观念，产生了不容小
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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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部，一些平日蛰

伏无声的电台频道近来又如

幽灵般浮现，用感情浓烈的

闽南话兜售政治主张和壮阳

药，因为，距离2016年“大

选”已不到1个月了——

“阿伯，你要点哪首歌？这首我今天没有准备

啦，不然我另外推荐一首给你好不好？”如果你懂

闽南语，可能会在台湾南部的计程车上听到这样

的广播，在给阿伯播放完歌曲后，电台DJ还会关

心他：“最近天气热，你不要大太阳底下在田里做

工做太久啦。”

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台湾地下
电台。很多时候，它听起来亲切又淳
朴，乡土味十足，像老朋友一样嘘寒
问暖。不过每到选举季，它就会换成
激情模式，声嘶力竭，脏话连篇，裹
卷着各种政治口号和谣言，极具煽动
力。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 2004 年

“3·19”枪击案发生当晚，200 多个
地下电台全部出动，彻夜嘶喊“阿扁
是在帮台湾挡子弹”，竟让陈水扁处
于颓势的选情一夜翻盘。

所谓地下电台，其实就是非法电
台。从 1989 年诞生直到今天，台湾
地下电台从来就没合法过，但却屡禁
不绝，背后的原因，除了其中涉及的
利益链条盘根错节，还跟台湾的民粹
风气有关。

1988 年之前，台湾基本没有私
人敢偷办电台，因为抓到就是重罪。
这一年台湾报业解禁，广播电台虽未
跟着开放，气氛却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官方开始研拟开放广播，私办电

台虽仍不合法，却似乎有了一定的
“合理性”。当时台湾社会欢欣鼓舞于
言论自由的开放，人们不喜欢说“非
法电台”，而宁愿称“地下电台”或
者“异议电台”。

1993 年，台湾放开广播执照的
申请，不过由于波段有限，多数地下
电台并没有就此洗白，反而成了严格
意义上的非法存在。那以后的数年间，
地下电台在国民党当局追杀下过得比
较狼狈。然而，到2000年民进党上台，
本已夕阳西下的地下电台突然又彩霞
满天起来，因为地下电台向来是民进
党的催票机，“功臣”劳苦功高，将来还
待倚重，民进党怎舍得让它消失？

2001年的时候，台湾有 178个合
法电台，地下电台在选举季节可以达
到 220个左右。在那个年代，公务部
门不敢随便碰地下电台，如果胆敢取
缔某个台，第二天就可能被“立法委
员”请去喝咖啡，挨一顿骂。因为地
下电台和“立委”之间关系密切，

“立委”挺身做保护人，地下电台为
“立委”拉票打选战。

在科技手段之下，电波发射源很
容易被找到，但地下电台除了有保护
伞，还有不少自救绝招。台湾新闻媒
体自律协会秘书长陈清河曾说过自己
一次查抄地下电台的经历：先用警车

开道，到了地方之后发现大门坚固得
像“铜墙铁壁”，找人钻开后后面还
有铁门，进了犯罪现场，里面一个在
播音的，“那个人你不能动，他是合
法的”，唱片、桌子都不能动，只有
两个东西违法，一个是天线，一个是
发射机，所以“你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冲进去之后，只能拿到一个箱子
一个杆子”，然后“等到你走了，隔
天从库房里又拿出一个杆子竖起来，
又开始播音了”。

据说，地下电台业者为躲避取
缔，常将发射台设在山区隐秘处，还
放哨、设路障、放捕兽夹，在机座周

边架设通电护网，甚至还在门楣上放
硫酸，执法人员得小心翼翼，以防受
伤。由于成本低廉，地下电台被取缔
后也可以轻易复活，而在岛内的民粹
环境下，官方不敢对业者施以重罚，
甚至有地下电台被查抄时还会找媒体
来报道。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8 年，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地下电台才遭到
了严厉打击。当时台湾已经有了“通
讯传播委员会”，这是个独立监理机
关，对一般行政部门和“立委”都不
买账，所以处理起地下电台来也是铁
面无私。数据显示，2012年日常营运
的地下电台缩减到了个位数，只是在
选举到来之时，一些南部的计程车司
机 、 小 商 贩 等 突 然 又 会 变 身 电 台
DJ，地下电台的数目又会暴增起来。

从来没合法过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卖两种“春药”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
第665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
图》，自2015年12月20日起施行。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澳门特
别行政区海域面积明确为 85 平
方公里，同时，将澳门特别行政
区与广东省珠海市边界之间的关
闸澳门边检大楼段，即澳门特别
行政区关闸以北至珠海边防检查

站原旗楼之间用于兴建澳门特别
行政区新边检大楼配套设施的地
段，划归澳门特别行政区管辖。
行政区域调整后，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行政区域界线包括陆地和海
上两部分。

陆地部分包括澳门半岛、氹
仔岛和路环岛，与广东省陆界相
连。海上部分将过去的习惯水域
管理范围明确确定为海域面积
85平方公里。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澳门特区行政区域图

据新华社澳门12月20日电
（记者刘畅） 国务院常务会议 16
日审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

（草案）》，澳门管理的水域和陆界
的范围得以正式确定。为有效实
施水域管理，澳门特区行政会日
前讨论完成部分相关法规，这些

法规20日正式生效。
据了解，经澳门行政会议讨

论通过，20 日正式生效的三项
水域管理范畴的法规，包括新修
订的《海事及水务局的组织及运
作》《订定船舶通行及船舶上人
员的规范》和《海上倾倒疏浚物
管理制度》。

链接▶▶▶ 澳门“水域三大法”生效链接▶▶▶ 澳门“水域三大法”生效

据新华社澳门12月20日电（记
者杨懿） 澳门特区政府 20 日在旅游
塔会展中心举行盛大酒会，隆重庆祝
澳门回归祖国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16周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
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驻澳联
络办公室副主任陈斯喜、外交部驻澳
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叶大波、解放军驻
澳部队司令员王文、澳门特区立法会
主席贺一诚、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
岑浩辉等近千人出席酒会。

崔世安在致辞时表示，澳门回归

祖国16年以来，在“一国两制”“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制度保障
下，特区政府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务实推进“一中心，一平台”建设，
持续落实各项民生工程建设、加强法
制建设、优化城市建设、提升人文素
质，有力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
展。

崔世安说，特区政府正在抓紧编
制以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为基础的
首个“五年规划”，积极参与并助力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澳门可持
续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澳门庆祝回归祖国16周年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通过相关
规定，明确未来台湾各级供应餐饮的
学校，包括中小学营养午餐、大学餐
厅，都全面禁止使用含转基因的生鲜
食材及初级加工品。这条规定一出，
网上立刻传出“转基因食品将远离台
湾”的结论。难道这条规定真的意味
着，台湾打算和转基因食品说再见吗？

主要担心安全问题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在
岛内受到持续关注和讨论，不少民众
对转基因食品一直持谨慎态度。这次
转基因食品退出校园的规定出台后，
有国民党“立委”就高兴地表示，法
案通过不仅代表学子在营养午餐以及
各种食品上能吃得安心，也代表台湾
民众在食品安全上更进一步。

台湾禁止任何转基因农作物的商
业化种植，因此，岛内民众餐桌上的
转基因食品全是进口而来，而且主要
是大豆和玉米。对于如何让民众分辨
出这些转基因食品，台当局早在 2002

年就作出细致规定。
台湾把转基因制品分为

初级加工品和深加工品：初
级加工品指的是食品中还含
有转基因成分，比如豆腐、
豆浆等；深加工品的转基因
成分则在制作过程中已经被
破坏，风险较低，比如食用
油、酱油、玉米淀粉、玉米
糖浆等。台“卫生署”规
定，初级加工品中转基因成
分超过 5%，就必须强制标

识出来，深加工品则自愿标识。
这次新出台的规定只是让学校

“强制禁用转基因生鲜食材及初级加工
品”，因为民众普遍认为这类食品才是

“隐形的食品安全危机”，民进党“立
委”林淑芬也表示：“这些食物风险比
较高，所以必须排除。”但对于转基因
植物油等食物，今后还是会出现在台
湾校园的餐桌上。

想说再见并不容易

限制转基因食材的法规是落实纸
面了，接下来就能顺利施行了吗？实
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

有台湾农副产品供货商算了一笔
账，校园营养午餐中最常出现麻婆豆
腐、豆干炒菜、酸辣汤等菜品，一周
中至少有 3 天需要用到豆干、玉米、
豆腐等食材。以豆干为例，转基因的
1公斤42元 （新台币，下同），非转基
因的要 85 元，价格上浮近一倍不说，
而且目前供货商的非转基因食材供应
量都不足，除非再增加进口。

这位供货商所言不虚。台湾对大
豆和玉米需求量大，自己生产的比例
又极低，所以台湾市面上绝大部分大
豆和玉米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品
种，岛内的豆腐、豆浆等大量豆制品
也是直接用转基因大豆为原料制作。
中小学营养午餐不能使用转基因食
材，预估每生每餐会涨5元以上，1个
月要多 100 元，1 年要增加 900 元。这
多出来的钱该谁来埋单呢？让家长多
交钱，还是当局多补贴？

对此，台“教育部综合规划司
长”陈雪玉说，“教育部”会跟“行政
院”、地方县市及学校讨论后，才确定
怎么进行。话说起来容易，但别看每
餐只多 1 元钱，真轮到自己出钱的时
候谁都肉痛，无论采取哪一种做法，
可能都会引来新的抗议。

其实是为争取选票？

也有台湾网民对这条新规并不买
账，他们在网上跟帖说：“先禁止还没
确定对身体有害的转基因食品，而不是
花力气管理绝对有伤害的黑心食品，根
本是弄错重点。”他们指责说，这条规定
施行后，学生依然会在学校之外吃到转
基因的豆腐、豆浆和其他食品，所以这
其实和食品安全没什么关系，只是“立
法院”纾解民意的手段罢了。

台湾蓝绿两党之所以会罕见地在
这一法规上达成共识，本质上是在争
取民意。选战焦灼之际，对于这样一
个“小议题”，没有哪个政党愿意忤逆
主妇团体的诉求。所以，台湾离告别
转基因食品还远着哩。

转基因食品将强制退出校园膳食

台湾打算和转基因说再见吗？
雷 蕾

转基因食品将强制退出校园膳食

台湾打算和转基因说再见吗？
雷 蕾

美联储宣布启动近十年来首次加息后，香港
金融管理局于12月17日上调基本利率25个基点至
0.75％。利率走势一直是地产市场高度关注的因
素。加息消息传出，市场普遍预期楼价将承压下
行，2016 年有可能最多跌去一成。据悉，受此预
期影响已有部分二手楼业主开始调低报价，以期
尽快成交。

香港的楼市价格已经是全球最高之一，而现
在与今年年初相比却发生了变化：房屋需求量、
交易量和价格齐齐下跌。中原地产近日预测，
2016年香港楼价将回落8％至10％。香港美联物业
则预计，整体二手住宅楼价明年将下跌，跌幅约
为5％至10％。相关调查显示，近七成人预计楼价
下跌至少5%，超六成认为明年并非购房的好时机。

现实说话

香港楼市 2015 年走势颇为波折，先升后跌。

年初承接去年年尾的升势，但步入下半年，关于
香港楼市下挫的言论层出不穷，令投资者趋于谨
慎，致使成交量大幅减少。

就在过去的两周，香港一手房销售量已经从
更早两周的505套下降了69套；地产巨头香港新鸿
基集团位于明德山地区的“山语清晖”楼盘开盘，
共计50套房，目前只有10套售出；而位于元朗地
区的世宙楼盘总计75套房屋中，只有34套售出。

在二手房市场上，反映每周地产成交量的中
原地产领先指数下跌了1.14%。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刘嘉辉表示，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土地注册处资
料，截至今年 12 月 10 日二手住宅注册量为 39570
宗，预计全年约40700宗，创20年以来新低。

多重利空

美联储加息对香港楼市的影响，也引发了各
界关注。香港美联物业则预计，从过去的数据反

映，楼价一般在加息后首半年会下挫5％。
中原地产亚太区总裁黄伟雄表示，目前美国

经济复苏仍未稳定，内地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香
港楼市又因“辣招”及美国加息增加按揭成本等
内外因素夹击，预料 2016 年全年楼市将下调，其
中以1000万至2000万港元的楼盘下调最大。

此外，明年预计香港有近 2.6 万套新房推出，
供应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明年市场将由卖家
主导转为买家主导，有可能出现一手房价格低于
二手房的情况，这种情况是2000年后首次出现。

争议再起

今年下半年，香港楼市的涨势开始控制住
了，目前的放缓使得投资者压力山大。业界人士
展望后市时也纷纷表示应未雨绸缪。仲量联行董
事总经理曾焕平称，香港楼市的问题远比看上去
严重，香港政府应该尽快检视现有的楼市调控

“辣招”。
香港金管局在今年 2月推出新的“辣招”，规

定如果买家想购买楼价在700万港元以下的中小型
住宅单位，可从银行按揭的成数最高只能有 60%，
意味着中小型住宅单位的买家首付必须达到40%。

曾焕平认为，这一招直接导致了准买家借不
到钱，卖家也迟迟不肯卖房，二手楼市发展停
滞，这是极其不健康的。

不过，香港政府似乎对改变楼市政策的意愿
不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近日在出席行政
会议前称，由于土地和房屋供应增加，楼价和租
金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出现轻微回落，政府不会

“减辣”。过去由于土地和房屋供应不足，加上外
来置业者、炒卖和投机的需求，导致香港的住宅
市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他强调
政府非常重视住房问题，已下定决心去解决，呼
吁社会配合政府的计划。

多重利空有压力 明年或下跌一成

香港楼市涨不动了？
王大可

12月19日，一场关怀残障人士的游园义卖会在台北举行。不少家长
带着小朋友到此买义卖券做游戏、吃零食、选文具。这次活动所得将为身
心障碍儿童组成的小可乐果舞团、剧团赴大陆交流筹措经费。图为游园会
上的小朋友义买游戏券后在玩游戏。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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