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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新当局一上台，很多斗争清算就打着
“转型正义”的旗号滚滚而来。除了借党产争议继续
绞杀国民党、“废国父遗像”以“去中国化”这种常
规套路，连以人道救援为己任的台湾红十字组织
也在劫难逃。民进党日前举行高层政策协调会，达
成废除“红十字会法”、保留红十字组织的共识，明
确把炮口对准立场较为亲蓝的红会，引发舆论哗
然。因为“转型正义”标榜的重点是“社会和解”，
这种政治操作显然是与之背道而驰。虽然有人痛批
绿营是借机“清除异己”，但以目前岛内政治生态，
处于劣势的蓝营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台红会恐
怕是难过被砍甚至关门大吉这一关。

两面手法

据悉，台“立法院”已备妥 5 份“废法”提
案，“行政院”及“内政部”也表示同意。“废法”
看起来是箭在弦上，有人将之视为“一刀毙命”。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按照台湾红十字组织联络发展
处长徐孝慈的话说，该组织是依据“红十字会法”
而设立的法人，废止该法，就是让目前的红十字组
织走向解散之途。

在战争中，红十字会人员都非交战双方瞄准的
目标。为何民进党当局要迫不及待挥舞起屠刀呢？
废红十字会怎么会进入“转型正义”范畴？

近些年，网上针对台湾红会爆出很多无法证实
的传言。有亲绿网民说，岛内蓝营大将郝龙斌2005年
出任该会秘书长时，月薪 12万元（新台币，下同），号
召网民抵制“肥猫”。还有人说，台湾红会在印度洋海
啸、汶川大地震、台湾“八八水灾”、日本 3·11大地震
中，共募款100亿元，结果有近半数未发给灾民。虽然
台红会出面澄清，并表示监督机制非常严谨，但“信者
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有人甚至怒呛，“宁愿相信金十
字（胃肠药），也不信红十字”。2014 年高雄气爆和随
后的台南地震中，都有亲绿政客、艺人号召民众不要
把钱物捐给台湾红十字组织。

台湾 《联合晚报》 文章质疑，绿营人士对红十
字组织有很多骇人听闻的“控诉”，究竟有几分证
据？如果“红十字会法”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予以
修正，但没必要废除。台湾律师陈士魁投书岛内媒
体表示，假如新当局认为目前红会运作有问题，为
什么不积极透过部门监督参与、“修法”加以改
变？ 如今，台“行政院”要“废法”，却又肯定红

十字会的贡献，表示未来将保留红十字会组织。问
题是，“废法”后，红十字标志不再具有辨识力与专
用性，单保留红会组织又有什么意义？

这种先砍一刀再递纱布的两面手法，更让人怀
疑，其中充满政治算计。

迫不及待

还是亲绿网民泄露天机。有人在网上贴出台湾
红十字组织现卸任官员的名单，包括陈长文、王清
峰、叶金川、欧晋德、邱文达、郝龙斌等，称“红
会”已被国民党或亲蓝人士“独占”。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一些公益性团体、社会救
助机构跟蓝营和国民党走得较近，台湾红十字组织就
是其中的典型。即便是陈水扁执政时，知名律师、马英
九的友人陈长文也执掌红十字组织8年。刚刚卸任的
马英九，其夫人周美青至今仍是“名誉会长”。所以对
绿营而言，台湾红十字组织基本上是“针插不进，水泼
不进”，早就把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2012年4月，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就以台湾红十
字组织不被国际所承认、不受日内瓦公约监督为名，
提案废止“红十字会法”。但想法再多，迫于当时没有
掌握立法机构多数，却也徒唤奈何。但今年1月之后，
民进党取得领导人和民代选举双胜，形势丕变。2月，
新一届立法机构刚上路，绿营“立委”就迫不及待卷土
重来，表态要废除“红十字会法”。

针对“转型正义”，陈士魁意有所指认为，34
年来，台湾“社会转型”的最大成就，就是处理过
去的事务更宽容、更理性。红十字会的组织运作、
人事管理应该如何更符合公益目的，都可以讨论，
但不应用以废法这种“一刀毙命”的方式对待。这
种“政治净化”式的“转型正义”，本身就是“违
宪”的。

也是，如果“转型正义”是为了正视历史、建
立“和解”的社会，过程就应该经过充分讨论，否
则只会制造更多社会冲突和黑箱政治。而“反黑
箱”，不正是当年民进党在野时的一大号召吗？怎么
一上台，就照着断以己意、予取予求的黑箱套路来？

诤言逆耳

从民进党达成“保留组织、废除专法”的共
识，再联系近几天要废掉“退辅会”的传言，看来

绿营攻杀蓝营山头和票仓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息
过。

有人说，“转型正义”，多少算计假汝之名以
行！在这一号召下，民进党当局上任就“不务正
业”，既没有把精力放在岛内最需要提升、民众热盼
的经济议题上，也没有放在动见观瞻、影响深远的
两岸议题上。因为忌惮于对岸的实力，不敢轻易造
次，所以只能把“独”心深埋，搞一些“文化台
独”、碎步勤迈的小动作。但岛内政治生态如今绿地
压蓝天，那就挥起政治大砍刀，先对政治跷跷板的
另一端下手再说。

砍起来那是刀刀见骨。台湾“驻美代表”沈吕
巡在蔡英文就职两周后被迫离开华盛顿，外界不仅
同情也深感愤慨，认为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太过无
情，因为按照惯例，“驻外”人员职务调动后，通常
有 2 个月的时间处理善后。但新当局自有理由——
沈乃“前朝”官员，非我绿营，其心必异，故而一
分钟也耽搁不得。说穿了，“非我绿营，其心必异”
8 个字正是“转型正义”的精髓——一切障眼法的
背后，就是一场政治清算斗争。以此观之，红会遭
劫难，不过充当绿斗蓝的一个小小牺牲品而已。

“大选”前民进党自认胜券在握，甚至预估将执
政20年。绿营盘算，要长期执政，仅把对手打败是
不够的，把对手打到十八层地狱永难翻身才是王
道。这种深谋大计，远比什么占据道德制高点的

“社会和解”要重要得多，“和解”这类动听的言
辞，不过是骗骗升斗小民、拉拢一下中间势力、顺
便捞捞选票的手段而已。

问题是，政治算计再精明，还得靠事实说话。
要实现长期执政，赶尽杀绝的霸道并不可靠，繁华
落尽，依然是政绩和民意的王道当家作主。否则，
民意如流水，今日可以助你建高楼，明日一反转，
就可以冷眼观你宴宾客，后日说不定就会拍手笑看
你楼塌了。

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在卸任前建议，新当局
不妨将“意识形态先摆一边”，先把经济和产业等

“疗伤优先”项目搞好。证明有能力治好经济后，再
做别的事，外界会比较服气。普通百姓都知道“贫
贱夫妻百事哀”，如果两年内经济、产业持续低迷、
拉不起来，却只完成课纲和“转型正义”，恐让外界
认为“民进党回来执政是来报仇的”。

这种逆耳诤言，善则善矣，正春风得意的民进
党听得进去吗？

新华社台北6月8日电 移动互
联网研究平台猎豹全球智库日前发布
的 《2016 台 湾 移 动 安 全 报 告》 显
示，台湾平均每天有 7.2 万台手机中
毒，移动互联网安全形势严峻。

报告显示，自 2015年 6月 8日至
2016 年 5 月 8 日，台湾出现 733 个病
毒家族，病毒种类数量增长 31.4％，
病毒感染用户数增长 27.7％，平均
每天有 7.2 万台手机中毒。其中以台
北的受害者最多，占病毒感染用户
数的49％。

报告对安装了猎豹移动安全软件
的台湾手机用户进行了统计：每天有
1/4的用户会接到陌生电话，其中约
57％属于诈骗电话。平均每位用户每
天接到的诈骗电话达 1.5 通，显示电
信诈骗事件在台湾发生频率之高，是
需要特别防范的安全问题。

猎豹移动负责人提醒，目前在台
湾波及用户最多的病毒以恶意推广、
恶意扣费、隐私盗取等类型为主。此
外，随着各种新型支付工具的出现，
支付病毒有上升趋势。

新华社台北6月7日电（记者章
利新、陈键兴）“台湾正面临严重的
经济发展问题，首要的就是要把经
济搞上去。然而，现在两岸关系面
临不确定因素，新当局上台时‘维
持现状’的承诺已经跳票，这个后
果将由台湾民众全体埋单。”大陆台
企联会长王屏生7日在两岸高峰论坛
上这样表达自己的忧虑。

由台湾 《旺报》 主办的两岸高
峰论坛当天在台北举行。与会台湾
企业代表和学者围绕“没有‘九二
共识’下的台商困境”主题展开讨
论。他们表示，由于台湾当局新领
导人没有明确回应“九二共识”及
其核心意涵，两岸陷入僵局，这将
对台商的经营产生消极影响，最终
将削弱台湾经济的竞争力。

王屏生表示，大陆有约 10 万家
台企，背后涉及三四百万台湾人
口，新当局不应忽视这个群体的利
益。他还认为，台商在大陆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所谓“新南向政策”
不过是舍近求远，舍大就小。

沃华资本集团董事蔡智玮指出，
大陆经济规模是台湾的近20倍，而未
来还有增长空间，这是台湾企业的机
会所在。台湾需要把握机遇，抢占有
利位置，而不是回避大陆市场。

作为年轻一代台商的代表，35岁
的帝王集团总监林子凯已经在大陆
经商10年，在东盟地区也闯荡了四五
年。他认为，“所谓‘新南向’，只会把
台企的根再次拔掉，重演历史，带来
的伤害只会由人民埋单”。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知识经济
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表示，
从产业看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最令人
担忧。他指出，比如龙头企业联发科
技公司，它未来10年的发展必须要靠
大陆市场，如果它不能跟陆资联合占
据足够的市场份额，那么未来它的大
量技术人才就会流失。“如果处置不
当，以我的估算，台湾的 IC设计产业
在2025年前就可能会消失。这会大大
削弱台湾的整体产业竞争力。”

第三届两岸经济论坛6日在台北
举行。主办方、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
创始人高希均表示，台湾经济要繁
荣，社会要安定，发展要永续，最重要
的就是两岸要和平。两岸不和平，什
么都落空。8年来，“九二共识”奠定了

两岸和平的基础，新当局应该坚持这个和平前提。
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胡志强指出，没有和平，就没有经济发

展。他表示，大陆经济实力强大，好比一艘大船，它好大家就
都好。两岸企业界要发挥力量，只有互动交流，两岸的友好合
作才能像长江黄河之水一样永不停息。

标榜“转型正义” 充满政治算计

民进党容不下台红十字组织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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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一定要淡水养殖，土鳖一定要海里
放一放，只有杂交混养才有优质未来。”6日下
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以他特有的
幽默与智慧，让澳门大学的师生们一次次爆发
出掌声和笑声。

当日，担任浙商总会会长的马云前来出席
澳门浙商联合会成立大会，并以“澳门之城的
未来之约”为题，在澳门大学与青年学子分享
成功经验。

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与互动过
程中，马云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和创业历程，并鼓励澳门的年轻人
既要敞开胸怀拥抱西方文明，也要
亲身了解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而在
演讲中，“坚持”“担当”“看懂中
国”等关键词屡屡被提及，引发了
在场师生的思考与共鸣。

“网上很多传闻是真的。我们 24 个同学去
考肯德基，23个录取了，我没录取；我们 5个
人去考警察学校，4 个录取了，我没录取；
1982年我和表弟去杭州考服务员，结果他被录
取了，我没录取。”马云的演讲从他的青春

“糗事”开始，他说，正是一次次地被拒绝、
一次次的挫折，让他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马云说，师范学院毕业后，因为与校长有一
个“教6年书不能转行”的约定，他便真的在英语
教师的冷板凳上稳稳地坐了6年。而正是这6年

的坚持，让他从一个讨厌当教师的人，变成了一个
热爱教师职业的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段“坚持”
的经历，给了他一个日后最为重要的商业理念
——“作为教师，我希望学生超过我。而作为企业
的CEO，我希望我的客户认为我创造的东西有价
值，我的员工进入公司后比以前有所成长。”

在回首自己和公司一路走来的经历时，马
云说：“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时代的印

记、多少人的努力以及很多机会的因素。这个
成功不可能复制。”但阿里巴巴之所以有今天
的规模与吸引力，却必然与创业之初大家的共
同目标有关。

“1999 年我借了 3 万块钱，我们一共 18 个
人凑了一个多月，终于凑了50万块钱。我们不
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但是要做什么我们想得
很明白，就是要借助互联网去帮助中小企业成
功。”后来，这个初衷通过“淘宝”的商业模
式变为了现实。

马云说，之所以以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去走

创业之路，也与大学时代的经历有关。“那时我
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是七八名的样子，但是我并
没有把时间放在‘成为第一’上面，而是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参加社团、从事学生工作。我学会了
如何去和别人打交道，如何去配合别人、帮助别
人，乃至成就别人。”成功之后的马云，把成功的
要素归纳为“情商、智商、责商、爱商”，后两者指
的是为别人担当的责任，和“爱与被爱”的能力。

马云对澳门青年的成长与创业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你的眼光有多大，你就能做多大的
事。希望澳门的青年不仅要看清自己、看清未
来，更要看懂中国。去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变
化。你们可能去过北京、上海、深圳，但是那些地
方不能代表全部，机会不仅在东部，也在西部。”

马云在演讲结束后，还饶有兴趣地回答了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你第一次出国的经历是怎
样的？”“你对海归回国创业怎么看？”“澳门未来
的发展是否可以借助平台经济的模式？”

马云表示，澳门未来的发展有自身独特的

潜力。“比如‘一国两制’，这让澳门享受这两种
制度的优势。”此外，马云认为，澳门优质的服务
意识是澳门的核心竞争力。

“互联网技术革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号，
制造业迟早要转向现代服务业。澳门巨大的机
会在于中小企业，加上良好的服务意识，结合互
联网技术，用大数据把澳门变成一个智慧城市
指日可待。”他说，“我看好澳门服务业的发展，

看好澳门‘智慧都市’的发展，看好澳
门金融业的发展。”

“马云，请你投资我的网站！”在
问答环节，一位没有获得话筒的澳门
男青年，一声底气十足的呐喊，让全
场顿然安静几秒后，又立即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和叫好声。“好的，我知道
了。你的资料给我仔细看看好不好？”

马云的回答令现场再次掌声雷动。
而此刻，距离马云走上澳门大学的讲台已

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而距离他怀揣“全部家
当”100 美元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澳大利亚

“穷游”的经历，已有 31 年的时光。马云说，
离开澳门的下一站，是继续周游世界。

当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还在礼宾
府会见了马云一行，就青年事务、经济发展和
科技创新等议题交换意见。马云应邀担任澳门
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及科技委员会顾问。

（据新华社澳门电）

马云与澳门青年分享成功经验
刘 畅 王晨曦 杨 懿

马云与澳门青年分享成功经验
刘 畅 王晨曦 杨 懿

本报香港6月8日电（记者陈然） 今日起，“海上雄狮——
罗马海军与庞贝古城”展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意大
利罗马、拿坡里及庞贝等地的 110 余组珍贵展品，包括庞贝古
城罹难者遗骸模型等与香港观众见面。

此次展览的重点展品包括以黄金及宝石所制的首饰、银
器、雕像、大理石浮雕以及海难船只出土的文物等。观众还可
通过多媒体节目和三维动画，了解古罗马航海技术的发展，以
及火山爆发摧毁庞贝古城的威力和灾难结局。

公元79年，位于意大利西岸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火山灰和
碎屑摧毁庞贝等邻近城镇。罗马海军从水路前往拯救灾民，是
历史记载中最早的营救行动之一。作为世界巡回展的首站，香
港展览期将至8月29日。

左图：展场一角。（照片由香港政府新闻处提供）

庞贝文物到香港

台湾手机病毒猖獗

两岸青年共唱妈祖缘

据新华社福州6月8日电（记者
乔本孝、尚昊） 2016 海峡两岸青年
歌会 7 日晚在福建莆田湄洲岛举行。
作为第八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
周的重要活动，本届青歌会以“海
峡情、妈祖缘、青春曲”为主题，
邀请两岸青年歌手同台献艺，吸引
两岸上千观众前来观赏。

本届青歌会分为“青春细雨”
“慈爱妈祖”“海峡交响”3 个篇章，
由两岸 21 名歌手共同演出。歌会现
场歌声流转，光影涌动，热烈有序。

青歌会当晚在两岸共同创作的
歌曲《同圆中国梦》中落下帷幕。

本届妈祖文化活动周以“两岸
一家亲，同圆中国梦”为主题，吸
引两岸众多青年代表和信众代表来
到福建湄洲岛，同谒妈祖、共叙乡
情。文化活动周突显民间基层，紧
扣青年交流，包含 2016 海峡两岸青
年歌会、海峡两岸妈祖文化创意产
业对接交流会、海峡两岸民宿旅游
产 业 论 坛 等 多 项 青 年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