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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馆”搞政治

台“国史馆”近日拿出新规，最快从9月下旬开
始，将以所谓“平等互惠原则”为由，拒绝大陆及港
澳地区学者调阅馆藏资料；若是台湾人士，则改为申
请预约制，申请需提前15天，30天内回复。

对此新规，“国史馆”新任馆长吴密察给出的理由
是，对调阅档案与阅览对象设限是“回归法制”。他表
示愿意推动解套，以“平等互惠原则”，与南京的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进行“机关与机关”的档案交换阅览。

“你不给我看，我也不给你看。”吴密察似乎是这个
意思。然而，无论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是大
陆其他学术机构，都没有特别禁止台湾地区人士调阅
资料的规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固然有部分资
料属于机密，尚未开放查询，但内外一视同仁，台湾学
者不能查，大陆和其他国家、地区学者也不能查。

大陆各级图书馆都对台湾人士开放。吴密察作为
一名历史学者也曾多次赴大陆交流，对此心知肚明，
却揣着明白装糊涂，给大陆扣上“你不给我看”的罪
名，进而大开倒车，专门针对大陆和港澳人士制定歧
视性规则，背后显然是浓浓的意识形态，“平等互
惠”云云，纯属借口。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朱浤源表示，台
“国史馆”限制陆港澳学者，就是“政治理由而非行
政理由”。“国史馆”过去也都依照全球学术机构惯
例，资料对全球开放，但现在似乎借行政理由刻意限
制大陆和港澳学者，这是“国史馆在搞政治”。

学者联署反对

台湾“国史馆”是台当局最高史政机关，收藏有

大量民国初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档案。其中的镇馆
之宝“大溪档案”收录了蒋介石亲批文件、对外电
文、书信等重要史料，1995年由“国史馆”接管，是
两岸研究中国现代史学者的重要学术资源。

过去 30 年，两岸在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方面合
作良好，台湾“国史馆”本是这方面的表率，岂料一
夜间竟变成了“开倒车”的典型。浙江大学蒋介石与
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说，“我们以前还总
是拿吕芳上 （‘国史馆’前馆长） 时代的‘国史馆’
作为典范，批评‘调查局’‘国防部史政编译室’不
够开放，希望它们向‘国史馆’学习，结果没想到

‘国史馆’倒退得这么厉害。”
在陈红民看来，台湾“国史馆”此举完全是政治

原因，“它里面的档案资料这么多年该看的都看过
了，根本不涉及保密性质。”所以，对于比较资深的
两岸学者，“国史馆”的新规影响不会特别大，“但对
于年轻学者，尤其是亟须查阅相关资料完成研究的学
者来说，那可能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

“国史馆”荒谬新规也引发岛内政界和学界齐声
批判。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本来史料就是公
器，开放才是正途”，民进党要求国民党公开党史，
却歧视部分地区，不准人家看，心态可议。

台湾“国家图书馆”馆长曾淑贤就此表示，目前
“国图”文献包含过去从大陆带来的善本资料以及从
世界各国搜集到的出版品等档案资料，全都对外开
放，不会因为国籍或是身份而予以限制。台湾政治大
学国际关系中心所长袁易也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很惊
讶，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料都属于公开，不会对任何人
士限制。

8 月 2 日，台湾学术界针对“国史馆”发起“捍卫学
术自由·反对阅览新制”的全球学者联署活动，现已得
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各地学者、各界人士的支持。

绿营用心很“独”

吴密察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历史博
物馆馆长，2001年在陈水扁当局当过“文建会”副主
委，2010年退休后，参与“独”派大佬辜宽敏创办的

“新台湾国策智库”，个人“独”派色彩浓烈，在台湾
教科书编写、反“课纲微调”“太阳花”学运中，多
次发表“反中”言论。

但“国史馆”开倒车不应理解为吴密察的个人行
为，而应视作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系列动作之
一。诚如朱浤源所说，蔡英文上台后，台当局各“部
会”机关“独”的意识越来越浓，步调越来越整齐。
他担心，以前“国史馆”会邀大陆学者演讲，未来一
定不可能再邀，两岸学术交流会减少。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信息与档案研究所教授薛理桂
日前投书台湾 《中国时报》 表示，“国史馆”抱残守
缺的做法，只会对台湾带来负面形象，不让大陆学者
接触史料，吃亏的会是谁？真理愈辩愈明，真相愈揭
露愈透明。以前民进党还嘲讽蓝色执政时代有档案没
开放，今日绿色执政更应该有开阔的胸襟，让档案完
全开放给民众应用。

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大陆大力支持 1949 年以前
民国史研究之际，台湾“国史馆”却要收紧学术开放
性，增加台湾学者研究困难度，让对岸无法获得历史
真相，这是“放弃历史话语权的竞争”。

但民进党当局哪里会在乎这个“历史话语权”呢？
他们只想让与“中华民国”有关的一切历史印记都消散
无踪。若岛内学者每次查档案都得申请等待，久而久
之，台湾的民国史研究自然会降温和衰落。如此，绿营
就更有机会重新解释历史，推行“台独”史观了。小小
一个借阅新规，用心之“独”却绝不可小视。

台“国史馆”拒大陆学者用心好“独”
本报记者 王 平

国台办表示

依法打击电信诈骗受两岸民众支持

一杯香浓的热奶茶，承载着的仅仅是让人“垂涎
欲滴”的香港饮食文化吗？“这便是香港，它的魅力
在于它是真正的‘中西融合’‘现代与传统融合’。”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在她工作的特
区政府总部西翼的会议室里，以一杯奶茶为例介绍什
么是香港的魅力文化。

什么是香港魅力文化

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统筹香港的公民教育、青年、
地区及公众关系、体育康乐以及文化艺术等政策，许晓
晖则是主要负责推动全港文化事业发展的官员。

“奶茶是‘舶来品’，但经香港人加工之后发展成
自己的特色产品；在街上，有人穿得很时尚，也有人
穿旗袍；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都可以在香港找得
到。”许晓晖说。

建筑也是体现一座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元
素，在香港大大小小逾 4000 多条街道上，历史建筑和
现代建筑相互交融。许晓晖说，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
香港一样，在一个紧凑的空间里呈现如此多元的元素。

许晓晖特别提到，市民和游客们可能还未曾留意，
香港街道上的不少商铺招牌来自书法家的手笔。“在荷
里活道可以找到刘炳森的书法、于右任写的‘泉章居’、
齐白石写的‘同仁堂’。书法的文化渗透在香港。”

文化生活多姿多彩

近年，香港旅游业出现下滑。业界反思，香港不
能只做“购物天堂”，长远要打造“人文旅游”，让外
界重新认识香港的价值。许晓晖说，政府和业界要不
断挖掘、提升和推广香港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2011年 6月，香港 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大坑舞火龙和香
港潮人盂兰胜会，成功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香港有 10项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 4项
属于国家级别。”许晓晖说，政府通过调查，已甄选
出香港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共400多项。

许晓晖说，香港全年的文化日历排得紧凑丰富，
从农历元月的彩灯会开始，3月有花展，之后有香港
艺术节，5月有法国艺术节，7月有书展，8月有盂兰
节、“孝慈＋爱”、中秋有彩灯舞火龙……她说，政府
和业界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现香港多姿多彩的
文化生活。

担当“文化融合中心”角色

坐落维港海旁的西九文化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文化项目之一，集艺术、教育及公共空间于一身。西
九龙网站在简介中介绍，西九文化区的愿景，是为香
港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带，促进本地艺术界互
动、合作与发展。

许晓晖说，未来，西九龙会尽力和社区、学校结
合，培养更多更广的观众群，“这个观众群也是一个
潜在的消费群，要做文化产业就要有文化消费。”

“同时，我们要在文化节目和内容上不断加强。”
许晓晖举例说，西九龙的戏曲中心将于 2018 年初开
幕，也和很多内地剧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把最好
的节目带入香港，把香港创作的节目带入各地”。

许晓晖说，从全国或区域的角度，香港可以促进
不同地方的文化互动和发展。例如，在电影设计上，
香港可以做全国性的互动，而话剧、粤剧等则集中在
粤语区。“总之，我们把最好的元素集中起来，针对
海内外不同市场，做出好的文化产品，担当‘文化融
合中心’的角色。”

（据新华社香港电）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欣） 每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被
定为“世界母乳喂养周”。香港近期发表的两个数字发人深
思：一个是婴儿出院时的母乳喂养率，从 1992 年的仅有
19％大幅升至2015年的89％；另一个是以全母乳持续喂养
婴儿至 4 个月的比率，由 1997 年的 6％仅增至 2014 年的
27％。也就是说，有六成新妈妈放弃了开始时的母乳喂养。

特区政府卫生署表示，一项于 2010年发表的香港本地
研究显示，返回工作岗位是在职母亲未能持续哺乳的一个
重要因素。

这里有产假较短的因素。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给工作
妇女更长的产假，发达国家有的长达1年，然而香港女性产
假仅有10周。

除了产假短之外，香港工作环境压力大以及公司对母
乳妈妈支持较少，也是造成职场女性不能继续母乳喂养的
重要原因。

香港母乳育婴协会早前于网上访问 2000余人，两成受
访者表示曾遇到不礼貌对待甚至被歧视，包括被上司或同
事质疑为何时常哺乳，或遭批评生产力低。

调查指，逾九成受访者认为上司和同事的理解十分重
要，逾七成受访者支持将母乳哺育纳入家庭岗位歧视条
例，一半人认为产假应延长。

近日在台北开幕的 2016 年台
湾美食展上，来自大陆贵州、江
苏 和 福 建 的 美 食 纷 纷 亮 相 。 其
中，贵州代表团精选了该省特色
辣椒、特色豆腐、特色香料等五
大类约100种生态食材在贵州馆内
展出。同时，由7位黔菜大厨组成
的厨师团队与当地饭店合作举办

“黔滋味”美食节，让台湾民众体
验与众不同的舌尖之旅。

图为贵州馆内的厨师在进行
面点制作表演。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据新华社台北8月7日电（记者许雪毅、刘刚） 台湾儿
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 7 日发布“2016 台湾儿少父子关系
调查报告”，发现台湾父子亲密程度平均约为69分。虽然有
八成四的儿童自觉跟爸爸很亲近，但却只有五成三的儿童
愿意跟爸爸说自己的烦恼，甚至有超过三成的儿童觉得爸
爸很难沟通。

8 月 8 日是岛内的“父亲节”，儿福联盟特选取小学五
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少年儿童做此调查，有效回收问
卷共1478份。

调查显示，台湾爸爸主要负担的亲职项目前三名分别
为：工作赚钱、修理东西以及带孩子去看病。其余亲职参
与项目，由爸爸主要负担的比例均未超过五成。尤其一些
和孩子照顾或学习相关的亲职参与项目，如看孩子的联络
簿、接送孩子上下学或是安排孩子的课后照顾等，爸爸参
与的程度都不高。而指导孩子的课业、参加学校的家长日
以及和老师讨论孩子的生活或学习，主要由爸爸负担的比
例甚至不到1/4。

根据这份调查，台湾儿童主观感受的父子亲密感程
度，平均分数有 68.9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高达九成的
儿童表示喜欢和爸爸相处，超过八成觉得和爸爸很亲近；
有八成八的儿童认为爸爸是很棒的，将近八成认同爸爸是
学习的榜样。但是，如果要跟爸爸交心，仅约五成三愿意
和爸爸说自己的烦恼，甚至有超过三成的儿童觉得爸爸很
难沟通。

把今年的调查和往年比较起来发现，近几年台湾爸爸
们更愿意付出时间和心力与孩子互动。比如，爸爸一天和
孩子聊天时间在 30分钟以上的比例为 52.9％，较往年都有
提高。

但令人担心的是，下班后的爸爸似乎“动不起来”。调
查发现，超过六成的爸爸甚少或甚至从未和孩子一起运
动，也只有半数左右的爸爸会参与孩子有兴趣的休闲活
动，或让孩子参与爸爸有兴趣的休闲活动。此外，更有高
达八成的爸爸偶尔或从未特别安排时间和孩子单独相处。

香港不能只做“购物天堂”
——访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

王 欣 李豫川

观众在香港中环海滨举行的香港当代艺术博览
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观众在香港中环海滨举行的香港当代艺术博览
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近半台湾儿童不愿和爸爸说心事

据新华社香港8月8日电（周雪婷、王小旎） 香港大学
联招8日公布正式录取结果，今年共有2.2万名联招申请人
获录取修读学士或副学位课程，当中1.82万人获派本地8所
大学资助学士或公开大学自资学士学位。香港大学继续成
为招生最大赢家，共揽3名“状元”。

据香港大学联招办事处消息显示，今年香港共有53781
名申请人，较去年减少约5100人。其中，22164人获录取资
格，当中的 18234 人获派八大资助院校或公大自资学士学
位，较去年增加625人。今年录取人数及比例均创香港中学
文凭考试 （文凭试） 举办5年以来的新高，但仍有约3万名
联招申请人“名落孙山”，需另觅出路。

以香港入读大学最基本的4个核心科及最佳2个选修科
计算，本届文凭试共诞生 4名“状元”及 19名“榜眼”，港大录
取了3名“状元”及15名“榜眼”，余下1名“状元”被香港中文
大学录取。在香港大学的录取专业中，内外全科医学士、工
商管理学学士及牙医学士成为最难考入的3个专业。

香港各大高校同时也招收优秀运动员。港大今年共录
取20名运动员，分别来自风帆、剑击及游泳等项目；中大
获“运动员奖学金”的共有18人，而城市大学则录取了12
名运动员。

香港大学联招放榜

港大独揽3名本地“状元”

职场压力大

香港妈妈难持续母乳喂养

职场压力大

香港妈妈难持续母乳喂养
大陆美食亮相台湾大陆美食亮相台湾

本报北京8月8日电（记者张盼）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今天应询时表示，大陆警方将包括 5 名台湾居民在内的 40
名电信诈骗犯从肯尼亚押解回大陆整案侦办，受到两岸民
众普遍支持。

针对有记者提问，台湾方面陆委会称已就5名台电信诈
骗嫌犯自肯尼亚被押返大陆事，通过两岸联系管道向大陆
方面表达抗议，马晓光做出上诉表示。

马晓光说，这次肯尼亚移交的包括5名台湾居民在内的
40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与今年 4月被遣返的 37人系同
一案件，受害人全部在大陆，主要证据也在大陆。为彻底
查清该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情况，大陆警方将他们押解
回大陆整案侦办。这有利于有效打击犯罪，为受害者伸张
正义，受到两岸民众的普遍支持。

马晓光表示，关于两岸联系沟通机制事，我们已经多
次表明，因台湾当局未能确认“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国台办和台湾方面陆委会、海
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的联系沟通和商谈机制已经停摆。台湾
方面应正视这一事实并为恢复机制运作作出切实努力。

台湾“国史馆”近日宣布，将拒绝大陆及港澳地区学者调阅馆藏资料，台湾人士也
从随到随查改为提前申请。“国史馆”藏有大量国民党从大陆带去的珍贵民国史料。民进
党一上台，新馆长马上政治挂帅，歧视对待大陆及港澳学者，给岛内学者添堵，为的是
阻碍两岸学术交流，更是要使岛内民国史研究降温，以遂“文化台独”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