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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育部”的“课程审议会”8
月20日召开“课审大会”，提议岛内普
通高中文言文比例从原先的 45%至
55%降至 30%。此前，“课审会”还通过
网络投票选出10篇推荐文言文，其中
仅 4 篇是传统经典，其他都是迎合所
谓“台湾主体意识”的冷僻古怪之作，
甚至还有一篇是日本人所写。岛内教
育界惊呼，这些方案若通过，台湾将
迎来“国文浩劫”。

诡异篇目

民进党上台之初，就忙着安排
反“课纲微调”有功的学生代表加
入“课审会”。现在，这个贯彻民进
党意志的“课审会”终于“发威”
了。20日，由“课审会”6名委员提
出的6个“议案”付诸讨论，内容皆
与去除传统经典有关。

一些“议案”毫不掩盖“去中
国化”意图，比如提议高中文言文
比例降至 30%，“国文”课纲附录的
推荐选文从 20篇降为 15篇等。另外
一些则比较隐晦，台湾中华语文教
育促进协会理事长、中山女高退休
教师段心仪说，如第二案和第三案
代表“国文”课纲不再以论语、孟
子、大学、中庸为基础，第四案则
会导致文章只求“议题性”而忽略
文学、文化价值。

而 比 “ 议 案 ” 更 惹 争 议 的 是
“课审会”推荐的10篇文言文。一周
前，“课审会”举办了一个神秘的网
络投票，在连媒体都未知悉的情况

下，517 人参与投票选出 10 篇古文。
其中仅 4篇来自 2009年台湾“国文”
课纲必读古文篇目，如 《桃花源
记》、《赤壁赋》 等。另外 6 篇则是

《番社过年歌》、《大甲妇》 等一般人
闻所未闻的古怪篇目，入选的唯一
理由，就是其内容与台湾有关。

这些因“政治正确”而入选的
篇目，内容质量就经不起推敲了。
比如 《大甲妇》 中有“土番蠢尔本
无知”等歧视原住民的话，《送王君
入监狱序》 有“嫖来又嫖去”等粗
俗言语，被岛内教育界人士痛批为

“不适合教学”。更离谱的是，一篇
《七星墩山蹈雪记》 还是日本人中村
樱溪所写。放着浩如烟海的中华经
典不要，却要学生去学日本人的古
文作品，简直滑稽。

黄钟毁弃

21 日在台北举行的“数年研议
不敌一夕黑箱”记者会上，段心仪
说，台湾“国家教育研究院”花2年
多时间，委托 60 多名教授教师，向
500 多名高中“国文”教师问卷征
询，才订出文言文占45%至55%的课
纲草案，数年苦功却不敌“课审
会”一夕黑箱作业。

“课审委员成为宰制高中国文课
纲的怪兽！”翰林出版社高中国文教
科书总召集人宋裕表示，“课审会”
决议的6篇台湾古典诗文，明显是政
治意识形态作祟，都是一些糟糕、
没文采的文章。“如果强行通过，要

串连国文老师、学生和家长，到
‘教育部’抗议。”

台湾老师张楚表示，参与推荐
古文评选投票的517人中，高中“国
文”教师仅占二成，大学生、高中
生、社会人士占了六成多。“这是外
行领导内行，劣币驱除良币”，“黄
钟毁弃，瓦釜雷鸣”，台湾曾以中华
文化的传承者自居，如今却选择

“文化自宫”。
在岛内舆论一片质疑声中，台

湾“教育部”稍稍收起了之前“不
预设立场，充分尊重课审大会决
定”的态度，“国教署长”邱乾国
21 日出面表示，那 10 篇网友选出
来的文言文，未必会成为高中生必
读古文。

据悉，“课审会”将在27日继续
开会，讨论决定高中课本文言文比
例及篇目问题。

坑害下一代

对删减经典古文篇目和增加所
谓的“台湾文言文”，一些参与课纲
审查的学生代表振振有词。学生代
表萧竹均称，过去古文比例过重，
许多学生早已被消磨光意志。“课审
大会”普高中分组委员、静宜大学
学生林致宇称，过去太多歌颂唐宋
古文八大家，都是在“造神”，相反
台湾有很多文言文，且贴近这片土
地，“台湾文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
响，远大于唐宋八大家”。

让学生来给自己审课纲，本就是

咄咄怪事。不管是有媚日反中倾向的
政治学生，还是希望给自己减负的普
通学生，当然都乐得古文比例降低。
民进党当初安排学生代表入“课审
会”，打的也正是这一如意算盘。

岛内学者强调，学习古文对下一
代十分重要。台湾前“文化部长”龙
应台表示，文言文不代表中国八股，

“它是汉语的淬炼艺术。从文言文学
到什么是语言的精锤淬炼，才能更懂
得怎么在白话文中挥洒自如、行云流
水。”“这样的教育政策，是要把下一
代的年轻人带到哪里去？”

“ 台 湾 丢 掉 的 ， 大 陆 现 在 要
捡！”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主任
须文蔚指出，大陆从小学开始加强
文言文教育，且陆生的阅读量非常
大，导致台生跟陆生的语言能力差
异大，“纵使是读理工科的陆生，书
写和表达能力都高于台湾文学院的
学生”。他说，香港前几年将高中的
文言文完全取消，等到第一批学生
进入大学后，大学发现学生从语文
到文字的能力都变得很糟糕，这就
是“华语圈实验失败的结果”，后来
香港马上又增加了12篇必读古文。

民进党不惜牺牲下一代语文能
力，为的还是“去中国化”。台湾中
央日报网络版 20 日社评说，台湾学
生接受文言文越来越少，不仅语文
程度越来越差，对于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与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当然也
就越来越薄弱，而这正是民进党全
力以赴追逐的目标。

（本报台北8月23日电）

压缩国学经典 强推“台湾古文”

台课纲“去中”被批“文化自宫”
本报记者 王 平

8 月 23 日，在天津举行的第
十三届全运会男子手球小组赛 B
组比赛中，香港队以22∶19战胜
安徽队。

上图：安徽队球员郭世伟
（左） 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左图：香港队守门员叶冠英

（下） 在比赛中扑救。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本报澳门8月23日电（记者苏宁） 今年第13
号台风“天鸽”午间在珠海市金湾区沿海登陆，
与珠海“紧密相联”的澳门遭受重创。澳门特区
政府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台风已
经造成5人死亡，153人受伤。

澳门气象局自上午9时挂起“八号风球”，全
澳停班停课，机场、船班、公共交通全部停摆。
随着风势雨势的加大，11时30分气象局改挂“十
号风球”，这是澳门自 1983 年以来再次发出最高
等级的台风警报。

自“八号风球”挂起后，澳门与氹仔之间的
3 座跨海大桥全部封闭，甚至作为紧急通道的西
湾大桥下层行车道也一度关闭，澳门与珠海之间
的关闸口岸也暂停运作。由于珠海供澳电力受到
台风影响而中断，造成全澳一度停电，各医院、
电讯部门及其他重要机构纷纷启用备用电力，才
能维持基本运作。据澳门民防行动中心消息，截
至17时50分，共录得207宗事故报告，包括招牌
广告、铁片、窗户坠落，天线及树木倒塌、建筑
外墙脱落及电梯被困等。同时澳门内港、青洲等
地区水浸严重，有车辆被淹及停车场进水等情况
发生。

根据卫生局消息，“天鸽”吹袭期间有3名男
伤者送往公立仁伯爵综合医院急诊部求诊，年龄
分别为30岁至62岁，其中1名本地劳工被吹倒的
墙压至重伤、1 名澳门居民在家中 11 楼跌下 4 楼
平台重伤、1 名持通行证的内地居民被货车辗过
重伤，3名伤者均抢救无效死亡。另有约 20名受
轻伤人士被送往医院急诊部接受治疗，仍不断有

伤者陆续被送往医院急诊。
今晚 18 时 30 分澳门改挂”三号风球”，3 座

跨海大桥有限度通车。与珠海相连的 3 个口岸
中，关闸口岸恢复通关。交通方面，澳门机场航
空陆续恢复正常，而澳门外港码头及凼仔客运码
头由于设施损毁暂时未能启用。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崔世安今天下午在
“八号风球”期间，到民防行动中心听取汇报，
进一步了解台风“天鸽”造成的影响以及各部
门、单位的应对和善后工作。他表示，特区政府
会全力跟进相关善后工作，政府会跨部门因应这
次灾情，总结经验，检视现行机制，尽力完善民
防工作。随后，崔世安来到凼仔花城公园一带了
解情况，并进入一家仍未恢复电力供应的饼店，
慰问店员及了解情况。

根据来自特区政府经济局的最新消息，由
于台风吹袭期间部分低洼地区出现大面积水浸
并发生停电事故，中小企业及商户受到严重影
响。为协助中小企业度过困境，尽快恢复正常
营运，特区政府将透过工商业发展基金，设立

“中小企业特别援助计划”，向受影响商户提供
免息援助贷款。

台风“天鸽”袭港澳

本报香港8月 23日电 （记者连锦添） 台风
“天鸽”今天掠过香港，天文台发出最高级别的
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俗称“十号风球”），这是
香港5年来首次挂“十号风球”。香港各方从容应
对，未发生重大灾情，但有 121名市民受伤去医
院急诊，海陆空交通停顿，部分地区遭水浸。

“天鸽”来势汹汹，香港天文台 23 日凌晨 5
时 20 分挂出“八号风球”，8 时 10 分改为“九号
风球”，9时10分改发“十号风球”，表示香港平
均风速达到每小时 118公里或以上。据香港天文
台发布的消息，随着“天鸽”移向珠江口西面，
逐渐转吹暴风至飓风程度东至东南风，伴有狂
风、大骤雨及雷暴，海上有巨浪及涌浪。

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发出后，香港多个方
面公共服务相继暂停。今天上午应在湾仔金紫荆
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取消。海洋公园、昂坪 360
缆车等景点暂时关闭。以数字台风信号向市民预
警的做法，在香港由来已久，行之有效，一旦八
号以上风球生效，政府和各行各业的应急机制自

动启动，雇主与雇员早就订立了台风暴雨下的工
作安排。

23 日在狂风肆虐下，全港工商大部分停业，
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停止开放，海陆空交通几近
全部停运，股市停市，银行等停业。港交所在上
午开市前发公告表示，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在内
的证券市场及衍生产品市场的上午交易时段将延
迟。随着“八号风球”持续并升级为“十号风
球”，港交所随后确认全日暂停交易。除公立医
院急症室照常服务外，各医院停止门诊。当天共
有 480班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机场其后实施航
班重新编配。市政部门接获近 700宗树木倒伏报
告、8宗水浸报告和1宗山泥倾泻报告。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为有需要临时住宿者开
放26个庇护中心，共有380人入住。香港天文台
通过各种媒体提醒市民，不要离开有屏蔽的地
方或在户外活动。由于海水上涨会导致低洼地
区水浸，天文台专家提醒市民，切勿外出追风
逐浪。

以数字台风信号系统向市民预警热带气旋来
袭的做法在香港由来已久，俗称“挂风球”。据
香港天文台介绍，这一数字信号系统包括“一号
戒备信号”“三号强风信号”“八号烈风或暴风信
号”“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十号飓风
信号”等。自 1946 年至今，香港总共挂过 15 次

“十号风球”。

澳门

部分地区严重淹水
特首勘察灾情慰问民众

香港

各式交通几近全停
五年来首次挂“十号风球”

两岸青年企业家寻求创新合作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汪灵犀） 由民进中央办公厅和中国

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共同主办的2017海峡两岸青年企业家创新发
展与经济合作圆桌会议今天在此间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技
术、新产业、新模式、新活力”，近百名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企业
家、青年创业领袖汇聚北京，分享对创新产业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寻求合作互补，互利共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表示，青年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力军，希望两岸青年企业家在共同分享发展
大陆机遇、加强合作交流的同时，在两岸和平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
积极作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龙明彪在会上指出，大陆
相继出台了20多项政策，为广大台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在大陆学习工
作创造更好条件。他希望两岸青年加强合作，携手同行，共同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两岸的企业之间有很多互补空间，台湾有很多好的技术，而大
陆有非常大的市场，对接好的话会产生很好的共赢效应。”与会的台
湾青年企业家表示，大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尤其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十三五”规划中蕴藏机遇无
限，台湾青年企业家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商机，实现创业梦想。

新华社拉萨 8 月 23 日电 （谢梦
巧、陈婉）“看下来自台湾的大肠包小
肠，不正宗不要钱哦！”一名年轻小伙
子正忙着在自己的展位前招揽顾客，
一口地道的台湾口音吸引了不少人，
其中不乏身穿传统藏式服装的藏族群
众，现场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21 日，2017 年中国拉萨雪顿节名
优商品交易会在拉萨市文体中心拉开
帷幕。这次交易会以“欢乐雪顿欢乐

购”为主题。
据介绍，本届交易会布展面积近1万

平方米，规划展位 370余个，设置了 8大
展区，规模比去年扩大了近一倍。其中，
台湾名品展区由中华海峡两岸友好交流
协会主办，商品涵盖台湾传统美食、伴手
礼、养生食品等，成了交易会现场的一大
亮点。

“去年的雪顿节，我也来过西藏，
感觉十分有趣。”中华海峡两岸友好交

流协会顾问柯宏腾说，“今年我们又增
加了 20 个左右的展位，参展商品的数
量和品类都更加丰富了。”

来自台北旺华夜市的商家代表陈
丽珠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拉
萨，不仅是为了提高产品销量，扩大
台湾夜市的知名度，而且也是被西藏
的文化和美景所吸引，结束后我还要
去布达拉宫看看。”

“在西藏可以吃到正宗的台湾小
吃，感觉真是太好了！”来自当雄县的
拉姆吃着刚买来的蚵仔煎，满足地对
记者说，“我是专门开车到柳梧这边，
准备好好吃一顿。”

拉萨雪顿节：台湾名品造访西藏

手球男子B组：香港队胜安徽队手球男子B组：香港队胜安徽队

8月22日晚，由冯德伦执导的中国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在
香港举行首映礼。主创冯德伦、舒淇盛装出席。

中新社记者 谢光磊摄

舒淇、冯德伦现身
《侠盗联盟》香港首映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