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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执政的台湾民进党内讧剧
情不断，声明退出的人三不五时冒出
来，给岛内政坛投下一颗颗震撼弹。

被讥为“祖母绿”的台湾地区前副
领导人吕秀莲和前台南县长苏焕智等
相继宣布退出民进党，地方上层级较低
的，还有嘉义县副县长吴芳铭、台南市
工策会前总干事王敏行等，也纷纷跳出
来跟绿营说再见。王敏行直言，“我之
后，未来还有人会陆续退党。”

民进党执政之初宣称“同心同
德、如日中天”，现今离心离德、分道
扬镳却为哪般？

都是为选票

直接的原因是为选票。台湾地区
2018 县市长选战年底开打，现在硝烟
味日浓，民进党内部争斗明显。

不久前，吕秀莲因为竞选台北市
长一事与民进党闹掰了。吴芳铭 6 月
20 日突然宣布退出民进党，将以无党
籍身份投入下届嘉义县长选举。苏焕
智本来退党说要选台北市长，近日已
经正式宣布参选下届台南市长。

脱党参选，总得有个靠得住的理
由吧？吴芳铭表示，经过深思熟虑才
挺身而出，是因为民进党的“私心作
祟、派系思维、霸权决定”。目前台湾
政党斗争、内耗不断，嘉义县更被派

系绑架。过去民进党说要改革，现在
又反改革，成也派系、败也派系。吴
芳铭强调，这是“无色的力量、人民
的觉醒”，刻意跟民进党拉开距离。

由此不难发现，面临选举时民进
党的内部整合出现严重问题，各个派
系的厮杀“刀刀见骨”，有人不服气，
自然会宣布脱党参选。另一方面，民
进党施政荒腔走板，支持度节节下
滑，让更多人认为民进党身份对参选
是一种减分，不如脱党选举。

而内部分裂状况愈演愈烈，也让
党内矛盾更加凸显。虽然民进党强硬
表示，这是少数人“私心自用、破坏
党内团结”，但毕竟退党潮会让绿营失
血，给年底选举平添了许多变数。过
去外界一直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
阵营“内斗内行”，从目前情况来看，
国民党按下不表，倒是长期“一致对
外”的民进党的表现让外界大跌眼镜。

已沦为笑柄

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民进党
的中坚力量，已经从过去以吕秀莲为
代表的“美丽岛世代”，逐渐转变为以
蔡英文为代表的“法律人世代”。两者
政治理念的差异越来越大。

在吕秀莲之前，有 4 位民进党前
“一把手”先后宣布退党，包括许信

良、施明德、林义雄和陈水扁。有的
是因为选举，有的是因为贪腐，但更
深层的都牵涉到政治立场，“道不同，
不相为谋”。比如施明德发动百万“红
衫军”倒扁运动，重创民进党政权。
林义雄退党的理由是，政党应该力促
台湾的政治进步，而不是为了争夺政
治地位及权力。这句话让绿营不少人
中枪。

吕秀莲正式宣布退出民进党，更
让争权夺利的党内文化曝光于大庭广
众之下。不止吕秀莲，今年 3 月 3 日，
苏焕智高调宣布脱党参选台北市长时
就直言，民进党当局已偏离振兴经
济、照顾弱势的基本路线，不仅与他
个人理念相冲突，也悖离了民进党的
创党初衷。

如今蔡英文带领民进党“完全执
政”，却反而让党不断沉沦。绿营更在
意的是借助权力的春药，忙于批蓝和
内斗，不只失去民心，更失去了吕秀
莲所谓的“党德、党魂”。原先标榜的

“民主与进步”的创党初衷分崩离析，
不断遭到异化，已经沦为笑柄。

支持率低迷

民进党为争权夺利，杀得“刀刀
见骨”，这让不少绿营支持者心里五味
杂陈。

有网友在岛内网络平台批踢踢
（PTT） 表示，他父亲支持民进党非常
久，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宁愿
看连续剧甚至大陆连续剧，也不看亲
绿媒体的政论节目了，因为“大多数
绿营支持者并没有强迫民进党‘正名
制宪’，大家的希望就是有一口安稳的
饭吃而已，安居乐业，就这么简单”。

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最新
民调显示，蔡英文声望32.7%，较上月
下降 6.5 个百分点，再陷低迷；“行政
院 长 ” 赖 清 德 施 政 表 现 不 满 意 度
43%、首次高于满意度；而在政党支持
度方面，民进党 23.1%也较前年掉了
7%。有企业界人士表示，百姓三餐不
继，谈啥“台湾价值”？！有台媒更明
确表示，民进党支持率低迷，台北市
议员选战恐崩盘。

而两岸关系方面，与去年相比，
台湾成年人中，对大陆好感度增加4.4
个百分点，达四成九，反感度降低3.5
个百分点，有好感的人首度多于反感
的人。在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
隆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但
即使民意如此，蔡当局依然在开历史
的倒车，跟美国等眉来眼去，跟大陆
关系越搞越僵。单单看这股选举前的
离党潮，民进党失去的何止是党员和
民心？

（本报台北7月11日电）

选举临头 民进党内部厮杀“刀刀见骨”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本报香港7月11日电（记者陈然） 由敦煌研究院及香港
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数码敦煌——天上人间
的故事”展览于本月11日至10月22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盛大
举行。展览展出100余件珍贵文物文献，并以多媒体技术向市
民呈现敦煌石窟的原貌，全方位介绍敦煌的历史及艺术内容。

展品包括首次在香港展出的莫高窟285窟，此窟始建于西
魏时期且极具代表性，按1∶1比例复制后重现洞内的壁画与
塑像，观众可以细细体味佛国世界与平凡众生的故事。另
外，以数码技术展现的第 45窟、254窟及莫高窟 61窟中五代
时期大型壁画 《五台山图》 等，更是将敦煌文化所描绘的天
上人间景象完全“搬”来了香港。

此次展览共分复制洞窟、壁画里的佛国世界、虚拟洞
窟、礼佛图多媒体项目等9大展区。博物馆同时推出多项教育
配套活动，例如敦煌音乐会、教育专场、外展话剧演出等。
展览期间，“千年莫高”录像节目也同场放映，并展出敦煌音
乐文化的相关展品。

敦煌石窟是佛教艺术的宝库，更被誉为“中世纪的百科
全书”。据介绍，上世纪9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已与国内外科研
机构合作，探索新科技在保护历史文物领域的作用，近年更
向社会开放数码化工程成果，让公众在“数字敦煌”网页中
浏览精选洞窟及壁画。

香港举办数码敦煌展

本报香港7月11日电（记者张庆波）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
局局长李家超11日在立法会会议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有关
专业人士申请来港工作，所获雇佣职位薪酬福利水准与本地
职业市场相若、不低于本地市场聘用条件，是特区政府入境
处接纳其申请的一个主要条件。

入境处处理此类申请时会整体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申
请人的年资经验、雇用时间、该工种的市场供求情况及在必
要时寻求专业团体意见等，以确保相关申请符合要求和实际
情况。

李家超透露，2017年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的专业
人士，有 30.9%的人月薪在 40000港元以上，20000—39999港元
间的人数占比为39.1%，20000港元以下的为30%；通过“一般就
业政策”来港的专业人士，相关数字分别为 50.1%、28.8%和
21.1%。“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获批延期逗留申
请的人士，这一数字则分别为11.6%、40.4%和48%。

据了解，特区政府现有外来人才引进政策主要分为三
种，其中：“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专为内地专业人士而设，

“一般就业政策”适用于海外、台湾及澳门专业人士，“非本
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主要面向在香港修读全日制
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据此可以看出，香
港外来人才中，海外、台湾及澳门专业人士薪酬水平最高，
内地专业人士次之，非本地毕业生最低，但三类人才月薪中
位数均在20000港元以上。

香港外来人才月薪中位数逾2万港元香港外来人才月薪中位数逾2万港元

“2018 两岸大学生创客营”
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活动由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北京
大学主办、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
团联合主办、福建平潭综合实验
区管委会特别合作。

创客营活动是北京大学广告
系教学改革创新模式的扩展和延
伸。本届创客营参与者将有机会
获得为期一周的营销实战机会。
他们将借助腾讯社交广告工具，
围绕旺旺集团企业命题、“妈妈
制造”公益项目和平潭综合实验
区旅游推广进行大数据营销传
播，还将使用京东京准通大数据
平台等工具监测广告的转化数
据。活动旨在通过实战和路演比
拼，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培养两
岸学子友谊。同时，活动设有名
师讲座、企业参访等项目，将体
验式交流贯穿始终。

国台办主任助理周宁在活动
致辞中说，我们要秉持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积极为青年成长成才

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两岸关系
发展前景光明，但前进的道路不
会一帆风顺，需两岸同胞相互扶
持，维护好、建设好我们共同的
家园。期望两岸青年在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放飞青春梦想，实现
人生出彩。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已连续 4
年作为活动联合主办方支持创
客营活动。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副总裁邱佳瑜说，希望通过两
岸大学生创客营活动，两岸青
年可以手牵手，心连心，共筑
两岸中国梦。两岸青年是两岸
交流的希望和未来，大陆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多样的合作平
台、良好的创业环境，完全有
能力承接两岸青年共同的创业
梦想。希望学员把握分秒，能
够在创客营收获满满。

两岸大学生创客营活动由北
京大学教授陈刚与旺旺中时文化
传媒公司总经理林淑黛在 2015

年共同发起创办，4年来，已成
为由大陆高校主办“创新创业”
主题公益活动中的强势品牌，被
誉为“两岸青年体验式交流活动
的典范”。2016年，活动承办方
北大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被
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青年就业
创业示范点”，是目前全国唯一

设于高校的示范点。
本届两岸大学生创客营活动

将持续到本月 18 日，活动主办
方表示，将努力做好活动的各项
组织工作，为近200名两岸营员
提供最精品的课程、最前沿的实
战、最经典的参访以及最难忘的
交流。

两岸大学生创客在京体验营销实战
本报记者 张 盼

图为创客营启动仪式现场。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供图）

本报香港 7 月 11 日电 （吴玉洁） 微医控股有限公司
（“微医”） 与香港冯氏集团旗下的利和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利和医疗”） 日前在港签署合约，宣布成立微医利和医
疗中国有限公司 （“微医利和”），致力搭建中国首个智能医
疗供应链解决方案及采购平台，探索内地和香港在“互联网+
医疗健康”的全新合作模式。

签约仪式上，微医董事长兼CEO廖杰远表示，引入香港
在医疗供应链领域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与内地医疗
服务体形成优势互补，是香港与内地在医疗健康领域融合的
全新尝试。

利和医疗行政总裁兼合伙创办人郑有德说，希望双方通
过合作，共同致力于将中国医疗器械和耗材分销模式简化和
现代化，为内地民众提供更实惠的医疗保健服务。

据介绍，该平台将利用双方在医疗健康科技平台和医疗
供应链解决方案上的优势，促成医疗器械制造商、服务供应
商与内地医院和护理机构的直接联系，实现医疗设备、耗材
和服务的集中在线采购，并提供医疗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
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此外，合资公司还将在内地设立医疗
教育和培训学院，向医生、护士和医疗界提供医疗产品与临
床教育，以及高质量的医疗培训课程和医学教育讲座，为内
地与香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合作作出有益尝试。

内地微医携手香港利和医疗
探索两地“互联网+医疗健康”合作新模式

7 月 11 日 ， 香
港大学、浙师大的
学生携手来到浙江
武义柳城畲族镇江
下村，与当地畲族居
民互动联欢，体验手
工石臼打年糕、打糍
粑、赏荷花，亲身感
受乡村振兴中的畲
寨巨变。

图 为 学 生 们 与
当地畲民一起体验
手工做年糕。

张建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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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7月11日电 （记者苏宁）
为使澳门的民防制度更符合世界公共安
全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民防事务的管
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确保预防和戒备工
作有序开展、政令集中、信息流通，提
升社会对灾害事故的应对意识、防范能
力和执行能力，引导民间支持力量配合
整体民防行动的有序开展，自 6 月 28 日
开始、为期 45 天的澳门 《民防纲要法》
公开咨询将举办7场咨询会，其中4场对
象为公共部门、民防架构成员、社会团
体、教育机构及业界代表的团体咨询会
已经结束，另外3场对象为全澳市民的公
开咨询将于近日举行，相关专题网页也
同时开通。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期
望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
和建议，完善修法方案，及时开展各项革
新民防工作，让社会能够共同有效、高效
地预防和应对各类民防安全风险。

特区政府在公开咨询意见中表示，
去年的超强台风“天鸽”对澳门造成严
重破坏，经检讨整个运作过程，政府、社
会和居民在应对危机和灾害方面存在不
足，其中，民防行动统筹协调制度和相关
工作机制也有改善空间。澳门现行规范
民防工作的第 72/92/M 号法令，沿用至
今已超过 25 年，经参考国家减灾委员会
专家组的建议，特区政府着手研究完善

现行的民防法律制度，务求让民防体系能
够更好地统筹、协调公共部门、私营机构
和民间的行动，形成最大的社会合力。

针对 《民防纲要法》 中建议设置的
“虚假社会预警罪”（当宣告进入紧急预
防状态后，造谣或散布谣言行为，可能
被处以最高三年徒刑） 在社会引起的不
同争议，澳门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赵国
强在接受澳门本地媒体访问时，从犯罪
所侵犯的法益、构成的理论与实践以及
犯罪竞合的角度三方面提出看法。他认
为就行为侵害的法益而言，在 《民防纲
要法》 中，设置“虚假社会预警罪”显
然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若要定罪，
就不能简单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理解

“恶意”，应当将“恶意”解释成刑法中
的“故意”。即“虚假社会预警罪”只能
由故意构成，过失不能构成此罪。同时
他认为要构成“虚假社会预警罪”，除了
要有传播虚假信息的故意外，客观上也
必须具备时间、信息及行为三个方面的
要件。赵国强表示，在 《民防纲要法》
中规定“虚假社会预警罪”具有必要性
和合理性，同时符合澳门刑法在单行法
律中规定独立罪名的刑事立法特点。在
具体拟定条文时，他希望从罪刑法定的
原则出发，将此罪的主、客观要件规定
得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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