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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台湾社会在民进
党当局的恶意操弄下，“反中”“仇中”等民粹
噪音越来越嘈杂，少数理性平和的声音被压
制、被消音，民进党刻意营造的肃杀之气，让
岛内有识之士直呼可怕。

新党籍新北市议员潘怀宗只因在台湾一档
电视节目上，引述外国学者的论文研究，推测
新冠病毒可能从美国而来，便被绿营政客、支
持者、网军谩骂，说他“舔中舔共”“配合统
战”“吃里扒外”。后来潘怀宗上大陆节目，聊
起防疫话题，说道“过去台湾大部分口罩都是
进口，而且都是来自祖国大陆”，这一表述尤
其是“祖国大陆”四个字，再次刺痛“独派”
分子的神经，于是乎对潘的谩骂攻击升级为

“台奸”“不配住台湾”“怎么不去死一死”。
台湾 《联合报》 只因发表一篇社论，文中

讲到“武汉乃至更多大陆地区的隔离，其实是
为了避免病毒殃及别人所做的牺牲。中国大陆
为世界争取到的因应时间，其他地方却白白把
它糟蹋了”，随即遭到绿营政客在电视上公开

“抹红”。有民进党籍议员煞有介事地胡扯：
“ 《联合报》 是我们的重要报纸，为什么会用
社论帮中共说话？难道 《联合报》 也成了造谣
说谎的中国‘大外宣’下一颗棋子吗？”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让人义愤填膺。人

们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炒作民粹是一场与
魔鬼之间的交易，炒起来容易，想降温就没那么
简单了。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四处散播仇恨、歧视
的种子，煽动民粹，也许因此获得了一时的选举
利益，但无疑是在饮鸩止渴。为了维系自己的既
得利益，民进党将一直被民粹捆绑，最终卷入危
险漩涡，整个社会逐渐失去理性，陷入狂妄无知
与侥幸偏狭，关键时刻无法做出正确选择，活活
埋葬台湾的发展机遇和无限未来。

被民粹反噬，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而是
越来越多。国民党前副秘书长蔡正元说，现在
台湾的氛围是，只要想帮大陆一点忙就会被霸
凌，只要多帮大陆讲一句话就会被攻击。几位
有基本是非观和同理心的台湾艺人，批评民进
党当局漠视大陆疫情之后，受到绿营网军铺天
盖地的霸凌；经常往返两岸的台胞，被绿色政客
和网军视为所谓“通敌叛国”的高危险人群，对他
们的“忠诚”进行审查、批判与污蔑……民进
党当局一手挑拨煽动出的恶质民粹，不断反噬
着自己两岸政策的回旋余地，两岸之间释放善
意的窗口一次次被他们关上，民粹情绪对人心
灵的荼毒之深，可见一斑。

笔者的一位台湾朋友偷偷感慨，最近台湾
舆论环境让很多理性中立的人不愿甚或不敢发
言。只要稍微显现出所谓的“亲中”立场，就

会被绿营网军“公开审判”甚至被人肉搜索，
少数心理素质不那么强的人被攻击到有自残的
念头。“一个正常社会的百姓，原不该承受这么
多压力。”

操作两岸仇恨、激化两岸民意对抗，正把
台湾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且不说绿营长期意
识形态挂帅，正在耗干台湾的竞争力，明明大
陆与台湾是命运共同体，非要经济上“脱中”

“远中”，导致两岸服贸、货贸停摆，台湾丧失
一波波发展机遇，民众收入不涨反跌。更重要
的，明明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脉，非要极尽
手段扭曲历史，操作“去中”“仇中”情绪，让
不少台湾年轻人忘记了自己本从何来。许多祈
盼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有识之士因此忧心忡
忡，他们担心如若民粹之风越刮越盛，两岸民
意直接碰撞，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
害。要知道，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是多少金
银也换不回的最宝贵财富啊！

台湾很小，载不动那么多的仇恨。民进党
当局，收起你们翻云覆雨、颠倒是非、煽动民
粹的“罪恶之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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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24日电（记者金

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应询
表示，苏贞昌再次无耻散布“苏式
谎 言 ”， 公 然 造 谣 大 陆 “ 隐 瞒 疫
情 ”。 这 种 借 制 造 谎 言 来 煽 动 歧
视、仇恨的表演，再次将他的恶毒
本性暴露于世人面前。

朱凤莲说，在过去两个多月时
间里，大陆民众团结一心，奋力抗
击疫情，取得的成绩举世公认，为
全世界防疫赢得了宝贵时间。同
时，我们始终本着对台湾民众生命
健康福祉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一开

始就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疫情信
息，包括专门通报大陆与世卫组织
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和获取相关
基因序列途径的信息。截至 3 月 24
日已通报 101 次。民进党当局从来
不敢将这些真相告诉台湾民众。

朱凤莲指出，“苏式谎言”屡次
被事实打脸。当前台湾地区疫情形
势不断加剧。奉劝民进党当局和苏
贞昌们立即停止传播政治病毒。借
疫情不断“点火”升高两岸对立，
恶化两岸关系气氛，既无耻又令人
厌恶。

国台办：

奉劝民进党当局和苏贞昌们立即停止传播政治病毒

新华社澳门 3 月 24 日电
（记者郭鑫、王晨曦） 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贺一诚24日宣布，自
25日零时起，禁止所有14天内
曾到外国的内地、香港和台湾
居民入境澳门，澳门机场停止
转机服务。

结合此前的规定，所有外
国人以及14天内到过外国的内
地、香港、台湾居民禁止入
境。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17日曾宣布，自18日零时起禁
止所有非本地居民进入澳门，
内地、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居
民及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持有

者除外。
贺一诚 24日出席新闻发布

会，公布应对疫情措施。他表
示，澳门卫生部门可豁免涉及
基于公共利益，尤其是防治疾
病、紧急救援，以及维持澳门
正常运作或居民基本生活所需
的人员遵守这项措施。

贺一诚说，23 日接获香港
特区通知采取一系列入境管控
措施，澳门采取相应措施配合。

贺一诚还宣布，所有在 14
天内曾到过香港、台湾的入境
澳门人员均需在卫生部门指定
地点接受14天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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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24日电（记者金
晨） 针对台湾对外交往部门和“美国
在台协会”日前发表所谓“台美防疫
伙伴联合声明”，民进党当局和岛内
一些媒体大肆炒作，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 24 日应询表示，台美发布所谓
防疫“联合声明”，再次暴露民进党当
局借新冠肺炎疫情“以疫谋独”的卑
劣行径和政治图谋，是把台湾民众的

卫生健康福祉绑架到“挟洋自重”、和
祖国大陆搞对抗的错误道路上。

朱凤莲表示，我们支持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加强合作战胜疫情，但坚
决反对借机搞“台独”或打“台湾牌”，
搞一些多此一举的小伎俩。中国台湾
地区和美国的关系必须在一个中国
原则下处理。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国台办评所谓“台美防疫伙伴联合声明”

本报北京3月24日电 （柴逸扉、汤锋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台资企业的生产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为推动当地台企有序复工复
产，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台办强化服务，积极
作为，全力为在桂台企防控疫情、复工复产排
忧解难。

广西台办主任李东兴介绍，为做好特殊时
期台企纾困，自治区台办先后发布 《关于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涉台工作的通
知》《关于积极加强疫情防控做好台胞台商台企
工作的通知》，就做好台胞台商台企工作做了详
细的指导；同时，广西台办联合法律顾问团发
布了 《广西台办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在桂台胞台
企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提示》，就台企在劳动用
工、工资待遇、履行合作等方面存在的法律风
险提出防范措施，并公布法律顾问团律师的联

系电话，方便在桂台胞进行电话咨询。
南宁市台办负责人表示，疫情防控期间，

南宁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到富士康科
技集团南宁科技园、南宁统一企业有限公司等多
家台企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复工复产、防控物资保障等情况。“南宁市台办做
好‘进行一次摸底排查、发出一份温馨提示、举办
一次网上政策宣传、集中解决一批问题’的‘四个
一’活动，采取电话沟通与实地走访相结合，助推
全市台企有序平稳复工复产。”

“我们通过抓政策落实、抓前期摸排、抓工
作实效、抓日常联络等多项措施，确保疫情防
控和各领域工作‘两手抓、两不误’。”防城港
市台办负责人表示。

“我们全面启动园区企业项目复工复产工作
机制，着力解决企业受疫情影响产生的各类问

题，确保新冠肺炎防疫和台企复工复产同步进
行。”海峡两岸 （广西） 产业合作区崇左产业园
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管委会在进出园区各生
产片区的出入口设置10余个健康检查点，督促
复工企业做好人员排查管理和厂区消毒工作，
同时完善园区企业信息库，建立往返人员健康
档案，确保疫情防控成效。

百色市出台了复工复产指导性文件和扶持
小微企业政策措施，多措并举帮助台资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各级各部门主动对接台企，为台
企复工复产做好服务。

据统计，广西各级台办共收集台企复工
复产信息 120 多条，协调处理各类困难和问题
80 多个。截至发稿前，广西全区台资企业复
工复产率超过 80%，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部复
工复产。

广西多措并举助力台企复工复产

3 月 24 日，上海
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
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
响应。

上图：人们在上
海外滩游玩。

左图：南京路步
行街上游客日渐增多。

王 翔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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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查文晔、
吴济海） 多位台湾学术、医疗、法
律、文化界人士近日在台北召开

“被忽略的病毒：恐惧、歧视与污
名”记者会，对民进党当局借疫情
进行政治操弄、煽动“反中”情绪
提出严正批评，期许台湾社会恢复
良善有礼的社会风气，与大陆携手
抗击疫情。

参加记者会的各界代表人士包
括：“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王智
明、新竹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政
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元豪、台湾
公共卫生促进协会常务理事陈美
霞、高雄荣总台南分院精神科主治
医师苏伟硕、世新大学社发所教授
黄德北、差事剧团团长钟乔、建筑
师谢英俊、评论家林深靖等。

据记者会介绍，2 月下旬，多
位台湾知名人士发起 《救无别类，
应物无伤──为对抗歧视、社会和
谐提出呼吁》 连署活动，迄今参与
人数已逾千人。该连署声明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台“疾管
署”针对陆生陆客采取关门措施，
接回滞留湖北台胞事宜一波三折。
声明提出五大诉求：一是民进党当

局应立即取消歧视性政策，积极保
障陆生、陆配与所有在台居留者合法
入境与医疗权利，不该放任误导性用
辞伤害来往两岸的民众；二是抗疫无
界，及时救援，应予以实质支持，协助
大陆抗击疫情，避免不必要的情感伤
害；三是不要“逢中必反”；四是理性
讨论两岸关系，化解“反中”的仇恨情
绪；五是反对民粹情绪勒索，去除暴
戾言语相向的恶习。

苏伟硕表示，疫情引发的歧
视、恐惧和污名化，比病毒还要可
怕。尤其当前台湾网络舆论民粹氛
围浓厚，一旦对民进党当局防疫措
施提出批评或质疑，就可能遭受语
言暴力围攻，这种恶行应及时制止。

陈美霞表示，大陆疫情已得到
有效控制，在医疗技术和体制上体
现出优越性。反观欧洲与美国，疫
情正逐渐恶化，暴露出设备不足、
医疗费用高昂等问题。台湾的医疗
体系参照美国制度，能否平安度过
此次疫情，将是一大考验。

钟乔表示，歧视与卸责应该被
制止，对武汉人民及全球受到病毒
损害的民众，应该怀着关切，这是
基本的人之为人的信念与修为。

台各界代表斥责民进党当局借疫情操弄“反中”

连日来，甘肃添旺添福生物科技公司员工一日三班、24小时生产，日
产口罩25万只，生产的口罩除用于国内疫情防控外,还通过深圳外贸渠道运
往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支援国外疫情防控。

图为该公司口罩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