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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下午2点，数百辆小汽车和上百
单车骑者，聚集台北市蔡英文办公室前的凯
德格兰大道，抗议民进党当局抗疫无能和疫
苗黑幕。抗议者缓慢行进，驾驶者为了发出对
民进党当局和对蔡英文在疫苗问题上的不
满，他们长按喇叭。很多车上还有人探出头来
与骑单车者高呼“小英给我疫苗”“疫苗黑幕”
和“蔡英文下台”，让执勤警察手足无措。

5月15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台湾
暴发，瞬间让台防疫部门指挥官陈时中跌落
神坛，也让自称世界防疫“南波万”的所谓“模
范生”神话破灭。十几天来，每天三位数的确
诊病例，和两位数死亡，让全岛舆论转向疫苗
上。去年“5·20”演讲时，蔡英文曾信誓旦旦说，
虽然台湾疫情世界“南波万”，但是还是要小
心，至于疫苗部分，她高调表示已经“超前部
署”。然而，一年过去了，台湾只有几十万支疫
苗进去。不要说多数民众接种，几十万支疫苗
就连台湾医护一线人员也不够。随着疫情加
剧，岛内面临无普筛、无病床、无疫苗“三无”状
态。然而，针对台湾疫情，国台办和大陆民间团
体纷纷表示，愿意为台湾疫苗提供方便和捐助
疫苗。但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各界善意不仅不领
情，反而把大陆好心当无情。台陆委会副主委
居然把国台办“愿意提供帮助”说成是“大陆假
好心”，更拒绝大陆民间捐助疫苗。

面对岛内民众和媒体对民进党当局购买
疫苗的质疑声，就在前几天，蔡英文突然走到
一线回应。她先是把台湾买不到疫苗甩锅给
大陆干涉，继而定调疫苗必须由“中央统一购
买”。而两天后，她再次站到一线，当局已经确
定购买两家台湾公司高端和联亚的各500万
支疫苗。

事实上，这两家药厂生产的疫苗只通过
了二期试验，还没有进入三期，且该疫苗并没
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授权。随着疫苗问
题在台湾进一步发酵，台媒突然发现，原来蔡
英文与台湾生产疫苗的药厂背后老板有交
集，或涉嫌存在利益输送。

拿台湾2300万人生命健康与商人搞利
益输送？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这一做法立刻
引发全岛愤怒。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地区领导
人蔡英文或正在步陈水扁贪腐后尘，其政权
或也正走入没落。

■ 甩锅大陆却自己露馅

截至6月2日，台湾本轮疫情已经累积
确诊8099例，死亡137人，仅6月2日一天确
诊病例就高达583例，死亡17例。台湾舆论
认为，台湾地区疫情出现类似美国、印度疫情
趋势，在缺普筛、缺病床、缺疫苗背景下，要控
制住疫情根本看不到希望。

疫苗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最终解决方
案，也是关键战略物资，这是全球早已达成的

共识。根据《纽约时报》全球疫苗追踪最新信息，
台湾新冠肺炎疫苗注射率为1.6%，与利比亚、
阿富汗相同。就连民进党最热衷比较的新加坡、
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分别为 65%、14%、
31%。面对失控的疫情、疫苗一剂难求，台湾岛
内人心社会动荡不安。

其实，关于疫苗，蔡英文早在去年“5·20”
就曾说，已经“超前部署”。但一年多过去了，台
湾现状却是只能“望苗兴叹”，这也在岛内掀起
了一股“疫苗自救潮”。金门县县长杨镇浯5月
18日公开向民进党当局喊话，呼吁其同意金门
自行购买大陆疫苗。中华统一促进党、台湾新党
等岛内政党、团体，以及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
柱等人士，近期也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开
放大陆疫苗进口，以应对近期岛内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态势，表示愿扮演桥梁角色，协助引进。

面对台湾无疫苗可打，岛内民众疫苗自救
潮迭起，蔡英文通过脸书甩锅大陆干涉台湾购
买疫苗，才导致台湾无疫苗可打。

不过，蔡英文也许忘了台湾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嘉今年年初的一个爆料：按照原来
台湾行政部门的安排，台湾购买疫苗，交于蔡
英文第一任期时第一任行政部门负责人林全
现在所在的东洋公司采购。而原本东洋公司已
经和德国BNT公司大中华区总代理商上海复
星药业谈妥采购事宜。但由于陈时中和民进党
当局“仇中反中”心态作祟，认为上海复星是中
国企业，而大中华区把台湾包括在内是矮化台
湾，于是直接找到德国BNT公司要求直接采
购，遭拒。

而遭拒之后空手而归的陈时中面对台湾
“立委”质询时，为了逃避责任，其声称原定向德
国BNT公司购买的500万剂新冠疫苗，因大陆
阻挠导致合约无法签订，自己遭外界批评不透
明，是“有苦难言”。

也许陈时中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很快被戳
穿，当天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便将事实真相公
布于世。

马晓光称陈时中口中所谓大陆因素阻碍
BNT辉瑞疫苗售台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信
口雌黄，并再次暴露某些民进党政客无道德无
底线的政治本性。

根据马晓光提供的情况，其实，上海复星集
团早在2020年3月就与德国BNT公司签约，参
与BNT疫苗研发并拥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
区的独家代理权。

既然复星拿到了BNT辉瑞疫苗，按照国际
贸易规则，东洋公司从复星购买疫苗不存在所
谓谁矮化谁的问题。既然没有矮化问题，陈时中
又为何抛出台湾购买疫苗遭大陆干涉言论？陈
时中口中的“有苦难言”又从何说起？

随着台媒的追踪和层层“剥皮”，结果发现，台
湾采购BNT疫苗大戏，还有另一个剧本。

根据台媒披露的信息，陈时中甩锅大陆，
“仇中”只是表象，其实背后原因是民进党内部
的资源斗争。

据了解，陈时中去年7月原希望通过美国辉
瑞公司向德国BNT原厂购买3000万剂疫苗，每
剂平均价格28.3美元，后因为台湾代理权为上
海复星医药所拥有而中止。为帮台湾解套，林全
担任董事长的东洋药品与上海复星洽谈台湾区
代理，承继原本的3000万剂合同，只是平均价
格调涨到30美元。

即便这样，最后东洋公司的代理还是失败。
失败原因，从表面看是由于台“卫福部”只愿意
购买200万剂，数量谈不拢，但内情却是港商某
公司与民进党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的一
个子弟兵——民进党一位“吴姓立委”介入，想
要抢食采购疫苗的大饼。

于是，陈时中才改与德国BNT原厂直接洽

谈，最后陈时中单方签署了合约，此时每剂单价
已经大幅上涨到45美元，是原本的150％。

对此，陈时中的说辞是：去年6月“卫福部”开
始与外国厂商洽谈疫苗；10月26日，因该港商仅
取得意向书谈判中止；11月11日BNT主动联系
陈时中继续谈；今年1月6日陈时中宣布将与“其
他厂牌”签约500万剂疫苗；2月17日陈时中证实

“其他厂牌”就是BNT。至于台湾向BNT原厂采购
疫苗，是否通过上述港商接洽，陈时中以“中间谈判
人属于合约保密内容”不愿回答；谈判时该港商是
否在场，陈时中说“冷链运送是委托台湾公司办理，
当然会联系BNT指定委托的单”，其实这等于绕个
弯子承认。

按照常理，直接跟原厂购买，少了代理商这
一手，台湾的疫苗价格应该是更便宜才对。然
而，陈时中直接和德国BNT原厂购买价格却比
代理商还要贵50%，这完全不符合。

便宜的不买，要买贵的，这个违反常识的现
象引起台湾岛内一些人注意。不过，陈时中也许
根本没想到，本来以高价买疫苗，让民进党内贪
腐势力可以大赚一把的事却最终以意外告吹，
而那个民进党“吴姓立委”和陈时中都没有占到
什么便宜。但不管怎么说，陈时中总要给他一个
交代。如何交代？只有甩锅大陆，激起“仇中”情
绪，才能让自己摆脱责任。

然而，没想到这件事被吴子嘉揭发。
针对蔡英文本次“脸书”甩锅大陆干涉台湾

购买疫苗，国台办同样拿出证据予以驳斥。同时
台湾岛内民间团体也表示，既然因为大陆干涉
台湾当局才买不到疫苗的，那么，就由民间团体
购买捐赠给当局总可以解台湾无疫苗可打的燃
眉之急了吧？而且一些团体，如佛光山等已经向
台“卫福部”提出申请。

然而，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后，向外公布：
疫苗问题只能由“中央”统筹，并且必须要从原厂
购买。“不是大陆干涉，台湾才买不到疫苗的吗？那
么民间捐赠了，还不需要当局花钱，当局又为何
要挡？”蔡英文这一表态引起台湾舆论挞伐。

之后，民进党中央又为挡住民间捐赠疫苗
补充了几个条件。到此，台湾媒体和民众才发
现，原来台湾买不到疫苗并非大陆干涉，而是
根本就不想要，“甩锅大陆，没想到自己做法却
露了馅”。

■ 救命疫苗也能搞利益输送？

拒绝台湾民间捐赠疫苗并非民进党当局上
演的疫苗大戏结局。

就在蔡英文甩锅大陆并提出疫苗必须从原
厂采购不久，前民进党“立委”沈富雄在网络
节目中爆料，其实至少有20个渠道在推销辉
瑞疫苗给台湾，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渠道。
沈富雄说，他的疫苗开价为10欧元(依当天汇
率转算，约为新台币338元)，“但民进党当局
就是不要”。 （下转6版）

步陈水扁贪腐后尘？蔡英文陷“疫苗门”风波
本报记者 高 杨

本报讯（记者 修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就台
陆委会拒绝福州、厦门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愿意向金门、
马祖捐赠新冠病毒疫苗等相关事宜和蔡英文诬称大陆干
涉台湾买疫苗答记者问。

记者问：5月27日，福州、厦门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
愿意向金门、马祖捐赠新冠病毒疫苗，台陆委会均予拒
绝，称大陆从未通过两岸既有渠道提供任何疫苗信息，台
有关部门也未收到正式文件提出申请，强调对台提供疫
苗应依照疫苗进口程序提出正式申请。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陆委会的说辞，仍然是在为阻挡广大台
胞使用大陆疫苗、早日缓解疫情编造理由。事实上，在大
陆疫苗输台问题上，面对大陆希望尽最大努力帮助台湾
同胞应对疫情的善意，面对一些民间机构愿意捐赠疫苗
的善举，民进党当局一直以各种借口阻挡、拒绝，甚至公
然污蔑抹黑大陆疫苗。他们不顾台湾同胞生命安危，坚持
拒绝大陆疫苗，是对台胞生命健康安全的冷血。

朱凤莲强调，只要民进党当局清楚回答，广大台胞的
生命健康安全重要还是不重要，他们的疫苗需求是不是
必须解决，对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用还是不用，所谓
程序云云完全是故意作梗。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岛内疫
情在加重，防疫压力在增大，病亡人数在上升，当务之急
是让岛内民众早日接种上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不
要再玩弄话术，不要再耍政治手段，不要贻误建立岛内民
众免疫屏障的时机。

有记者提问：“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声称，因大
陆介入使台无法和德国BNT原厂签约购买疫苗。对此有
何评论？”

对此，朱凤莲表示，所谓大陆阻碍BNT疫苗售台的
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民进党当局领导人的这番谎言，
再次暴露他们“甩锅”大陆、推卸责任的一贯政治操作和
转移焦点、掩盖问题的惯用伎俩。

朱凤莲指出，众所周知，早在2020年3月，上海复星医
药集团即与德国BNT公司签约，参与BNT疫苗研发并拥
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民进党当局
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循正途，非要违反商业规则和诚信原
则，绕过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向德国BNT公司购买疫苗。他
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明考虑的根本不是解决台湾民众
实际需求，而是做做样子，欺骗岛内民众，为自己谋取政治
私利。人们看得很清楚，在疫苗问题上，是民进党当局一直
在设置障碍。时至今日，岛内疫情蔓延，民众苦盼疫苗，但民
进党当局仍执迷于政治操弄，抛出种种说辞、编造种种戏
码，继续将岛内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卫生福祉践踏在自己的
政治私利之下。他们这出戏码多演一天，防疫的宝贵时机就
多耽误一天，岛内民众就将多一天付出生命健康的代价。

国台办：

不要再耍政治手段
不要贻误时机！

本报讯（记者 高杨）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6月1日
就民进党当局以“安全性存疑”等借口继续阻挠限制岛内
民间期待从大陆引入疫苗问题答记者问。

记者问，台湾疫情持续蔓延，疫苗严重短缺，岛内各
界希望从大陆引进疫苗的呼声越来越高，民进党当局以

“安全性存疑”等借口继续阻挠限制，同时却宣布签约购
买尚未完成二期临床试验的自产疫苗，被质疑有经济套
利、炒股之嫌。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表示，我们注意到这些报道。对于是否存在经
济套利或炒股之嫌，我们不便评论。

马晓光说，岛内疫情持续蔓延，台湾民众面临的防疫
压力日益增大。近日，岛内一些政党、县市、团体和人士纷
纷呼吁开放引进大陆疫苗或购买BNT疫苗。岛内有民意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受访民众表示，只要有合格疫苗
可打，他们都愿意打，包括大陆疫苗。

马晓光指出，我们高度牵挂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福
祉，愿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拥有
BNT公司mRNA新冠疫苗在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商
业权益。该医药集团此前表示愿意将其代理的BNT疫苗
服务于台湾民众。我们积极协助台湾有关方面与复星方
面接洽。同时，国药集团相关疫苗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
全球“紧急使用清单”，且运输方便、安全性高，非常有利
于全民接种。大陆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截至5月
31日超过6.61亿剂次，我们愿意尽速做出安排，让广大
台湾同胞有大陆疫苗可用。

马晓光强调，民进党当局应认真倾听岛内各界渴求
安全疫苗的呼声，以广大台湾同胞生命健康安全和利益
福祉为重，尽快改变在疫苗问题上政治操弄的做法，尽早
为大陆疫苗输台拆除人为障碍。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应尽快为
大陆疫苗输台拆除人为障碍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
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勇于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习近平
关于对台“通”“惠”“情”的“三融”讲
话，思想深邃、高屋建瓴、立意深远，系统
阐述两岸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路径模式和
实现方式，进一步丰富完善两岸融合发展理
论和实践，昭示“两岸必将统一也必然统
一”的豪情壮志，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
家国情怀和政治担当。我们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切实增强新时期对台工作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
论述引领新时期国家统一工作，不断增强两
岸融合发展的现实使命感。

第一、基本前提：坚持“九二共识”，坚
定反对“台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
二共识’。”当前，“台独”分裂势力不断进行
挑衅鼓噪，“挟美自重”“以武拒统”，极力鼓
吹“制宪公投”，试图实现“台独”。民进党
倒行逆施，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
胁。我们要与广大台湾同胞共同携手，坚决
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共创
两岸和平发展稳定的愿景。只要我们有坚定
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就能挫败
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
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
候、以任何方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
国分裂出去。

第二、核心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
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两岸同
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
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两岸
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
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两岸同胞地缘相近，血脉相连，

文化相通，台湾同胞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
力量。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凝聚共识，
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谋国家统一的光辉
远景。

第三、实现路径：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2019 年 1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3
月 11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福建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要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两岸同胞理
应携手合作、融合发展。现阶段，要不断
持续扩大两岸交流合作，全面落实“31 条
措施”“26 条措施”“11 条措施”“农林 22
条措施”等举措，提升惠台政策的时效性
和普惠性。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
脉和归属，要团结台湾同胞共同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深化两岸同胞的
族群认识和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
合作中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实现心灵契
合，人心相通。

第四、突出重点：扩大两岸青年交流渠
道，扭转台青错误的“国家”认同。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两岸青年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
携手打拼”。当前，要拓宽两岸青年经济交
流渠道，支持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切
实帮助台青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
大的发展空间，让广大台青融入大陆经济建
设领域。鼓励两岸青年结成姻亲，积极办好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婚姻二代“体验式
交流”等活动。同时，积极推动台青参与大
陆社会治理，拓宽台青参与大陆社会治理渠
道，吸引更多优秀台青到大陆政府机关、社
区、群众组织、高校等单位任职，不断深化
台青对大陆的政治认同。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闽台研究院博士）

坚持以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
引领新时期国家统一工作

陈本铿

期待台湾这一波疫情
能早点过去。但有些事情
不 是 期 待 所 能 解 决 得 了
的。冰冻三尺，台湾社会
问题似积重难返。台湾疫
情我们很忧心，台湾社会
我们更忧心！

三个多月前，我写过
有关台湾疫苗荒的两篇文
字在此发表。当时的台湾：

我们不急啊？台湾人
要等各种疫苗的不良反应
都暴露出来之后，再来选
全世界最好的疫苗来打！

而此时的台湾：
“ 人 人 都 想 打 疫 苗 ”！

而且只能打全世界最烂的
AZ 疫苗！而且数量还少得
可怜！而且还不知道是那
里搞来的“尾货”！而且疫
情如此泛滥之下，“听到是
大陆疫苗就不太买单了”

（东森电视语）！
写到此我只想说，眼

下的台湾社会，已经被民
进党这伙洋奴买办们奉行
的爬行主义带节奏带到了
反智的程度。

正 因 为 爬 行 主 义 作
祟，在台湾的那伙美日的
洋奴们，打着所谓民主的
旗号轮替争权，骗到老百
姓的选票后，民生类事大
多跳票，集中精力要么搞

“台独”，要么搞“独台”。
一遇到急事、难事、麻烦

事，他们哪里还有心情和精力去顾及台湾老百
姓的健康和死活？

难道不是吗？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记者会上
称：美国至今没卖过半支疫苗给台湾！这就奇
了。蔡英文之流不是一再打包票说：当下是美
台关系最好的时期！言外之意民进党的政绩很
有成就，紧紧抱上了美国大腿，一定会逢凶化
吉，遇难呈祥的。而到头来，政绩成就了买办
和他们主子之间的种种龌龊，给台湾老百姓的
却是挡都挡不住的“莱猪”！还有，据说透过
台防疫指挥中心买到的疫苗，比市场价格要高
出10%。

因为反智，台湾的主政者们，宁愿无知自

大的死等西方为数极少且前景难料的疫苗做救
命稻草，而对大陆国台办切实有效的救援方案
置若罔闻！

因为反智，得到国际社会广为认可的，
扑杀岛内疫情最便捷、最有效、成本最低的
选项——大陆疫苗，蔡英文们就是不要！

因为反智，台湾的主政者们宁愿眼睁睁看
着很多医护人员冒着染上血栓的风险，酷热下
累到汗流浃背疲惫虚脱，也要拒绝大陆的种种
援助。还是因为反智，不少人罔顾科学常识，
舍本逐末去动员各种人力物力防疫救助。凡此
种种看在我们眼里，又何止是劳民伤财四个字
可以了得？

台湾疫情失控，一时间，引起舆论种种关
切以及各种指责，但此时，我们却看不到、也
听不见美国的声音了。“台湾是抗疫模范生”、
凸显“民主体制有效抗疫的典范”。美国之前
的这些溢美之词屡见不鲜，吹捧得台湾当局飘
飘欲仙，台湾的不少人也被搞得膨胀而得意。

美国一直都很“关心”台湾。特朗普那时
关心如何更多地卖给台湾破烂武器，如何更快
地卖“莱猪”给台湾；拜登上台没多久，美国
的战机、航母，高频率露脸台海，拜登关心的
是如何让台湾死心塌地的继续做美国的棋子、
凯子和走狗。囤积了那么多以至于不少疫苗过
期、失效的美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关
心”台湾，怎么就是腾不出工夫、想不起来卖
疫苗给台湾，救民众于水火？

说到底，美国和它在台湾的买办代理人民
进党一样，关心台湾人的口袋，看中台湾对抗
大陆的棋子加凯子效应。美国以及它在台湾的
那些买办代理人们，骨子里最爱的是台湾的
钱。这是他们共有的政经价值观。主子们奉行
的是霸凌自利的资本主义，奴才买办们醉心于
摇尾乞怜的爬行主义。

其实，民进党蔡英文这伙洋奴买办们心里
很清楚：对台湾的老百姓可以欺骗一时，蛊惑
一阵，甚至动用手中的权势，粗暴蛮横的强行
压制一番。但对待美日西方的主子们，只有摇
尾乞怜的去搞“台独”或“独台”，才能够满
足那些主子的欢心，得到主子的青眼和犒赏！
唯如此，也才可以在台湾社会、在两岸之间寡
廉鲜耻的不断捞取各种油水和好处。蔡英文之
流不过是最卖力、最露骨的一伙洋奴买办而
已。而台湾社会便如此这般一天天、一年年被
带着节奏沉沦凋零着。只待祖国大陆出手那一
天，台湾社会也才有可能拨乱反正，迎来希望
走向光明，台湾人也才真正得以“出头天”！

(潘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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