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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临近，岛内参选人为加深选民印象绞尽脑汁，几乎人人都推出一首属于自己的
竞选主题曲，借宣传车整天播放

台湾选战：“唱得比说得好听”
陈水扁抱怨
“双十”被放鸽子

吃定民进党与蔡英文的台湾
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10日在脸
书大骂蔡当局， 抱怨最后时刻没
有被获准出席“双十庆典”。陈水
扁 10日在脸书主页“新勇哥物
语”上称，当天是农历九月初二，
刚好是他 68岁生日，“农历生日
碰上双十庆典， 是阿扁一生中的
第一次”。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称，
今年他再次接到邀请函， 也立即
回复要亲自参加， 结果却被高层
劝导不能与会，“就像发出结婚
请帖，再叫客人不能来一样，简直
将阿扁装肖维（装疯卖傻）。 ”

新北市长选举
侯友宜领先苏贞昌

据台湾《中国时报》10月 11
日报道， 台湾蓝绿阵营对新北市
长选举均有“输不得”的压力，台
湾《旺旺中时》最新民调显示，国
民党参选人侯友宜领先民进党参
选人苏贞昌 16.6%； 在青年选票
方面，侯、苏两人难分难解，青壮
年或将成为新北市选举的关键。
据台湾《旺旺中时》最新民调，侯
友宜以 49.4%支持度领先苏贞昌
的 32.8%。

李登辉被曝
咀嚼退化暴瘦 8斤

李登辉从今年 6月窜访日本
冲绳之后就再没有公开露面，近
日传出他因急性贫血入院检查。
据台媒消息， 现年 95岁的“台
独” 大佬李登辉早前窜访日本
时，出入机场都要坐轮椅代步，回
台之后也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媒
体传出他咀嚼退化、胃口不好，并
暴瘦 4公斤， 还因为急性贫血入
院检查。 也有亲李人士称，“李登
辉因为饮食习惯改变而变瘦，而
吃、喝、睡都没有问题。 ”从 8月
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往拜会时的照
片可以看出， 当时李登辉整个人
椅着背靠，看起来有些虚弱。

澳门打击非法兑换
20人被带走调查

据《澳门日报》10月 10日
报道， 澳门司警 9日到澳门各区
娱乐场打击非法兑换， 期间警方
合共截查 175人，带走 20名年龄
介乎 30至 40岁的人士到司警局
调查， 当中 9男 8女涉嫌非法兑
换，2名男子从事“扒仔”，1名男
子逾期逗留。 司警博彩及罪案调
查处代处长陈仲贤称， 警方一直
密切关注同类活动及衍生的犯罪
行为，年初至今未见有严重趋势，
警方将继续不定时采取行动，打
击娱乐场周边的非法活动。

香港 4个月女婴
喝奶被呛身亡

据香港《星岛日报》10月 10
日报道，8日晚 9时许， 一名 58
岁姓曾男子， 报案称其 4个月大
女儿昏迷，警方及救护员到场，将
女婴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终
告不治。据悉，女婴出事前曾喝奶
被呛，不排除与此有关，案件并无
可疑。

“唱得比说得好听”，这句
话同样适用吵吵闹闹的台湾选
举。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临近，
岛内参选人为加深选民印象绞
尽脑汁，几乎人人都推出一首属
于自己的竞选主题曲，借宣传车
整天播放。这些量身打造的词曲
向选民诉说问政理念，希望换来
认同的选票。

神曲“听一遍就会哼”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

守中的竞选歌曲在岛内引发不
小的争议。 据台湾《联合报》10
月 10日报道， 丁守中日前推出
名为《台北的未来在手中》的竞
选歌曲，全长 2分 41秒，歌词不
断重复“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
“在我手中”“在丁守中”“他为
你守候”以及“台北的未来丁守
中”的歌词，洗脑程度让网民直
呼“听一遍就会哼”。还有人说，
不小心给家中两岁孩子听，没想
到他就会哼了。

除了丁守中外，几乎每个县
市都有参选人推出自己的主打
歌。 歌手蔡小虎的《爱人醉落
去》是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
友宜的竞选主题曲。 侯友宜之所
以会挑这首歌， 除了音乐动感
外，更重要的是歌词“哟伊哟伊
哟伊”与“友宜”的发音几乎相
同，“就像大家都在呼喊侯友
宜”。 如今侯友宜无论到菜市场
扫街、出席餐会，还是举办记者
会，都有专人拿喇叭播放这首主
题曲。 日前侯友宜到三重力行市
场时，一名杂物摊老板和他隔着
摊位就随着旋律扭动起来。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
国瑜出奇招，用几十年前的连续
剧《西螺七崁》的主题曲作为竞

选曲，借歌词“少林寺阿善师，
唐山过海台湾来……堂堂男儿
好气概”传达自己的台湾精神，
唤起不少中老年人的回忆。 此
外，支持韩国瑜的网民自制《韩
国瑜，帮我回家》音乐视频，点
击量超过 18万。 视频主角因高
雄经济凋敝，被迫离家到台北打
拼，离开家才知道父母的拿手菜
和贴心叮咛是多么珍贵， 却因
“养得起自己， 养不起家里”只
能继续留在台北工作。 不少“北
漂”的高雄人表示，看完后“一
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比韩剧还催
泪”。

选歌有讲究
对于一些多次参选的政客

来说，他们的竞选歌曲经常都是
同一首，只不过在形式和歌词上
有一些变化。像苏贞昌早年竞选
台北县（今新北市）长，竞选歌
曲是《冲冲冲》。 今年竞选新北
市长，他再次请编曲老师重新创
作《冲冲冲 2.0》，加上电音方式
呈现，抢攻年轻选票。“中时电
子报”称，苏贞昌喜爱艺人伍佰
的《冲冲冲》，理由不难猜，因为

他名字中“昌”字的闽南语读音
和“冲”一样。 每当政策发表会
欢迎苏贞昌出场时，这首改版的
主题曲就随之响起。 再比如前花
莲县长傅昆萁，8年县长任内，出
席任何大小活动，出场前必定响
起曲风明快激昂的《檀岛警骑》
主题曲。 《檀岛警骑》是三四十
年前的美剧主题曲，台湾曾播映
过。 据说傅昆萁上任之初出席某
次活动，负责音响的人员播放这
首曲子， 让他感觉威风凛凛，从
此成为他的专属音乐。

还有参选人根据自己的名
字选择竞选歌曲。 国民党籍宜兰
县长参选人林姿妙被人昵称为
“妙妙姐”， 竞选团队为此选择
歌手徐怀钰的《妙妙妙》。

选举变“演唱会”
台湾很早就出现竞选歌曲，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水扁
1994 年参选台北市长时推出的
《春天的花蕊》 和《台北新故
乡》。他还引入商品化、年轻化的
宣传模式，开办扁帽工厂，贩卖
帽子、公仔等，开创很多选举新
招。 2004年“大选”陈水扁推出

的《相信台湾》，直到现在还是
他的出场主题曲。他曾说：“选举
歌受欢迎，选战就成功一半。 ”

2010年以后，专业音乐人以
及流行乐手开始参与其中，一改
过去在造势晚会上和群众一同
合唱， 而走向发行正式音乐作
品，台湾竞选歌曲进入一个新阶
段。2012年“大选”，马英九推出
的专辑《WeAreOne》以及蔡英
文的《英文歌》专辑，都在竞选
歌曲和宣传策略上向此靠拢，选
举变得更像是商品化的演唱会，
而不再是摇旗呐喊、声嘶力竭的
造势大会。

高雄中山大学音乐系教授
李美文认为， 竞选歌曲是从旋
律、带进歌词、加入参选人，然后
对民众变成有意义的代号，彰显
参选人要塑造的形象。竞选歌曲
制作得当，选民直接联想到的就
是参选者的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歌
曲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 高雄科
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系主任
翟治平询问班上大二学生对竞
选歌曲的看法，结果发现学生对
《爱拼才会赢》之类的曲子全然
无感， 最受欢迎的是韩流风，显
示现在的年轻人较喜欢电音、节
奏感强，而非传统、激昂的竞选
歌曲。

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
钮则勋认为，竞选歌曲应紧扣形
象定位，才能提高参选人的知名
度，也能当作创意营销活动在网
络上制造话题及口碑；但竞选歌
曲若风格太差， 网络出现负评，
甚至会对选情扣分。 也有评论认
为，虽然竞选歌曲能一时吸引选
票，但对民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
施政感受。 （崔明轩）

两岸婚姻露出两大迹象
昔日“大陆人千方百计嫁到

台湾”的现象，如今却变成“放
弃台湾籍想一家回大陆” 的新
闻。 台湾中时电子报 10月 9日
称，据统计，自蔡英文 2016年上
台以来， 两岸联姻数量持续下
降，注销台籍、搬往大陆的台湾
配偶也越来越多。

台“内政部”统计显示，到
今年 3月底，台湾累计新住民人
口为 53 万， 其中陆配近 34 万
人。 自 2003年台湾实施婚前面
谈制度后，每年大陆及港澳地区
配偶移入约 1.1万人，但 2016年
降至 9800 人，2017 年下探到
8200人。 据中时电子报 9 日报
道，“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
会”会长钟锦明称，以他所观察
的经验来看， 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大陆经济发展进步，台湾相
对来说经济比较不好；二是两岸
关系不好，间接影响到两岸婚姻
的量与质。

钟锦明表示，马英九时期大

陆民众常以自由行、交流团等机
会访台， 民间有很多认识机会。
但蔡英文上台后，虽然陆客不受
“官员严审”的影响，但毕竟访
台的大陆人少了，民间相互认识
的机会也变少。 钟锦明还提到台
湾相关审查机制变得更严，以前
只要准备好通联记录和照片即
可，现在则要补更多文件，包括
介绍人、出游照片、通信信件或
APP聊天记录及汇款记录等。 这
3个月来， 钟锦明曾接到 4通电
话询问“如何放弃台湾户籍，想
要一家回大陆”， 这在以前是没
有过的。

据大陆方面统计数据显示，
自 1989年大陆首例涉台婚姻在
厦门登记以来， 截至 2017年 12
月，在大陆办理结婚登记的两岸
婚姻已有 37.8万对。一名台湾人
告诉记者，他和四川妻子于 2006
年结婚，两人在生活习惯的差异
方面很好融合，但对于一些如政
治观念等根深蒂固的思维，就尽

量不和妻子讨论。这名台湾人还
提到，一些大陆配偶到台湾后有
时会感受到或多或少的“不友
善”，有些人确实不想住在那里
了。 有台媒之前报道， 民进党
“立委”蔡易余在脸书上称“把
陆配和外配做差别待遇，刚刚好

而已啦”， 曾在岛内引发轩然大
波。

中时电子报 9 日称， 台湾
“两岸关系条例”规定，台籍与
陆籍只能择一，不能同时拥有双
重户籍。 因此比起只是登陆工作
或求学的台湾人，配偶选择放弃
台湾身份， 一家来大陆发展，其
实也是经过内心挣扎的考虑。

（余潞）

日前，58同城全新上线以
“二手车就要白菜价” 定位的
58同城二手车品牌广告。 面向
二、三、四线市场，从“平价、实
用”的二手车买卖基本诉求出
发，以 5万元为价格锚点、上浮
下探 3万元覆盖更多用户，强
化“代步、练手、拉货”等实际
应用场景， 为广大二手车商和
用户提供生活服务。

依托 58 集团强大的平台
流量支撑，58同城二手车不断
创新业务模式， 以平台化理念

将线上体验、 线下服务与 58估
车价、58 检测、58 延保、58 金融
等产品进行深度的融合，旨在全
面提升二手车交易服务水平。

数据显示，58同城在独立第
三方二手车市场中拥有 48.17%
车源，位列第一。 赶集网车源占
比 18.23%，排名第二。 截止 2018
年上半年，58同城 +赶集网拥有
千万级二手车车源量，业务覆盖
全国 400+城市，超过 2000人服
务团队，服务着全国 80%的二手
车经销商客户。 （晓妹）

日前，侯友宜、
高思博、 韩国瑜在
台南三合一， 一起
站上选战宣传车

二手车就要白菜价

公告
宋克增： 本院受理原告屈伟

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鲁 0105民初 49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宋克增
偿还屈伟峰借款 30000元， 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
二、 宋克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屈伟峰支付利息，利息
的计算方式为： 以 10000元为基
数， 自 2017年 3月 27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 按年利率 24%计
算； 以 20000元为基数， 自 2017
年 8月 3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按年利率 24%计算。自本判决
书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穆克梁、孙启东：本院受理原

告屈伟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05民
初 49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一、穆克梁、孙启东共同偿还屈伟
峰借款 20000元， 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日内付清；二、穆克梁、
孙启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共同向屈伟峰支付利息，利
息的计算方式为： 以 20000元为
基数， 自 2016年 8月 31日起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年利率 24%
计算。自本判决书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
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郭立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山

东鑫苑置业有限公司与你及第三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
案，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
将本案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依
法判令被告郭立平偿还原告代为
支付的贷款本息 709030.23元及
滞纳金 100447.98元（暂计算至
2018年 9月 20日，并且按照约定
的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本院因向你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未果，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北园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唐红征、 山东鸿征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臧成明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鲁 0105民初 20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唐红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臧成明借款本
金 50万元；二、被告唐红征偿付
原告臧成明利息（以借款本金 50
万元为基数， 自 2018年 3月 28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年利
率 6%计算），与上述第一项所列
借款本金一并付清；三、被告山东
鸿征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就上述第
一项、 第二项所列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臧成明的
其他诉讼请求。 自本判决书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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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争、吴红：本院受理原告张

象全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05民初
247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一、吴争偿还张象全借款 27012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付清；二、吴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日内向张象全支付利息，利
息的计算方式为：以 270120元为
基数，自 2014年 8月 1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 按年利率 24%计
算；三、吴红对上述第一、二项确
定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判决书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
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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