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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就臉書頁的“嘴炮”言論作出反應 

【臺北】前八九天安門民運學生領袖之一的王

丹，7 月將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王丹近日發表了

一些有關臺灣政治議題的言論，引起外界的反

應，對此，王丹做出了一些簡單回應。 

普遍報導 

臺灣中國時報等主要媒體日前報導，大陸民運

人士王丹即將赴美，近日他在臉書上發文說，

臺灣若不願意流血，就不要再去講獨立了，因

為“那就是嘴炮”。 

自由時報 6 月 4 日還援引王丹的話說，自己從

20 歲就和中共交手，很清楚中共是看實力的政

黨，臺灣越勇敢，中國越不敢打，成本太高

了。 

報導說，王丹六四 28 周年紀念日當天，在臉書

上為臺灣提出 10 點建議，並且在和媒體互動中

發表上述有關言論。 

 

 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導人王丹 2017 年 6

日 4 日在臺北六四 28 周年紀念會上 

—美國之音（VOA）記者申華拍攝 

 

國民黨評論 

臺灣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胡文琦，星期三

上午在中央黨部的記者會上說：“兩點簡單評

論。第一點，肯定他（王丹)，因為他說出了真

話，他說出了台獨主張意識，也就是蔡英文內

心深處一直不敢碰觸的真相。”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胡文琦 2017 年 6 月 7

日在記者會上（美國之音記者申華 拍攝）/ 胡

文琦接著針對蔡英文說：“是否要流血？臺灣

人民願意不願意，臺灣人民最大的公約數到底

是中華民國，還是什麼名字，我想，你蔡英文

總統，要是不要九二共識，你的替代方案究竟

在哪裡？在王丹發表了他自己內心的深情表態

以後，蔡英文總統你要說清楚。” 

胡文琦在第二點評論中稱王丹等人，在臺灣

“吃香喝辣”，“吃幹拉淨以後就拍拍屁股走

人，這對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情何以堪” ？他

說：“ 如果你們真正愛臺灣，請你們回到臺

灣，把你們的身家性命財產都交付在這塊共同

母親的土地之上。我們就可以談談，究竟要不

要主張下

一個階段

要怎麼

走。” 

 

 2017 年 6 月 7 日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胡文琦在記者會上發言 

—美國之音（VOA）記者申華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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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回應 

針對國民黨中央的有關評論，王丹接受美

國之音採訪時說：“簡單回應一下。第一

點，國民黨完全歪曲了我的意思。我的意

思是鼓勵年輕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

應該做出付出代價的準備。我覺得國民黨

惡意歪曲我的話，顯示他們的用心非常不

良。第二個回應，他們所說的第二點，用

詞非常粗鄙下流。對於粗鄙下流的評論，

我好歹也是讀書人，不會回應粗鄙下流的

評論。” 

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導人王丹 2017 年 6 日

4 日在臺北六四 28 周年紀念會上（美國之

音記者申華 拍攝） 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

導人王丹 2017 年 6 日 4 日在臺北六四 28

周年紀念會上（美國之音記者申華 拍攝） 

報導援引王丹的話說，前往美國主要基於

三點原因：體力問題、想要豐富生命、照

顧好父母。還有報導說，王丹已經結束在

台教職，要在美國成立智庫，同時著書立

說。 

 

不同輿論 

臺灣媒體人繆宇綸對美國之音說：“王丹過

去幾年在臺灣的表現其實很兩極化。支持他

的欣賞他在清大社會所教導學生衝撞制度的

做法。不欣賞他的人覺得，他終究是大陸民

運人士，對臺灣症狀不見得那麼瞭解。” 

臺灣國立師範大學教授范世平對美國之音

說：“他來自中國大陸，讓臺灣的年輕人對

於中國大陸，特別是八九民運，有了比較深

入的認識和瞭解，我覺得這一點蠻重要

的。” 

范世平說，他在課堂上還使用王丹撰寫的一

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教科書，並說該書視

角獨特。 

聯合報 6 月 6 日援引員警大學教授葉毓蘭的

話說，這麼多年來，王丹除散播反中仇恨種

子，就是教出一大群太陽花們喊著“公民不

服從”。 

不過，這篇報導還說，有網友為王丹不流血

就不要談獨立的說法緩頰，說“他的語義不

是這個意思，只是說我們要有保護臺灣民主

的決心” 。 

 

如果您想參與撰寫、發表或編輯新聞文章，請到 zh.wiki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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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地對海巡航火箭試射成功 

【香港】朝中社於星期五

（當地時間）報導稱，朝鮮

成功試射了新的“地對海巡

航火箭”，可以打擊發動軍

事襲擊的敵方戰艦。在金正

恩的監督下，平壤於星期四

早上發射了地對艦導彈，這

些導彈“準確地發現並擊中

了朝鮮東海的浮動目標”。

這次導彈測試是朝鮮一個月

中的第四次。前三次都是彈

道導彈試射，朝鮮看似決心

要發展能夠攜帶核武器並能

打到美國本土的導彈。 

 

她還表示，“這是一次最高

級別的談話。我們忠實于我

們的韓國盟友。這個忠誠依

然堅不可摧。我們當然瞭解

當前的局勢以及更多發射器

的部署已經暫停。” 

最新導彈發射的一天前，韓

國決定暫停部署美國薩德反

導彈系統。韓國說，它將推

遲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的餘

下工程，直到它完成對該系

統環境影響的評估。諾爾特

說，暫停部署薩德是星期四

蒂勒森國務卿、馬蒂斯國防

部長與川普總統在橢圓形辦

公室開會時“談話的一部

分”。此外，美國國務院的

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

副國務卿沙農 6 月 1 日在同

韓國國家安全顧問鄭義榮的

會談中，“肯定了美韓之間

堅固的盟友關係”以及“在

應對來自朝鮮的威脅方面保

持密切協調的必要性。”川

普呼籲中國使用它作為朝鮮

主要盟友的關係向金正恩施

加壓力，以控制他的“核野

心”。 

英國議會選舉  

執政黨失去多數 

在英國剛剛結束的議會選舉

中,主要反對黨工党的勢頭大

舉回升，現任首相特麗莎·梅

和執政的保守黨失去下議院

的多數，給英國政治走向帶

來不確定性。工党的勝利主

要是由於青年選民的激增。

這次選舉將成為英國現代歷

史上最引人矚目的選舉之

一，梅首相希望擴大保守黨

在議會多數席位的賭注一敗

塗地，令人懷疑她能否在北

愛爾蘭統一黨的支持下保住

並領導一個少數党政府。星

期五，工黨和其它政黨的領

導人以及一些保守黨呼籲梅

首相下臺。但是，梅明確表

示她會繼續奮爭，並在得到

統一黨的支持之後繼續治理

國家。政府官員表示，梅首

相將前往白金漢宮，向女王

請求獲准組建政府。她的計

畫是在北愛爾蘭統一黨的支

持下執政，這樣的執政聯盟

在議會擁有一席的多數。梅

首相的這一計畫下周會在下

議院面臨信任投票。 

如果您想參與撰寫、發表或編輯新聞文章，請到 zh.wiki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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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梅首相要在英國投票脫歐之後舉行選舉的

決定以及她在選舉中的表現令保守黨人極為不

滿，但是保守黨議員看來準備在短期內支持

她。 

如果梅首相得不到下議院下周對她的信任投

票，就會給工黨組建聯合政府的機會，或者尋

求作為少數黨執政，不過不清楚工黨是否有這

個能力。 

工党領導人傑瑞米·柯比（Jeremy Corbyn）呼籲

梅首相辭職，表示她“應該下臺，給能夠真正

代表英國的政府讓路。” 

被梅首相解職的前保守黨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

（George Osborne）表示：“我懷疑她能長期

擔任保守黨領袖。” 

另一位保守黨前閣員安·蘇布裡（Anna Soubry）

說，梅應該對“糟糕”的競選負個人責任。 

 

 特麗莎·梅,2017 年五月 11 日 

保守派人士顯然對選舉結果極為不滿，這場地

震般的政治震盪可能觸發數月後第二次選舉。

評論人士看來都認為，少數黨的保守黨政府無

法堅持幾個月之久。自由民主黨的一位前領袖

阿什克羅夫特（Lord Ashcroft）說：“她真的認

為她會這麼將錯就錯下去嗎？”。 

梅首相將保守黨競選的重點放在英國脫歐上。

她說，她能帶來在與歐盟談判的時候為英國爭

取最大利益所需的力量。 

競選開始時看來她可能會取得壓倒性勝利，但

民意調查顯示，選戰越來越激烈，有人批評梅

的競選活動太過大意，把贏得選票當作相當

然。 

梅競選時大部分時間花在工黨擁有的席位上，

顯示她對從工黨地盤爭取選票充滿信心，而工

党目前的領導人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偏左的。 

在離脫歐談判開始還有 10 天之際，仍不清楚英

國是否會有一個能參加正式談判的政府，以及

參加談判的政府是否能堅持到達成協議。 

歐州官員和議員星期五警告說，一個不確定的

政府會是一場“災難”，使脫歐談判面臨極大

的失敗可能。他們說，政治不確定性會使談判

延緩。歐盟的首席談判代表蜜雪兒·巴尼爾

（Michel Barnier）質疑是否英國會有人來跟他

真正進行談判。 

這次的選舉結果也令人懷疑，英國現在是否會

尋求梅首相和她黨內的右翼成員一直宣導的硬

性脫歐。目前看來新的下議院中支持軟性脫歐

的各黨派議員占多數，就是讓英國仍留在歐盟

的單一市場裡。 

在上個月選民登記日期截止前，英國有數十萬

18 至 34 歲的選民登記參加選舉，其中包括最後

一天有 45 萬人登記。大部分 18 歲至 24 歲的選

民看來都把票投給了工黨。 

如果您想參與撰寫、發表或編輯新聞文章，請到 zh.wiki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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