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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大路走邪道，民进党买不到疫苗怪谁？
王 平

“工艺匠人”陈峙峰

在大陆度过美好的“雕刻时光”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石龙洪）“回归以
来的实践表明，香港选举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令

‘爱国者治港’原则贯彻得并不充分，理应有所调
整，让这一重要原则在政治制度体系中更充分、彻底
地贯彻落实。”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粤
港澳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何俊志近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

何俊志说，“爱国者治港”本就是“一国两制”的
初心之一。邓小平先生曾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
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
港。但由于存在制度漏洞，极端反中乱港分子有机可
乘，他们以“瘫痪特区政府”“夺取管治权”为目的，
严重违背“爱国者治港”原则，他们成为“治港者”
是极其危险的。

“从世界范围内看，不爱国者想进入体制内成为治
国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当选，一旦被发现
不爱国，也会被取消权力。”作为长期研究选举政治的
专家，何俊志指出，绝大多数国家选举都设有候选人
资格审查，并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确保竞选公职者爱
国，但在香港目前体系中，这方面的规范明显不足，
为反中乱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间。

何俊志分析说，从 2014 年的非法“占中”以来，
香港极端反对派一直在预谋通过各种计划和行动，甚
至用独立于中央的方式主导香港政治。他们在“修例
风波”后窃取区议会议席，野心更加膨胀，企图全方
位争夺香港管治权，一旦得逞，“颜色革命”就会成
功，特区宪制秩序就会被颠覆。这是不能容忍的，也
严重违背“一国两制”。

他指出，从2019年区议会选举和原定于2020年举
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前期过程看，香港现有选举
制度中的确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规则该
规定还未规定或有规定贯彻得不彻底，比如公职人员
宣誓制度、候选人条件规定、竞选活动规定、当选议
员之后的行为规范等，这为“揽炒派”“揽炒”香港提
供了机会。“落实‘爱国者治港’基本的原则，就必然
意味着‘反中乱港者出局’。”他说。

谈及香港选举制度漏洞，何俊志举例说，基本法
和香港现行与选举有关的法律中，都没有“初选”的
制度规定，但在原定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提名前
夕，以戴耀廷为首的反中乱港分子和反对派政团“民
主动力”串通搞所谓“初选”，打着“公民投票”幌子
裹挟民意，为反对派参选造势。这种“初选”既无法
律效力，也无宪制依据。这一行径严重破坏选举公
平，扰乱选举管理体制，影响正常选举秩序。反中乱
港分子和反对派政客无视法治要求，抛开现行法律规
定的选举制度另搞一套，公开设立票站并号召选民投
票，进行所谓“初选”，是以非法活动进行选举造势和
政治操作，企图误导选民在法定选举中的投票取向。
其实质是欺骗、诱导、胁迫部分市民进行政治表态，
妄图以此操控立法会选举。

“一些参选人还签署‘抗争声明’，扬言一旦当
选，将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以迫使特区政府停摆。这
就是要制造新一轮‘揽炒’，意图瘫痪特区政府。”何
俊志指出，作为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连财政预算案都
还没看到，就扬言否决，这完全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政
治伦理。

何俊志还认为，目前，香港的一些选举职位代表
性不充分，往往会在体制内放大某些极端反对势力的
声音，无法让其他阶层的声音充分表达、实现均衡参
与，令外界误以为极端反对势力代表了香港，为其极
端行动提供了空间，这种状况必须得到纠偏。

近些年，有反中乱港分子包括一些当选议员，主
动勾结外部势力，甘当美西方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严
重威胁国家安全。何俊志指出，美西方反华势力长期

插手香港选举事务，他们重点扶植某些特定代理人与政治团体，不断推动香港社
会运动向激进化和“颜色革命”方向演变，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严
重损害。如今，相关行为都在香港国安法的制裁范围内。作为公职人员明目张胆
成为美西方的代理人，明显违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必须接受法律制裁，自
然也无资格成为“治港者”。

号称研发、采购新冠肺炎疫苗“双轨并
行”“超前部署”的民进党当局，迄今未能购
得一剂疫苗，让台湾民众非常郁闷。台当局
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在屡屡吹嘘“买到疫
苗”又连遭打脸后，再次把黑锅甩向了大
陆。民进党当局“仇中”思维作祟，一再诋
毁大陆疫苗，胁肩谄笑求乞于外，等发现后
门偏门走不通，恼羞成怒反来怪大陆。怎么
评价这种行径？一言以蔽之：“做人不能太民
进党了！”

陈时中关于疫苗的说法几乎每周一变，
情节曲折犹似写小说。一开始说能买到 3000
万剂，很快变成1000万剂，再到450万剂；施
打时间则从“今年一季度开打”“已经付定金
了”改成“3月至6月能打上就放鞭炮了”，再
变成“或许要等到第四季度”；借口也是花样
百出，“大国超量购买”“世界卫生组织不给
力 ”“ 疫 苗 反 正 也 没 有 用 ， 我 okay 你 先
打”……牛年春节期间，陈时中又喜滋滋宣
称，已向德国 BNT 公司订购 500 万剂疫苗，
但没过几天就灰头土脸承认“生变”。

“生变”原因是什么？陈时中语焉不详：
“有政治外力介入”“有人不希望台湾太高
兴”。结合他提到BNT将大中华地区代理权独
家授权给大陆的上海复星医药公司，再结合
民进党“诸事不顺怪大陆”的惯用套路，所
有人都听得明白，陈时中模棱两可的政治话

术，矛头直指大陆。只是，如果真是大陆介
入，陈时中为什么不讲明白？为什么自承

“有苦难言”？“大陆打压”的悲情牌，不正是
民进党最擅长最喜欢打的吗？如果真有大陆
介入的证据，陈时中们应该是“喜出望外”
才对，怎会“有苦难言”？

陈时中不断搞砸本职工作却向大陆甩锅
的言行，引发岛内群嘲。人们很快发现，原
来陈时中之前是跳过上海复星直接去找德国
BNT 买疫苗，但既然上海复兴是亚太地区独
家代理，怎能跳过去？就算陈时中要省代理
费，商业规则也不允许啊！有岛内媒体人直
批，陈时中“偷鸡摸狗，不循正道想走后
门”，铩羽而归又不检讨自己，反来怪大陆，

“怎么好意思”？
“有人不希望台湾太高兴”，这话充满挑

唆意味，细究起来却十足可笑。岛内舆论指
出，500万剂疫苗就算买到也是杯水车薪，买
到就“太高兴”的人，恐怕只有民进党和陈
时中吧？香港、澳门都有充足疫苗可用，马
来西亚已买到1.1倍于人口数量的疫苗，为何
只有台湾“一苗难求”？

令台湾买不到疫苗的罪魁祸首，当然是
民进党当局。陈时中们能否回答，台湾有关
机构为什么绕过上海复星集团向德国 BNT购
买疫苗？为什么刻意隐瞒上海复星集团参与
疫苗研发的事实？台媒早有报道，台湾有公

司 2020 年下半年就寻求向复星集团洽购这一
疫苗，却被台湾有关方面阻止。这其中又有
什么不可告人的内情？采购疫苗本来是个专
业问题，关键在确认疫苗安全有效，而非只
盯着产地不放。民进党当局却反其道而行
之，不但一再声称“不要大陆疫苗”，连外国
公司研发疫苗有大陆公司参与也刻意隐瞒，
大陆公司做代理就想方设法绕着走，为了

“仇中反中”全然不顾专业，这是在拿台湾民
众的健康权益开玩笑。

大陆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得到世界认
可，唯独民进党当局百般嫌弃，不断造谣抹
黑。陈时中在压力下被迫改口，称若岛内很
多人愿意打，有人推荐，也不排斥大陆疫
苗，但仍指摘大陆疫苗技术性资料不完整，
借口台湾“法律”不许施打大陆疫苗等，不
情不愿的托辞下，“反中”嘴脸仍呼之欲出。

若非两岸关系被民进党破坏到今天这个
地步，台湾根本不会有疫苗问题。眼下，台
湾的疫苗问题其实依然有解，如国台办发言
人所说，“出路明明就摆在那里”。可惜，“反
中”上瘾的民进党当局，恐怕只会一条绝路
走到黑了。

日 月 谈

“这件作品底座斜了，拿去重新加工
下”“这件作品均匀对称，达标”……身高
一米八几的陈峙峰，就是这样每天蜷着
腿、坐在小板凳上、拿着水平卡尺，检查
车间师傅们完工的作品。有时候，这种状
态一持续就是好几个小时。

“没办法，我是所有作品的把关人，必须
保证从我手上出去的东西都是合格的。”面
对工作里经常坐小板凳的这份辛苦，陈峙峰
用球场上的“守门员”来形容自己的责任。

陈峙峰和雕刻的缘分早已有之。他出
生在台湾苗栗，而苗栗的三义就是台湾著
名的木雕之乡。20世纪90年代，陈峙峰的
父母就已在浙江温州永嘉县设立雕刻厂，
从事木制雕刻品的加工。10多年前，陈峙
峰到日本学习雕刻加工业的相关知识，正

式接触手工雕刻。
“因为当时要准备接手家里的生意，所

以自己必须更多了解雕刻工艺和雕刻产品
的商业知识。虽然不需要对雕刻手艺有多
精通，但我还是要求自己多学习、多掌
握。”陈峙峰说，开始学雕刻时，他每天要
花10到12小时划直线，这个简单的动作一
连持续了好几个月。等到直线划得又快又
稳时，他才开始学习雕花、制作底座。

“我们公司主要做宗教类的雕刻产品，
这些雕塑通常有人像的线条和表情，所以
我要增加对人像、人体学的了解，比如雕
塑的身体比例、肌肉、曲线等等，这样才
能让作品更有生命力。”于是，陈峙峰经常
在睡前浏览 《仕女图》 等古画、阅读女装
杂志，提高对作品形态的把握程度。

2008 年，陈峙峰来到永嘉，正式接过
了父母手中的生意。刚接手时，他没想过
自己会在温州扎根那么久，更不会想到自
己和当地台办有密切的联系。“大概 10 年
前的一天，永嘉县台办忽然打电话给我，
说要拜访我。我吓了一跳，心想自己又没
干坏事，为什么被政府部门盯上。”陈峙峰
笑着告诉记者，这些年台办帮自己解决了
很多问题，一开始的疑虑早已化成了内心
数不清的感激。

台胞证过期了，永嘉县台办帮忙找出
入境管理局、调取资料后申请换发，不用
亲自跑腿；孩子生病需要住院，台办帮忙
协调床位；春节期间返台机票贵，台办帮
忙预定了回家的客轮床位……一件件温暖
的小事，都让他和家人铭记在心。

“尤其是几年前，当时我的新厂房刚刚
建好，设备、人员还没转移，但老的铁皮
屋厂房因为消防检查不合格被查封，直接

影响生产情况。得知这一情况后，台办出
面找相关部门协商，最终安监部门答应，
在过渡期内我们主动改进消防设施、停止
在老厂房使用厨房，就可以继续生产。”陈
峙峰说。

谈及在大陆的发展，陈峙峰说，虽然
自己公司的传统业务是做出口贸易，但未
来也考虑在文创方面开发大陆市场。“雕刻
产品除了可以做摆件，也可以和生活结
合，做更多日用产品。比如木质音箱、木
质充电宝，这些有特色、够实用、价位适
中的生活用品，相信会受到内地年轻消费
者的欢迎。”

去年 7 月，温州印发 《全域打造“台
青筑梦家园”暨深化海峡两岸 （温州） 民
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全力建设“创新、服务、就业、文
化、居住”五大新生态，希望通过 3 年努
力，将温州打造成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增长
极、台青筑梦家园、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
中心城市。

陈峙峰表示，从父辈到自己，他们已
经在温州耕耘了近30年。这是一座包容开
放、创业进取、活力无限的城市。在这里
打拼，他不仅能享受各种发展机遇和同等
待遇政策，同时往返台湾也很便利。

“在大陆我度过美好的‘雕刻时光’，
在温州我做大了自己的产业。我的梦想之
花正逐步绽放。”陈峙峰微笑着说。

陈峙峰在雕刻作品。 受访者供图陈峙峰在雕刻作品。 受访者供图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李寒芳） 澳门
特区政府 2 月 19 日表示，为落实 《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完善澳门与内地城
市及高铁轨道的便捷对接，加快交通基础
互联互通，创造便捷舒适的跨境出行环
境，实现澳门轻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
小时生活圈”的目标，特区政府将积极推
动轻轨横琴线的建设。

轻轨横琴线主体建筑由高架桥、河底隧
道及两个车站组成，走线全长约2.2公里，其
中隧道段约 900 米。车站分别位于现时氹仔
线莲花大桥站旁的“HE1站”，以及位于横琴
口岸地库下层的“HE2站”。走线以高架方式
始于“HE1站”，沿莲花大桥方向自高架逐渐
下降，以河底隧道方式穿过十字门水道进入

珠海横琴，最终止于横琴口岸的“HE2站”。
由于工程属珠澳两地跨境建设项目，

特区政府将通过区域合作方式，委托南光
（集团） 有限公司代建，土建工程总投资约
35 亿澳门元，费用包括设计、各类型管线
迁移、地基改良、河底隧道盾构施工、高
架桥以及两个车站等土建工程。此外，行
车物料及系统的判给程序亦将接续展开，
项目争取4年内建成并试营运。

为善用莲花口岸原址土地，特区政府
将通过整体规划，配合轻轨车站的建设，
加强轻轨及公交的接驳换乘，并以土地复
合开发及集约利用为原则，提升土地用途
多元性，构建集交通换乘、门户特色等的
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物。

澳门轻轨横琴线即将动工

香港疫情近来放缓，香港迪士尼乐园 2 月 19 日重开，不少市民入场享受亲子欢乐时光。图为开园后，市民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和卡通人
偶合影。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樱花园近 2000 亩樱花近日迎春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拍
照。该园种植台湾山樱花等10余个品种3万余株，预计花期将持续至3月底。

欧阳常海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