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温州电 （吴明） !"#$ 中国 （温州） 国际轻
工产品暨时尚消费博览会、!%&$（温州）台湾名品展
览会近日在浙江温州落幕。十几个国家及港台地区的
$%%余家企业参展。

展会由浙江省商务厅、温州市政府主办，分别推
出世界时尚消费品馆、全球顶级葡萄酒品鉴馆、（香
港） 亚洲时尚馆以及台湾名品馆。亚洲时尚馆以韩
国、香港时尚品牌、时尚专业服务机构为主；台湾名
品馆则展示了台湾服饰、电子产品、时尚珠宝、家
居、礼品及美食、水果等产品，展览期间吸引了数万
人驻足参观。

本报香港 !月 "#日电 （记者尹世昌）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今天就斯诺登事件发表声明
称，在斯诺登先生一事上，当相关机制启动后，特区
政府将按香港的法律和既定程序处理。

梁振英同时强调，特区政府会跟进任何香港机构
或香港人的隐私或其他权利被侵犯的事件。

儿 童 的 非 常 生 活

本报电（邰海）以“聚焦亲情·共圆梦想”为主议题的第五届海峡论坛大会，'

月 &'日在厦门举行，两岸 &(%%多名嘉宾出席，其中台湾嘉宾约 #%%%人。而跨海
前来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的台胞近万人，台湾 !!个县（市）都组团参加，其中有 #)

位县（市）长等率团出席。
本届海峡论坛着力创新提升，在活动设计和项目安排上呈现四个鲜明特点：
一是主办单位更多。本届海峡论坛由两岸 (!家单位共同主办（大陆与台湾各

$'家），是目前海峡论坛举办以来主办单位最多的一次。
其二，基层色彩更浓。活动安排主要围绕“三大群体”（职工、青年、妇女）、

“四大纽带”（姓氏宗亲、同乡社团、民间信仰、大陆配偶）、“五大领域” （文
化、教育、医疗、法律、工商）和“六大基层组织”（农、渔、水利、乡镇村里、
社区协会、公益慈善）等，设计了特色明显、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

第三，交流领域更宽。新增了“两岸城镇化建设论坛”、“海峡金融论坛”、闽
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和闽台“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周等 * 项活动，首次将
“世界闽南文化节”和“两岸公益论坛”、“海峡两岸关爱自然志愿服务论坛”纳入
海峡论坛。

第四，活动内容更实。“海峡职工论坛”开展两岸职工技能展示；“两岸城镇
化建设论坛”探讨建设两岸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文明的美丽城镇乡村；“台湾
特色庙会”在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同时举办，并安排台湾小吃与名优特产品展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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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决定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本院
第 四 审 判 庭 拍 卖 菲 象 公 司 （, -.-/0123

456/5613752） 所 属 的 利 比 里 亚 籍 “ ,

-.-/0123”轮。
船舶概况如下：“, -.-/0123”轮，建造时

间为 &8*8年，建造国家为韩国，船舶为散货船，船
舶总长 $!!9%%米，型宽 )'9%%米，型深 !89)% 米，总
吨 #+($(+，主机马力 #*!'8:;。

凡愿参加竞买者，可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前，向该轮拍卖委员会提交申请， （该委员
会所在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 *%# 号宁波海事法
院，联系人胡瑛，联系电话 %)(+<*(***('!），并提
交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

该轮的展示时间截止到 !%&$年 '月 &(日止，经
准许，可登轮察看船舶现状。

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法院

公 告
（!%&!）甬海法商初字第 !+)号

近万台胞赴海峡论坛
“四个更加”特点鲜明

'月 &)日，第五届海峡论坛·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青

年代表以“中国梦 中华情”为主题展开交流。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香港“
双非”

上学之路漫长 压力大于常人

" 王雅馨

清晨 ) 时，上班族好梦正酣，住在深圳
罗湖的王太已经起床为女儿恩恩准备早饭和
便当。'时 $%分，她们吃过早饭后坐第一班
地铁去香港上学。

舟车劳顿只为上学

恩恩并非特例。根据香港教育局的资料，
目前，每天从深圳跨境到香港上学的中小学
和幼稚园的学生逾 &9'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
“双非”儿童（父母均不是香港人，但小孩在
香港出生）。

为了去香港上学，他们每天早上起床要
比在深圳本地上学的学生早得多，每天往返
花 ! 至 + 小时。为方便他们，深港两地近年
开通了“学童专用通道”和“学生专用候检
区域”，一些“双非”儿童较多的小学和幼稚
园，还安排了保姆车接送，可是对小小的学
童来说，跨境上学仍是不小的挑战。

跨境学童早于上世纪 8%年代已有，由于
当时部分港人在内地工作、生活，他们的子
女要每天跨境上学。过去这个情况并不普遍，
但自 !%%' 年起，内地孕妇赴港产子人数急
升。过去 &% 年，共有 &( 万“双非”儿童出
生，部分选择来港读书，使得跨境学童数量
不断上升，从 &88(年前的 )%%人增加到 !%&!

年的 &9'万余人，&)年来增加 $%余倍。

文化差异难以适应

“双非”家长把孩子送到香港读书，主要
是看好这里的教育，可没想到的是，孩子很
难适应两地的文化差异而融入香港。
“双非”家长黄爸爸说，因为孩子在香港

学习繁体字，讲的是粤语，回到深圳与小区
朋友沟通时并不顺畅，也经常写错字。赵妈
妈也表示，孩子对深港两地的归属感都相对
弱，“在香港，他会觉得自己是外地人，跟
班里的其他同学有距离；回到深圳又被大家
叫做港仔，却说不了几句标准的粤语，这些
时常让他们感觉无所适从。”
“双非”儿童在香港出生，只有居港权，

没有深圳户籍，在深圳只能上民办学校或学
费高昂的国际学校。有些家长想为孩子办内
地户籍，做回内地人，却发现由于内地相关
法律规定，居港权和内地户口不可兼得，要
入内地户籍必须先放弃居港权，结果“双非”
家长都面对接受跨境教育还是内地高昂学费
的两难处境。

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
张小梨认为，客观说，香港民众文化素养较
高，出现排外的情况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
但毕竟地区差异存在，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
有区别，孩子反复在两种社会环境中学习生

活，很难找到平衡点，自我塑造的结果并不理
想，这样的童年你能说它是无忧无虑吗？

融入香港有待时日

香港政府宣布，今年开始公私立医院停
收“双非”孕妇，同时提高非本地孕妇产子的
收费，把医疗资源留给本地人。但预计大量“双
非”学童来港读书的情况还将持续数年。

香港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发表的 《!%&!
年进度报告书》 中，提倡以接纳的态度对待
计划回港读书的“双非”儿童，以期他们日
后成为香港有用的人力资源。

香港资深评论员朱家健认为，从读书开
始，“双非”儿童就开始承受着大于常人的
压力，也更好地磨练了他们的自立能力，目
前的困难应该是暂时的。如果香港政府有所
识，有所为，关注这个群体，以政策为导向，
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帮助他们尽快融入香港，
那么，“双非”家庭也可以先苦后甜。

压题照片：)月 $& 日，在香港上水惠州

公立学校，一名一年级小学生在吃午饭。上

水惠州公立学校共有学生 &%)% 人，其中像

“双非”儿童那样的跨境学生占了 $)=。他们

需要比一般孩子更早地独立打理自己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 赵宇思摄

港台重视“尊父”

'月 &'日，香港又迎来了父亲节。香港以每年 '

月的第 $个星期日作为父亲节。而台湾地区的“父亲
节”却是 *月 *日，这是为什么呢？

台湾父亲节的起源，可以追溯 &8+) 年抗战胜利
后。为了感念为国捐躯的爸爸们，当时上海人士发起
庆祝父亲节的活动，后社会各界联署建议以“爸爸”
谐音的 *月 *日为全国性的父亲节。后来随着历史的
迁延，台湾成为全球独一无二选择这天为父亲节的地
区。

随着网络的发达和商业化的推动，庆祝父亲节的
气氛如今又热烈起来。香港从每年 '月中旬开始，商
家争相推出相关促销活动；而台湾在每年 ( 月底、*

月初，民众纷纷买礼物、包红包、聚餐来孝敬爸爸。
今年香港父亲节到来之际，育有 $名子女的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电台节目上，与听众分享和子
女的相处之道，他认为父母的教育对子女影响甚大，
呼吁亲子间加强沟通、减少隔阂。

台湾地区领导人自然也不会放过父亲节这种与民
众交流，展现亲和力的机会。去年 *月 (日马英九夫
妇就以电子贺卡形式，向全台湾父亲献上祝福。电子
贺卡是以水彩画风格，呈现儿时对父亲的印象及父亲
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再描绘长大成人后对父亲感
恩、报恩的心情。

此外，台湾地区庆祝父亲节每年都要做的，就是
各行政机关公开表扬热心公益、牺牲奉献、对社会具
有示范作用事迹的“模范父亲”。 不少地方会组织各
种亲子活动，让父亲们在这天好好和孩子们互动，享
受两代人间的天伦之乐。

有快乐有烦恼

细论起来，做父亲的自然有快乐也有烦恼。港台
的爸爸们对此都感触颇深。

香港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港爸生活压力沉重，
平日难以笑对家庭生活。有接近四成儿童表示，每日
与父亲的谈话时间不足 $%分钟，长远而言可能会影
响亲子之间的关系发展。

高达 *&=受访的港爸表示，曾因压力巨大而失
眠。有香港社会慈善组织曾发表调查，指他们的压力
来源主要是子女学业、子女健康及生活经济状况。该
组织举例说，以前小朋友只要有公仔玩具便满足了，
但现在却想要平板电脑。
“(%后”港爸张先生表示，一双儿女的教育抚养

问题是让他最操心的，因为这不单是金钱方面的压
力，更多的是为人父的担心和牵挂。有专家分析，经
历数次金融风暴后，香港人需要面对更多的经济压力
和就业困难，不少香港男士更要面对中年危机的困
惑、家庭角色的转变。此外>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各
项开支大增，除了不胜负荷外，港爸还要面对教育前
景和子女的出路安排，因此不少人感到彷徨。

对此梁振英说，很多父亲十分疼惜子女，但生活繁
忙，少了亲子时间，主张政府推动家庭友善政策，让在职
父母可以有更多时间与子女相处，尤其现时很多母亲都
是职业女性，担子很重，父母双方都需要分担家庭工作。

无独有偶，根据台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岛内身
为父亲的上班族压力大，近八成觉得钱赚得太少，两成
三感觉工作压力大，仅 +=认为自己没什么压力。有报
道分析，台湾近年来人口出生率很低，显示存在父亲短
缺危机，有资格过“父亲节”者，人数逐年减少。

港台父亲节 风味有异同

如今爸爸当得有点累
本报特约记者 王大可

'月 &)日，香港一家商场举办活动，提前一天庆祝父亲节。图

为亲子活动中子女在爸爸脸上涂满彩绘，传递温馨时刻。谭达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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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 ! 月 "#

日电 （记者刘旸、郭圻）
在 !"日晚举办的第五届海
峡论坛·海峡影视季颁奖典
礼上， 《画皮!》 和 《甄
嬛传》 分别获得最受台湾
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和电
视剧两大奖项。大陆导演、
演员张国立等人获得“两
岸影视交流贡献奖”。

颁奖典礼上， 《赛德
克·巴莱》 和《我可能不会
爱你》 分别获得了最受大
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和
电视剧奖。 《痞子英雄之
全面开战》 获得最受两岸
观众欢迎的合拍影片奖。

此次海峡影视季还同
期举办《光辉岁月》、《大明
劫》、《枕边有张脸》三部影
片的新片发布会。台湾电影
《逆光飞翔》、《亲爱的奶
奶》、《逗阵》 将在福建各
大影院展映，福建省拍摄
的电视纪录片也将在台湾
有关电视频道播出。

本报北京电（记者李炜
娜） 《黄埔》 杂志创刊 !)

周年座谈会 ' 月 &+ 日在北
京举行。与会人士表示，!)

年来， 《黄埔》 杂志践行
“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
统一尽力”的办刊宗旨，在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
了特殊作用。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
上元说，目前《黄埔》杂志
每期向台湾岛内和海外赠阅
)%%% 余份，涉及到台港澳
海外每一个能联系到的黄埔
组织，受到读者广泛好评。

!#$$ 年，黄埔杂志社
在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
等领导人的关心下成立。近
年，《黄埔》杂志加强与网
络媒体合作，完善了数字化
版本。

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
有关部门负责人，黄埔亲属
代表及相关专家学者等参加
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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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

按照香港法律和既定
程序处理斯诺登事件

温州推出台湾名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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