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香港电（记者李永宁）香港女多男少的现象日趋
严重。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数字显示，扣除外籍家庭
佣工，香港 !"#!年的性别比例是每 $%""名女性对 &'(名
男性，而该比例前年是 #%%%比 &'&。

统计处近日发表“!%#! 年香港人口概况”表示，香
港 !%#!年男性总人数比女性少，整体性别比例为每 #%%%

名女性对应 )*$名男性，撇除外籍家庭佣工后，性别比例
是每 $"""名女性对应 &'(名男性。

本报电 （姚文金）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将于今年 $$

月初在广东汕头市潮阳区举行成立大会。日前筹委会在汕
头召开预备会，来自海外、港台及内地 !" 多个省市的
$'"多名姚氏宗亲代表与会。包括新加坡侨领姚志腾、新
加坡原内阁部长姚照东等。

据介绍，姚姓始祖是古代“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姚
重华。姚姓人口在中国大陆约有 +!"万人。成立联谊会旨
在寻根认祖，加强与各地宗亲联系，倡导互相帮助。

本报香港 !月 "#日电 （记者李永宁） 香港特
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今天表示，美国公民斯诺登
, 月 !' 日是作为正常的旅客，用正常的途径离开
香港，香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阻止或限制他离港。

梁振英表示，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都期望和
要求特区政府根据香港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制定
的基本法律和香港其他本地立法的法律，用香港的程
序坚守法治精神。梁振英重申，香港入境处至今没有
接获美国政府的通知，指斯诺登的护照已被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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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第七届黄埔论坛在四川举行之机，
海峡两岸的黄埔人及其亲属 $!" 余人近日
齐聚成都。跟寻常的论坛不同，每一次的
黄埔论坛，更像一次同学会、亲友会和联
谊会。主题发言时，每一位的开场白，都
是“各位学长、各位同学”；参访途中，见
得最多的是两岸黄埔人相约拍照留念或是
老友般的家长里短。黄埔论坛不仅亲情洋
溢，而且立意高远。

客观呈现抗战史

,月 $*日，成都建川博物馆内的中国
抗日壮士群雕广场上，与会人士向英烈敬
献鲜花、默哀致意。这里的人物，不分党
派和地域。在这里，不少黄埔后人找到了
自己父辈的雕像。林爽爽，程子华将军之
女；戴澄东，戴安澜将军之子；陈知进，陈赓
将军之女……伫立在父辈的雕像前，他们感
慨万千。徐小岩在父亲徐向前元帅的雕像前
接受记者采访。他说：“黄埔将士浴血奋战的
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
的历史，缅怀历史、缅怀抗战英雄，两岸同胞
要共同从中汲取精神和动力。”

!"" 多尊雕像，站在各自战斗过的区
域，组成一幅中国地图。蒋介石、宋美龄站在
重庆，李友邦站在台湾。李友邦将军，黄埔二

期生，是抗战时期台湾第一位返
回大陆组织抗战

的著名爱国将领。“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每一位为抗战出过力的中国人，不管是将
军，还是士兵。”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
博物馆还有老兵手印广场，陈列着 +"""多
位抗日老兵的手印，他们来自海峡两岸。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抗日战争，大

陆愿意客观地呈现那段历史，非常不容易”，
台湾退役上将、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文燮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用 *年时间编写了
《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一书，也正是为了更全
面呈现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的历史。

共同记忆两岸要珍惜

王文燮说，“例如长城，有多少人知
道抗战期间那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共同
抗日不仅是两岸黄埔人的共同记忆，也是
两岸增进认同的宝贵财富。”

建川博物馆里，不少抗战文物是当事人
或后代捐赠的。卫智指着一支钢笔对记者
说：“这是我祖父卫立煌将军 $&'*年从香港
带回来送给将级军官的。”记者又看到戴安
澜将军抗战时期的专用信纸，询问戴澄东，
他点点头，“把这个捐赠出来，希望可以帮助
后人更多了解那段历史。”徐小岩捐出了徐
向前元帅曾经的座椅。这次，林爽爽、陈知进
也分别向博物馆捐赠了新近整理出版、记录
父辈和那段历史的书。

王文燮也带来了《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和 $&+(年日本降书复制精装版。樊建川介

绍，博物馆里有不少来自台湾同胞
的捐赠。连战、蒋纬

国 、

蒋孝严的都有。
在郝伯村的一张
老照片前，樊建
川讲了一段故
事：郝参加过抗
日战争，也曾随
远征军赴缅作战，这张照片是郝先生 $&+!

年拍的。“到台湾拜会，我就提出希望郝先生
可以给我一些他在抗战时期的资料物品，郝
先生想了又想说，留下几张照片，都让我带
走。”

不难看出，两岸黄埔人都对还原那段
历史有义不容辞的担当。“那是因为历史
中有认同，要让两岸更多的人，特别是年
轻人了解那段历史。而对历史的认同是对
现实认同的基础，如何寻找未来两岸关系
的正能量？增进深层次的认同是关键。这
也是黄埔精神的当下历史责任。”欧阳维，
《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之孙，其父是
黄埔十六期生、黄埔同学会原副会长田申。

用智慧破解政治难题

论坛期间，谈到黄埔精神的历史责任
时，大家说得最多的是“中国梦”、“互
信”、“认同”。

台湾退役上校、资深媒体人赵立年对
记者说，他是山东人，还有一个叔叔留在
山东，现在过年过节还都会打电话问候。
不但他自己，就连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弟妹
都能讲地道的山东话，两岸的血脉相连、
文化相通就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都江堰
直到现在还在造福千万民众，中国人

的智慧不容置疑，可是，
也 只

有在安定和谐的环境中，才可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和智慧。未来两岸关
系的发展，进一步建立互信、降低战争风
险才是两岸最大的福祉。”

台湾退役少将李启明表示，两岸关系
和平永续发展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也
是黄埔同学的历史责任。“两岸之所以还
未签署和平协议，是因为彼此还没有足够
的互信，希望两岸从此可以用和平的理念
来交流，用智慧破解政治难题。”

不少台湾退役将领都建议从建立军事互
信着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可以减少
因误判、误解引起的擦枪走火。这方面的工作
应尽快开展。”台湾退役中将傅应川说。

与会的欧阳维指出，增强互信，要寻
找历史层面的认同，也要加强共同利益的
研究探索。“比方说，两岸在东海、南海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的诉求基本相
同，捍卫民族利益也是两岸同胞
的共同责任，两岸可以在维
护海洋权益、开发海
洋资源等方面加
强 互 助 合
作。”

本报电 今年 + 月金价跌穿每盎司 $+"" 美
元后，触发“内地大妈”到香港抢金潮，之后金
价一跌再跌，近日更曾跌穿 $'"" 美元，但未见
内地旅客到香港大手笔买金。

据香港《明报》报道，位于铜锣湾的一家周
生生金店的店员表示，今年“五一”假期是抢金
潮最高峰，虽然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但疯抢黄金
的现象不再。店员称近期饰金生意稳定，内地游
客订购最多的是龙凤镯，用于婚庆等场合的送
礼，基本属于刚性需求，没有因为金价下跌而波
动。

港人凌小姐表示，如果是希望趁短期金价波
动投机赚钱的人，更多会考虑纸黄金等方

式，饰金的投资利润太低。+ 月份金价
开始大跌，她曾考虑购入一些黄

金作投资。但现在金价继续
下跌，预期这种趋势

会继续，所以她
在观望。

两岸黄埔军人及其亲属聚会成都，寻访抗战史迹，
共话“中国梦”。台湾退役将领建议———

香港无法律根据

阻止斯诺登离港

梁振英表示

建立军事互信 避免擦枪走火
本报记者 李炜娜 文-图

王文燮 （左） 和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

在抗日烈士群像前合影。

马英九选党主席 为何这么力拼
本报特约记者 王大可

权力布局岂敢掉轻心

避免“跛脚”不得不“奋蹄”

!

台湾在线

即将于 *月 !%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一共
只有两位参选人———现任主席马英九和中常委谢坤宏。
马英九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杨伟中表示，马英九暂订 ,月
底启动连任竞选行程，利用周末下乡向党员恳托支持；马
英九已向国民党党中央请假 #个月，由副主席林丰正代
为主持中常会。有分析认为，年仅 +%岁的谢坤宏参选只
是“小虾米”，无论如何斗不过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大鲸
鱼”。在蓝营“天王不出”的情况下，马英九应可轻骑过关。
既然如此，马英九为何还不敢轻视，全程力拼？

看点一

剑指得票率，不能太难看

或许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施政不尽理想，马英

九得票数可能不太好看。据《中国时报》报道，马英九
,月 !%日完成国民党主席参选登记时，缴交的 ).!万余
份联署书比 +年前少了约 !万份。以国民党组织网络之
严密，号称百万党员，要达到 #%万以上党员联署，并
不是困难的事。+年前为马竞选参加联署的党员，就有
将近 #+万人。这就令人产生疑问，为何联署缩水？在
* 月 !% 日投票之时，会否像马英九所希望的那样，得
票率达到 &)/以上？

有岛内观察家认为，虽然难以撼动马英九的党主席
之位，谢坤宏可能会拉走部分学生党员和年轻党员的选
票。因为当下岛内有不少青年毕业即失业，即使找到工
作，起薪点可能还低于陈水扁当政之时。也许马英九也
看到了这个危机，因而进行参选登记时，除了王金平、
郝龙斌陪同外，还刻意安排几位年轻党员（左图）。

看点二

牢握党机器，避免提前“跛脚”

有人好奇地发问，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不高，为何
还要连任党主席，而且态度坚决，非要连任不可？关键
也就在这里。越是民意支持度低迷，马英九就越要坚持
“党政合一”。否则在未来 '年只是担任台当局领导人，
可能会变成“光杆司令”，更难掌握国民党，尤其是国
民党“立法院”党团。

有分析指出，马英九之所以如此紧张全力拼任国民
党主席选举，除了表面上的“以党辅政、党政密合”理由之
外，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的权力不会提前“跛脚”。

其中，政绩低迷导致其威信直落，因而必须更要紧
紧地掌握党机器；而他的亲信林益世、赖素如涉贪，使
其“清廉牌”蒙尘信任度下跌；另外，一批在党内有实
力的人士未能得到重用，或会寻求机会突破困境。这一
切使得马英九感受到威胁，担心如果不再兼任党主席，
会提前成为“跛脚马”。

看点三

确保“党辅政”，布局卡位战

实际上，即使是在 (年前，马英九刚高票当选台当局
领导人，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没给
马英九好颜色看，致使他提名的“监察委员”名单无法获
得通过。就“以党辅政”来说，党政磨合本身就是一个艰巨
的任务。这也是让马不得不“奋蹄”的原因。

马连任党主席，或许会在对国民党籍“立委”的沟
通上多下工夫，毕竟能多“尊重”这些有政治实力的
“大咖”，党团战力才会提升，政绩才能突显，才能落实
马不断宣示的“党政同步”、“以党辅政”的效果。

此外，随着 !%$, 年“大选”临近，国民党政绩却
无法有效彰显，如何处理接班卡位，让马英九非常头
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发力连任党主席，接班梯队
或有人会觊觎党机器，各自努力争取出线，反而可能导
致蓝营产生混战。当内部斗争加剧，谋求连续当政的风
险随之提高。这是追求历史定位的马英九绝对不想看到
的。马保住党主席之职，就是要确保稳定，这可让他在
接班梯队的提名中拥有足够的发言分量。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晚报》

“内地大妈”到香港
抢 金 潮 不 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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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据台湾“中央
社”报道，近年来

不少大陆交换学生赴台就
读，多数积极认真，甚至引发
台湾媒体关于“大陆青年竞争力
强”的讨论。

文化大学研究生季超表示，
赴台陆生很用功，因为我们大都
带着期待来台湾，希望珍惜机会
能有所收获。大多数上课认真，
积极参加活动，认真写报告，与
部分台湾学生形成对比。

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季超
说：“来台研习的陆生，都是个
人有意愿到台湾，且需要得到家
庭的支持，同时大陆方面的学校
要经过一个甄选的过程，让优秀
的学生赴台。”

台湾部分人士担心，大陆年
轻人的竞争力胜过台湾年轻人。
对此季超认为，这样的危机并非
空穴来风，台湾一定有勤奋刻苦
的学生，但有些台湾学生让人有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值
得反思。

他说，台湾的同学同样拥有
相当的竞争力，与优秀的台湾学
生相比，他自己还需要加倍

努力。

由台湾顽石创意公司与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共同主办的

“圆明园特展”日前在台北预展，预展现场首度在岛内公

开展出了“奥尔默的圆明园西洋楼玻璃底片”、“铜胎掐

丝珐琅麒麟”和“乾隆御用镀金镶珍珠宝石西洋怀表”等

珍品。图为台湾收藏家徐宗懋展示 $)*' 年拍摄的圆明园

影像玻璃底片。这是至今确认最早的圆明园历史影像，影

像中圆明园西洋楼的主体建筑仍清晰可见。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圆明园珍品

惊现台北

世界姚氏宗亲
联谊会将举行

男女人口比例 $%&比 '(((

香港女多男少失衡加重

,月 !! 日，众

多香港市民携子女

到 时 代 广 场 参 观

《怪兽大学》 乐园，

乐园内根据迪斯尼暑

假电影 《怪兽大学》

布设，有 $&个大型公

仔，包括为人熟悉的

毛毛、大眼仔和变色

龙等形象。

洪少葵摄
（中新社发）

由澳门体育发展局主办的“!%$' 亲

子运动日”, 月 !' 日在塔石体育馆举

办。活动中三代同堂一起上阵、互相

合作，进行各种康体竞技活动，

场面亲情洋溢，温馨热闹。

龙土有摄
（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