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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要发动民众上街，诉诸民
粹通常比呼吁稳定有效。但香港近日
的政局证明，“沉默的大多数”关键
时刻也会发声。截至8月3日晚，香港

“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已经收集到
逾 109万个签名，其中约有 107万个手
写签名，远超“占中公投”号称的 79
万票 （多数为电子票）。

“占中”民意基础其实很薄弱

由香港逾千个工商、劳工、专业和
政治团体联署组成的“保普选、反占中
大联盟”，7月19日在香港街头展开持续
一个月的签名运动，签名总数很快超过
109万个。

“反占中”活动发起人周融说，签名
行动的目的不是和“占中”势力在数字上
较劲，而是要让香港沉默的大多数有平台
发声。

让香港陷入纷扰的“占中”活动是一
场政治闹剧。香港正在进行特首普选方案
咨询，“占中”发起人宣称，特首提名须采
用“公民提名”，若中央不予采纳，他们就
将占领和瘫痪香港金融中心中环。实际上，
普选特首人选由提名委员会推举，是1990年
公布的香港《基本法》早已规定好的，法律
不可能因为某些人反对就失效，在这点上纠
缠，可谓“纯属捣乱”。

受到香港反对派政党和外国势力支持的
“占中”者，6月底发起了“占中公投”，凭借
漏洞百出的电子投票系统，最后宣称得到了
79万票。现在，“反占中”签名给了他们一记
响亮的耳光。

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当激进派诉诸民众
时，保守派总是处于守势，世界各地莫不如
此。109万个签名已经说明，激进反对派的民意
基础是薄弱的。

反“占中”，师兄师弟齐出马

多名香港官员也在“反占中”活动中签名。
对此，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反对大规模犯法
是官员应有态度”。

领导“政改咨询专责小组”的特区政府政务
司司长林郑月娥，上周约谈“占中”行动的 3 位
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后者在谈话中
并不否认“占中”的违法性质。

香港有通畅的言论渠道，“占中”者或“反对

派”完全可以通过议员、政府官员等渠道直接反映
意见，却执意要用“公民抗命”的违法方式，不能
不引人质疑。

8 月 3 日，自由党和的士小巴业界在铜锣湾举
行活动，呼吁市民支持“反占中”，不要让“占
中”打烂港人饭碗。自由党党魁田北俊表示，经济
稳定才能使得民主发展，不能本末倒置，用破坏经
济的方式来诉诸普选。的士小巴业界人士表示，

“占中”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业界必须对该种严
重损害民生的行动表达不满。

更多的团体、知名人士站出来反“占中”，
其情形就像港产片说的“师兄师弟齐出马”。上
周，包括香港总商会、中华总商会、中华厂商联
合会、工业总会和地产建设商会的五大商会联合
举行记者会，呼吁全港市民反对“占中”。中华
总商会会长杨钊表示，市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
太冲动，必须依法办事，而且香港有很多渠道表
达意见。“占中”不但无助各方沟通，更对香港
经济、营商环境以至社会民生带来很多负面影
响。

香港研究协会7月底公布的调查显示，香港近
七成成年市民不支持“占领中环”行动，对比过往
同类调查，这一比率呈上升趋势。

李敖评点，香港人“变笨”？

香港媒体在铜锣湾闹市采访市民，让他们谈对
“占中”的看法。港人张先生说，全家族都签名反
“占中”。因为只要“占中”，商铺一定没生意，没

生意首先就要解雇工人。他对学民思潮的学
生感到很惋惜，“任何事以激进的方式都不
会有好结果”。他又直指一些政客将自己美
化为民主斗士，“如果她真是民主斗士，当
初港英统治时期就应该辞职。”

家庭主妇徐小姐说，“占中”不是一种沟
通方式，而是一种对抗方式，会影响沟通效
果。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中央不可能不为香
港的利益着想，议员应该更关注民生问题，
学生则应该专注学业。

从事文职的欧先生说，早前已经出现议会
被冲击的暴力事件了，“占中”很难保证不出
现类似的情况。现在学生动辄要以暴力的方式
而不是通过区议员、议员或者政府与中央沟
通。他表示支持“一人一票选特首”，但现在不
应该争论要不要“公民提名”，而是应该讨论如
何在提委会的制度下，进一步扩大提委会人
数，以此推动民主化进度。

台湾知名作家李敖日前在港出席儿子李戡
的新书发布会时，直言“一次占中，香港的繁荣
马上就下来”，而香港将由此走上台湾的“假民
主”之路。他说，港英时代香港人并没有向英国
人争取民主，因为民主本来就是“空”的，而今
天的香港人“变笨了”。

109万个签名以及以上的市民心声表明，香港
人并没有“变笨”。持“笨主张”的“反对派”们
也不笨，因为他们不在乎香港繁荣，关心的只是
个人政治利益；而主流香港市民，正为捍卫香港
利益而发出理性声音。

市民团体纷纷发声 签名已达109万

反“占中” 香港主流出动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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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本报台北8月4日电（记者吴亚明、陈晓星） 云南鲁甸3日
发生6.5级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台湾红十字组织负责人王
清峰第一时间向大陆红十字组织表达关切，并拨出人民币50万
元，供云南红十字组织紧急应变之用。

据悉，台湾红十字组织5日将派遣人员前往云南灾区，评
估重建需求及当地采购毛毯、睡袋等赈济物资的可行性。

地震发生后，海基会立即透过两会紧急联系管道，致电
海协会，表达关切与慰问之意。

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桂宏诚4日代表中国国民党
中央，转达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对云南鲁甸地震罹难者家
属的哀悼以及对灾区民众的慰问。桂宏诚表示，国民党也将
联系大陆台商协助赈灾，希望灾区民众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据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香港红十字会国际及赈灾服务部四
川办事处主管林传萍 4日表示，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地震发生的
当天下午，香港红十字会捐出 1000个赈灾“家庭包”，由云南红
十字会运往昭通灾区。另外，该会4日决定向灾区捐款39万元人
民币，支持赈灾工作。

林传萍表示，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香港红十字会在内地
10 个灾难多发省市和地区存放有赈灾“家庭包”，里面包含衣
物、毛巾、蚊帐、食品和卫生用品等物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4日代表特区政府和市民，向云南
省昭通市鲁甸县地震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并对他们的家属及其
他受灾同胞致以深切慰问。

据新华社澳门 8月 4日电 云南鲁甸地震灾情传到澳门
后，很多市民纷纷致电当地红十字会，希望为灾区人民尽一份
力。澳门红十字会4日紧急拨出30万元人民币，汇至云南省红
十字会以协助当地紧急救灾。地震当晚，澳门红十字会马上调
拨存放于四川省南充市的500个总值15万元人民币的“救灾应
急家庭包”，连夜送往灾区。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4日致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特
区政府向地震中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
者及受灾群众致以诚挚的慰问，并提出澳门特区将尽最大努
力协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

本报电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
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近日在
河南安阳为海峡两岸的学生举办了
一场“甲骨文——中华文化的瑰
宝”讲座。作为汉字学界专家，对
于近年来两岸的繁简字之争，黄德
宽认为，书同文是必然趋势，目前
不要争论，要二元并存。

据报道，黄德宽说，目前海峡
两岸交流非常密切，繁简字虽然形

式上有所差异，但毕竟同属汉字系
统，共同性大于差异性，了解差
异，理性对待差异，就不会有太大
的问题。

他举例说，在汉字的发展史
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是两种书体
并存，比如秦文字，就是篆书、隶
书同时存在。而汉字的发展，也是
在简与繁之间摆动，笔画繁易于辨
认，笔画简易于书写，书写快是效

率，易于辨识也是效率。
黄德宽认为，繁简分歧

不影响两岸文化交流。繁体
字本来就是简化字的前身，

对大陆来说，二者很容易联系起
来；对台湾来说，简化字的出现有
一些人为因素，但也是汉字自然发
展的结果，如果正确对待，也是能
接受的。

黄德宽表示，在信息化大背景
下，技术手段上繁简转换已经比较
容易处理了，需要的是大家互相认
可认同。繁简字和而不同，最后走
向大同。

自两岸恢复民间交流以
来，通婚日渐频繁。统计显

示，两岸现有 35 万多对法定夫
妻，并正以每年约 1.2 万对的速度增

长。他们当中，既有富商佳人也有普通
大众。从相知相恋到相依相守，跨越海峡

的婚恋“长跑”充满温馨亦不乏艰辛。
8 月 1 日至 4 日在浙江奉化举办的第三届两

岸婚姻家庭论坛上，两岸夫妻代表们畅叙婚姻生
活里的点滴趣事，分享幸福家庭的“经营之道”。

“台湾媳妇”林茗歆——

爱要勇气 婚姻要包容

靓丽时尚的新竹客家女孩林茗歆在浙江温州掌管一
家亲子教育公司，她的夫婿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爷
们。回忆起当年冲破家族阻力嫁到大陆，林茗歆感慨地
说：“爱是需要勇气的。”如今，家里 4 个兄弟姐妹都嫁
娶了大陆人，已然成为两岸婚姻的典范之家。

生活中文化差异处处都在，南北方风俗习惯也不尽
相同，尤其过年总是要“运用智慧”尽力妥善安排。林
茗歆直言，婚姻需要怀抱包容的心，夫妻俩互相扶
持，多些体谅，才能长久地走下去。

当下两岸不少年轻人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组成家
庭，尽管面临诸多不易，仍然勇敢携手前行。林茗
歆说：“我期待自己可以成为好的个案，为两岸婚

姻的同行者们带来更多正能量。”

“大陆新娘”徐慧——

全身心融入夫家生活

从江西九江嫁到台湾高
雄，成婚 9 年，儿女成双……

徐慧说，两岸婚姻的美满
秘诀无他，唯有敞

开 心 怀 ， 融 入 夫 家 。
“先生好不算好，公婆哥嫂对
你好，那才叫好。”朴素的话语背
后是徐慧坚持换位思考、不吝奉献与
付出的长久努力。

“其实我也有被琐事烦恼的时候。”徐
慧说，比如公婆喂孩子吃水果时常常自己咬
一口、孩子咬一口，“但我总是告诫自己，同住
一个屋檐下，不要对老人妄加评论。只需看到他
们是疼爱孩子的，就可以啦！”这种处理“小事
情”的“大智慧”，备受与会陆配姊妹们的称道。

徐慧还创作了一首闽南语打油诗，表达对夫家亲
人的感恩惜福之情。诗云：“姻缘机遇嫁宝岛，捞得一
个好廷婿。俊廷疼爱不作数，担官担家惜命命。阿哥阿
嫂作伙疼，牵手作伙一世人。”

“大陆女婿”汪小菲——

从不后悔选择“闪婚”

俏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汪小菲还有一个两岸颇为
知名的身份：大S的老公。两人三亚成婚的浪漫场景可
谓轰动一时。一晃3年多过去，小家庭新添了“爱的结
晶”——即将满百日的女儿小玥儿。

“我和老婆相识 1 个月就决定结婚，当时很多人
议论我们‘闪婚’。”站在论坛发言席上，汪小菲道
出心声，“但我从来不后悔做出这个决定。幸福是
掌握在自己手里的，3年来我们用心经营这段婚
姻，不断磨合沟通，过得很开心。”

去年在厦门举办的第二届两岸婚姻家庭
论坛恰逢父亲节，汪小菲许愿想要当爸爸，
很快梦想成真。今年，这位幸福的新爸
爸再次“放话”，要与大S再接再厉，

“完成更多实际成果”，赢来全
场一片祝福声。

（据新华社宁波电）

海峡两岸通婚现有35万多对，每年增加约1.2万对——

牵手人细说两岸婚姻
赵 博 郑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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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种婴儿用品在港展示

8月3日，自由党和的士小巴业界在铜锣湾举行“反占中”活动。 （资料照片）8月3日，自由党和的士小巴业界在铜锣湾举行“反占中”活动。 （资料照片）

8 月 2 日，香港
市民参观在香港举行
的首个大象雕塑艺术
展。这个名为“大象
巡游”的展览，宣传
亚洲象群的保育信
息，作品均由香港及
世界知名的艺术家等
设计及制作。

谭达明摄
（中新社发）

“大象
巡游”

近日，第 22
届国际婴儿儿童
用品博览在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本届博览会
共有 350 家厂商
参展，展出用品
超 10 万种。图为
一名参展工作人
员在演示照顾婴
儿的方法。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大陆汉字专家：

繁简字并存不必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