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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至21日，台北松山
文创园区举办“社造 20——村落
文化节”。社区改造计划由台湾文
化部门推动，协助岛内各个县市
村落发掘在地文化遗产、生态环
境、工艺传承，让产业艺术化、
艺术产业化。活动现场展示了 20
年来台湾社区改造、村落活化的
动人故事。图为原住民部落现场
表演“鼓舞”。

本报记者 李炜娜摄

本报台北10月 20日电 （记者李炜娜、孙立极）
今天，大陆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宣布将在
台湾招募客舱空服员。这也是大陆航空公司首次招募
台湾空服员。春秋航空台湾分公司首席代表汪束雨在
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特别强调，空服员不一定是“空
姐”，在台湾招募的空服员不限性别、不限年龄。

汪束雨介绍，春秋航空公司去年10月开始开辟两
岸航线，在一年的时间里，开辟了从上海飞高雄、上

海飞桃园以及石家庄飞桃园的航线，目前每周有 11
个航班往返两岸。截至 10月的统计数字显示，两岸
航线的平均上座率为98%。

春秋航空此次招聘台湾空服人员，是希望进一
步促进两岸航空业的交流与合作。招聘信息通过台
湾 1111 人力银行发布，有意愿加入的可以通过网
络报名。报名时间从20日开始，截止到10月31日
中午12时。预计将于11月上旬展开面试。

本报香港 10 月 20 日电
（记者尹世昌） 香港特区高等
法院 20 日连续颁下两道临时
禁制令，禁止“占中”人士继
续占据旺角及金钟多个路段。
入禀申请禁制令的包括香港计
程车会主席黎海平、的士司机从
业员总会委员谭骏雄，以及潮联
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禁制令
内容包括禁止示威人士继续占领
旺角亚皆老街、登打士街、通菜街
和砵兰街的交界，并设立任何帐
篷、路障及其他建筑物堵塞道路。法
官潘兆初接受 3 位申请人的理据，
是现在堵路对公众造成滋扰，故颁
下禁制令，禁止占领人士占据以上旺
角街道。

代表的士团体入禀的大律师莫
树联表示，临时禁制令有效至本周五
上午 10 时，他们会再申请延长禁制
令。他说，原告可以清除障碍物，对
方不能阻止，否则会被视为藐视法
庭，或需负上刑责。莫树联又说，临
时禁制令立即生效，将刊登在一份英文
及中文报章上，并张贴于旺角涉事地区
通知示威人士。

黎海平表示，入禀只希望占领人士
让出道路，让同业谋生，令整个社会秩
序恢复正常。他表示，自旺角出现占领行
动，业界收入持续减少。但他说不会自行
清除障碍物，会由警方决定。

此外，中信大厦业主也向高院申请禁
制令，禁止任何人阻碍龙汇道及添美道3个
出入口，以及阻止任何人妨碍执行清场行
动，入禀的理据是堵塞有关道路紧急车辆，存
在实际危险。法庭颁发临时禁制令。法官在庭
上表示，法庭不会考虑政治争拗，法庭亦不是
讨论政见的地方，只会考虑法律因素。

不过，有“占中”人士已经放话，早已准备
好“秋后算账”，禁制令只是威吓性手段，即使警
察赶人都不走，更不会理会法院禁制令。

香港“占中”运动
暴力违法不断升级，多
位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暴力示威行为
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
被容忍的，这个从美国

“占领华尔街”被清场就
可以看出来。“占中”造
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冲
击着香港大部分民众的容
忍 底 线 ， 甚 至 曾 经 同 情

“占中”者也转变立场。国
际和香港舆论要求清场的呼
声日渐高涨。

暴力不能忍

香港 《东方日报》 19 日
评论称，正当港府与学联重
启 对 话 、 有 望 打 破 僵 局 之
际，旺角街头又遭受示威者
冲击，警民激烈冲突，道路
再度沦陷，显示幕后黑手依然
不肯罢休。在一片政治狂热之
下，社会躁动不安，经济民生
靠边站，长此下去，香港势必
被拖垮拖死，700 万人统统沦为
输家。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
研究员刘乃强激愤地说，在暴民
心目中，非法“占中”至今，十
分和平，还没有出现打、砸、抢
情况，也不见火光。市民生活不
便，“占领区”周边商户生意受影
响，在“民主”面前，这都不算什
么！

旅美华人学者一娴表示，现在
“占中”者所做所为，已经完全没有
他们推崇的英式保守主义政治理念
的影子，只有民粹式的激进。（美

国）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秘书长
刘青说：“占中”人员设置路障、霸
占道路、阻塞交通、瘫痪行政、妨碍
公务在先。学生们所谓的抗议警察使
用暴力其实是典型的导果为因，才会
导致要求清场的呼声日渐高涨。

台湾“中央社”19日称，对于这
场香港历来最庞大的“民主运动”，
愈来愈多人担心会演变成更大骚乱或
暴动，因为目前没有团体主导运动，
戴耀廷等发起人早已表示“占中”已
变成群众自发运动，他们已没法主
导。

法制遭破坏

来自香港的国际华人妇女联合会
主席司徒巧玲强烈谴责“占中”人士
向警察泼污水的违法行为。司徒巧玲
表示：任何抗议行动都应该以法律为
依据。一娴表示，对一个健全社会来
说，民主和法制是缺一不可的。台湾
占领“立法院”，香港冲击政府总
部，这种事情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根本
不可能发生的。如果追求民主以破坏
法制的方式进行，即使没有暴力，也
与革命无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港澳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强世功日前指出，回归
以来，香港反对派逐渐塑造了一种社
会运动的政治文化，一点点冲破法治
的限制，慢慢形成“法不责众”的群
体效应。这次更为极端的所谓“占
中”行动，知法犯法，无疑在冲击和
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

一娴分析说，香港的“占中”
可以肯定不会持久，但对香港社会
造 成 的 负 面 影 响 ， 会 延 续 很 长 时
间 。 不 管 占 中 出 现 的 原 因 有 多 复
杂，香港如果失去法治，目前香港

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窘态只会
进一步加重。也许这就是那些非理
性的香港市民和年轻学生成长成熟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行动早变质

埃及 《金字塔报》 近日发表文
章认为，迄今为止看来，香港“占
中”运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无论
示威者是出于政治或经济动机。韩
国延世大学学者金凯日前撰文称，

“占中”者一直挟持着“沉默的多
数”作为“人质”，对香港的法治和
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与香港学
生的极端相比，港府和北京都一直
相对温和，他们的优势来自多数港
人的支持，他们的态度有着现实主
义者的稳定性，已证明远比示威者
堵塞街道和占领公共空间的行动，
要实际得多。

香港《太阳报》19日评论称，占
领行动变质、烂尾，连最初的民主抗
争也面目模糊，未来载入史册的，会
是一场失去理性的违法占街秀，还是
一次“民主”觉醒？大家自填答案
吧。

香港《星岛日报》19日发表社论
称，所谓争取“真普选”的“和平行
动”已变质，正在朝暴民政治的方向
发展。若这列高危列车继续向前冲，
不但香港整体会受重创，所谓的民主
运动也将支离破碎，以烂尾收场。该
报还分析称，港府与学联重启对话，
若对话有成果，成功令学生撤退，港
府便可将剩余的激进分子一网打尽，
正式结束占领行动。美国华夏政略研
究会执行长王中平则直接呼吁香港特
首梁振英负起责任，迅速清场，平息
事件。

走在台北街头，不时会有市议员候
选人的大幅艺术照闯入眼帘；巷弄之
中，偶尔会有人走过来，递上印有候选
人头像的纸巾并告诉你：“我是某某候
选人的志工，恳请投票支持。”

当地人吴先生告诉本报记者，经济
不景气，又连番出现食安问题，相比以
往，今年的选举气氛其实有点冷。不
过，距离年底首次“九合一”选举还有
几十天，各候选人依然要将拜票拉票的
戏码使出，其中，给选民“送礼”似乎
必不可少又玄机多多。

“送礼”不能超过30元

谈到今年候选人的“送礼”，台北
的王妈妈饶有兴趣。“有候选人送了黄
色小鸭的笔，还有猫熊图案活页夹，我
女儿好喜欢。像我这样的婆婆妈妈们，
更爱口罩、牙膏、洗碗布、开罐器、刨
刀、环保袋、挂勾等日用品。”还有的
候选人为争取年轻族群，走“有声路
线”、送电子文宣制品。

候选人“送礼”投其所好，发送方
式也接地气。近来，不少里长、镇长候
选人周末到各个市场摊位请托，把各类
文宣制品送到买菜或卖菜的选民手中。

选举前的拜票、宣讲竞选理念自然
少不了，但能否送出选民喜爱的文宣制
品，各候选人也都十分看重。博感情、
争选票，台湾选举中的“送礼”文化由
来已久也有年代变迁。

最初的“送礼”，多是现金输送。
因此，贿选也成了台湾选举难以摆脱的
阴影。

早期的候选人会直接送钱给选民，
名义是“走路工”、“车马费”；之后，
又出现了以招待旅游、送餐券、提货单
等较为隐蔽的送钱形式；1992 年“立
委”选举时，有候选人更是发明了“选
举六合彩”买票，选民签赌，一旦候选
人当选，就给付 10 倍至 30 倍的赌金，
对多数选民绝对是极大刺激。

凡此种种，无非都是想“买票当选”，
使得有关部门对此防不胜防。更有甚者，
贿选与黑道联手，形成“贿选黑金文化”，
让岛内民众深恶痛绝。为此，2001 年，台
当局“法务部”修改法律条文，规定凡是
送礼不超过 30元（新台币，下同）的，便
被认定为文宣品，超过即违法。

“送礼”催生文创产业

于是，如何充分利用这30元的额度

巧送礼，就成了各候选人绞尽脑汁的思
考。文宣品大战俨然成了选举中的另一
个战场。

30 元的小礼品，实用的最受欢迎。
经典案例是现任国民党籍“立法院副院
长”洪秀柱。1995 年，她参选“立委”
时，设计出一个印有她照片、可挂在腰
上的扁平矿泉水，且水瓶可反复利用。该
礼品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民众争相到
其竞选办公室索取，洪秀柱最终高票当
选。20 年来，每逢选举，这种扁平水壶仍
被不少候选人选用，也是选举中最受欢
迎的文宣赠品。

“礼品”也被细分。候选人选择针
对不同群体派发礼品。洗碗槽用的滤
网、削皮器等，最能打动婆婆妈妈选
民；而在文教区和商业区，圆珠笔、面
巾纸是上班族的最爱。

当然，要想给选民留下特别印象，
创意也少不了。有岛内学者认为，正是
台湾选举中的“送礼”文化，催生了台
湾的文创产业。怎样把批发价 3元一支
的笔、一元一包的面巾纸做得有特点，
使其成为创意产品，也给文创业者开辟
了一个施展空间。有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对本报记者说：“要靠有特点的文宣品
给选民留下特别印象，到投票日他们才
能不忘记我的名字。”

选举商品也成流行

徐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他印象最深
的是 2008 年“大选”，马英九送出的印
有“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邮票。

“当年很快被支持者抢到缺货，一系列
有创意的文宣品事实上拉升了他的支持
度。”选举中，除了 30 元以下的随手
礼，各候选人还会推出公开出售的“选
举商品”，锁定选民的心，也为选举募
集资金。“甚至不少在海外的台湾朋友
请我帮忙买，热度可见一斑。”徐先生
说。

有人说，台湾“选举商品”始自陈
水扁。1998年，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
长，推出“扁帽”系列产品，他专门邀
请台湾著名漫画家水瓶鲸鱼召集成立创
意小组，虽然竞选连任没能成功，但造
型时尚的“扁帽”一时在岛内成为流行

品。1999 年，“扁帽”还登记成为专利
品牌。

不过，“扁帽”的走红的确让后来
的参选人，特别是蓝营参选人看到了
年轻选民的潜在能量，他们也开始推
出有趣有的个性化选举产品。马英九
阵营2012年“大选”时推出的缩小版
书包，可爱又实用，第一天就卖到缺
货，成为台湾新流行。当时，民进
党蔡英文阵营主打小猪扑满 （储钱
罐），免费赠送，希望支持者把小猪
塞满，然后送回作为竞选经费。小
猪的可爱造型，一度吸引诸多民众
认领。

无论是 30 元的随手礼，还是
公开出售的选举商品，无疑都在
一定程度上让选民看到了候选人
的特质，也构成了台湾选举文化
中极为有趣的风景。然而，“送
礼”创意可以笑纳，但在选战的
拼杀中，候选人的胜负去留，
最终还要取决于他们可以为选
民端出怎样的政策。

（本报台北10月20日电）

■ 台北传真

金额已卡死 只能拼创意

台湾选举让“送礼”成学问
本报记者 李炜娜 孙立极

■ 港澳在线

民主秀难逃烂尾结局 沉默者要求政府清场

各界谴责“占中”成暴力秀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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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九合一”选举
2014 年 11 月 29 日，

台湾将进行其选举史上
首次地方公职全额改选，
即“九合一”选举。将选
举产生台北、新北、台
中、台南、高雄和桃园6
个市的市长、市议员；
其他 16 个县市长、县
市议员；乡镇市长、乡
镇市民代表；村里长
以及6个少数民族选
地区区长、民意代
表，将产生11130名
公职人员，堪称台
湾地区选举史上
规模最大的选举。

10 月 19 日午夜，部分滋事分子再次发动到旺角冲击警方防线，
期间有反“占中”人士与违法示威者发生零星冲突。 洪少葵摄

10 月 19 日午夜，部分滋事分子再次发动到旺角冲击警方防线，
期间有反“占中”人士与违法示威者发生零星冲突。 洪少葵摄

村落文化节

大陆航空公司开招台湾空服员

投资 141 亿元 （新台币，下同） 的淡水大桥动
工，此事引发台湾媒体的强烈关注，被称为是继金
门大桥之后，马英九任上第二座被终结的“选举浮
桥”。“选举浮桥”这个台湾特有的词语着实形象，选
举时就浮出水面，选后就沉下去，周而复始，导致金
门、淡水这两座“浮桥”存在约20年之久。

“蚊子馆”则是指公共工程已经建好，只不过
被闲置，最后成为蚊子的“安乐窝”。这种“蚊子
馆”可是遍及台湾各地，屏东机场航厦楼2005年才
启用，但由于缺乏人气沦为“蚊子机场”，目前已
停用；台湾不少地方都建有客家文化馆、原住民文
化馆，笔者驻台采访时也曾去过几处，里面大多是
空空如也，没几个人前来观光；此外，岛内一些体
育场馆、购物中心也都沦为“蚊子馆”。

造成台湾“蚊子馆”层出不穷的原因是规划不
当、重复建设，选前信誓旦旦打包票，选后硬着头
皮上马。至于候选人允诺要建的大型桥梁，因为投
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政府一时拿不出，也
只能长期沦为“选举浮桥”。

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些“浮桥”终于动工了，但
建成后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吗？以大小金门的金
门大桥为例，金门户籍人口约10万，其中小金门不
足1万，而常住人口则更少，真需要花五六十亿元
建一座桥吗？至于其观光作用，以金门的接待能
力，未来大桥建成后，会多来多少观光客呢？再谈
谈淡水大桥，其建成后功效同样有颇多疑问：用
141 亿元换河两岸之间交通缩短 20 多分钟是否
合算？拉动观光的预期能否顺利达到？

台媒揭台湾建设乱象：

从“蚊子馆”到“选举浮桥”
薛 洋

台湾选举礼物品种多多，图为2012年国民党推的水果福袋。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