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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只是人民 4 年一次的“头家嘉年华”，
政治只是在“换人做做看”的走马灯中轮回旋转，
所有经济社会问题却长期依然故我，丝毫没有解
决；那么，便难怪民众会对民主感到厌倦。

——台湾《联合报》22日社论

在投资环境面，台湾遭遇缺水、缺工、缺电、
缺地、缺人才等“五缺”问题。另外，因为不健康
的政党政治与社会氛围而产生“第六缺：缺德困
境”。如果新的领导人不能走出“六缺”困境，台湾
的未来将面临严格的考验。

——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许胜雄23日在“台湾
经济论坛”上表示

截至今年 11月底，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整体
工程已完成约75.4%，在此关键时刻，应致力尽早完
工，若贸然停工“烂尾”，将会出现“赔了夫人又折
兵”的严重后果……只有落实“一地两检”，才能让
香港高铁发挥应有的最大效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
炳良近日就香港社会对高铁问题的争议做出上述表
示

香港人不清楚喝酒其实没有安全分量，即便是
小量饮用也会增加致癌风险。酒精已被世界卫生组
织列作第一类致癌物，可引致口腔癌、肝癌等，世
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已立法规管酒类包装须贴上健康
警告标签。

——香港医学会会长史泰祖

今年的珠宝销售情况比较惨淡，看的人少，买
的人就更少了。圣诞购物季以来，情况虽有所好
转，但仍不理想。香港本地顾客相对变多，内地顾
客相对减少，内地顾客的流失对全年的销售情况影
响较大。

——铜锣湾一家珠宝商店的营业员张小姐

上课时滑手机的学生很多，老师难以制止，严
重影响上课品质与气氛。而且，很多人因沉迷滑手
机，滥用网络讯息，干扰了真实讯息。建议推动设
立“无手机日”，一年有一天让台湾高中职以下学生
不带手机入校，就像“无车日”一样，提醒学生不
要“被手机绑架生活”。

——台湾马公高中学生陈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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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登陆香港的欧陆嘉年华将于12月
17日至明年2月2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
行。多个惊险刺激的机动游戏、旋转木马、
碰碰车等经典游戏都已开始运行。

谭达明摄 （中新社发）

欧陆嘉年华重临香港欧陆嘉年华重临香港

在岛内闹得风风雨雨的高中历史“课纲微调”争议，
近日达成了“初步共识”，原有的 17个争议点，多数倾向
于要改回旧课纲的用法，若果真如此，则不啻“台独史
观”又一次在台湾高中历史课本扎稳阵脚。

违法抗争再次得逞

据台湾 《联合报》 22 日报道，建议修改的 17 个争议
点，包括“妇女被强迫做慰安妇”，改为“妇女做慰安
妇”；“光复台湾”改为“接收台湾”。

专家小组成员、“中研院”研究员林满红称，目前仅剩
一项争议未解决，那就是原课纲写的是“日本统治”，微调
课纲改为“日本殖民统治”，到底要哪一个？专家小组目前
倾向于从“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及“日本
时期”中三择一。台“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完全尊重
专家意见。

台湾高中课纲一般 3年调一次，国民党执政当局今年
夏天推出的课纲微调，旨在去除一些高中历史课本有明显

媚日、“去中国化”倾向的表述，但却引发政
治势力操纵一群高中生持续抗议，学生一度闯
入“教育部长”办公室，导致30多人被警方逮
捕。

跟反服贸运动如出一辙，台当局又一次屈
服于违法抗争。课纲微调虽于 8 月 1 日上路，
全台湾却几乎没有县市采用。台“教育部”遂
召集专家咨询小组，重新厘定微调争议。

原微调何错之有？

课纲微调又走回头路，岛内有舆论批评这是对“台独
史观”的妥协。前微调小组召集人、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
晓波23日投书《中国日报》，质疑此次回调不合理。

王晓波说，原微调小组给给慰安妇加上“被迫”，是因
为有课本根据“一纲多本”，竟写成“也有台湾妇女自愿到
海外从事慰安工作”，而居然审查通过。谁是自愿，课本也
没列名，因此所有的“慰安妇”都有自愿之嫌，这不是对

“慰安妇”的二度伤害吗？原微调小组把“接收台湾”改为
“光复台湾”，也是基于语义精准，“光复”是指台湾原属中
国而归还中国。“接收台湾”就不具有原属中国之意，而

“原属中国”才是铁打的历史事实。
王晓波指出，《开罗宣言》明文要剥夺日本在中国所窃

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屿等归还。是“归
还”而不只是“接收”而已。对中国而言，马关割台何止

“窃取”而是抢夺。所以，微调小组曾把“日治”调为“日
据”。目前咨询小组又将改成“日治”，这不是“中性字
眼”，而是对日本割台的合法化，对 《开罗宣言》 的非法
化。

连结香港和内地的高铁应采取一地两检还是两地两
检，近日引发香港社会争议。

一地两检是指在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边境口岸，在同
一处地点完成两地的出境与入境检查、检疫手续。例如
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深圳湾口岸，就是联合办公、各行其
是，由双方出入境管理人员 （边检、海关、检验检疫）
在同一地点、同时联合执行出入境检查，实行“一站
式”检查，双方按各自查验标准，共同对出入境人员、
交通工具和货物实行联合检查，所谓“停一次车，过四
道关”。

●本周热词●本周热词

一 地 两 检

本报台北12月24日电（记者
陈晓星） 诚品总经理李介修在今天
于台北举办的年终记者会上表示，
诚品不仅定义了新时代的书店形
式，也重新定义了书店的内容。诚
品不再是只有繁体字的书店。2015
年书店开辟了简体字书区，邀请大
陆出版社举办了书展。随着诚品生
活苏州开业，诚品已发展成为横跨
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实体书店，致力
于“让阅读成为华人城市最美的风
景”。

据介绍，2015 年台湾诚品畅
销书冠军为 《秘密花园》，诚品生
活苏州开业以来的畅销书冠、亚军
为 《白说》 和 《舍得，舍不得》。
诚品生活介绍，根据销售情况分
析，大陆读者关注文学、社科及艺
术书籍，台湾读者偏好心灵与生活
经营类图书，香港读者喜欢人文社
科书籍。

诚 品 书 店 自 1989 年 创 办 以
来，已发展成为涵盖书店、商场、
画廊、展演、餐饮等复合式文创平
台。2015 年诚品在海峡两岸和香
港销售了 30 万种书籍，举办了
5000 多场文化活动。诚品生活苏
州开设诚品阅读大讲堂，陆续邀请
蔡国强、林怀民、李敬泽等文化人
士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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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岛内民众抗议教育“去中国化”
资料图片

正在维多利亚公园热闹进行的香港
工展会，为港人生活增添一抹亮彩。工
展会今年已是第 50届了，一直是香港市
民搜罗、购买圣诞与新年礼品和年货的

“必到之地”，入场总人次，几年前一届
就已突破250万，日均10万余人次。

有了口碑，“赶集”的香港市民越来
越多。今年，主办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
会不需要做广告拉客人，更多地要考虑
避免拥挤混乱。厂商会表示将按计划控
制人数，如果入场者太多，入口处就暂
停进人，避免拥挤混乱。今年为期 24天
的工展会还有一个大手笔，筹集价值几
百万的物资，提供给各社区内的独居老
人及残疾人士等。

中学生奏国歌迎市民中学生奏国歌迎市民

香港回归后，在许多大型活动场合
奏国歌，本是理所当然之举，但在一些
场合，却闹起了风波，以至有些活动的
主办者有所顾忌。

12月12日上午，数十名来自屯门区
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的孩子们早早来到
展会门口，有人背着小提琴，有人拖着
架子鼓，还有人手拿五线谱默唱着节
奏。一张张小脸上，除了激动和兴奋，
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严肃和使命感。

正当人们对这群孩子的“大阵仗”
感到好奇时，工展会开幕典礼正式启
动。在全场瞩目中，嘹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从孩子们的队伍中响起。原来
他们是工展会主办方请来演奏国歌的

“特别嘉宾”，而其他类似国庆活动等场
合，一般由警察银乐队奏国歌。

孩子们的此番演奏，得到现场嘉宾
的盛赞。厂商会会长李秀恒告诉本报记
者，这次挑选了一所本地元素浓厚的中
学生乐队演奏国歌，表明爱国爱港是绝
大多数香港人认同的情感。

开幕典礼上，行政长官梁振英、中

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等一同主
持仪式，200多位政商领袖出席。李秀恒
会长致辞时，有感于“工展情怀”，他表
示，“香港没有一个展会比工展会更具历
史意义及充满地道色彩”。他说，今日的
工展会已发展成为层面广阔、满载精彩
节目的嘉年华，每年总会吸引数以百万
计的老、中、青、幼几代人入场，而且
销售额屡创新高。

问及在大型活动开幕式上奏国歌，
会不会担心有人搅事？厂商会的主事者
表示，我们立足香港，真心为港，为普
通市民谋福利实惠，不惧有人闹场。

内容丰富内容丰富 韵味绵长韵味绵长

工展会由香港中华厂商会于 1938 年
创办，目的是推广香港的工业产品，通
常在填海区大片土地上，以大型户外展
销会的形式举行。每届工展会都会举办
工展小姐选举，为香港选美的始袓。

据了解，上世纪 30年代，香港厂商
就在南洋办展会销中国货，备受欢迎。
当时日本侵华，日本货也在许多地方大
肆倾销，香港的华资厂商为了唤起同胞
爱用国货的热诚，举办国货展览会，一
开始就很成功。几十年来展会几起几
落，长期致力销售国货、港货，甚至进
口产品。去年的第 49 届，销货逾 9 亿港
元，工展会成为具有香港地道特色的坊
间亮点。

近日香港变冷，但寒意挡不住港人
“血拼”的脚步。

工展会展区约2.8万平方米，记者走
访看到，400余家参展商、逾880个摊位
热闹纷繁，却也秩序井然。主销产品是

“香港制造”，服装百货、电子产品、加
工食品，应有尽有。在南北国货、咖啡
甜点、怀旧零食等等摊位前，不时排起
了人龙。

由于香港零售业销售下滑，不少参
展商加大了优惠，包括 10港元抢购价值

数千港元的洗衣机、1港元抢购近千港元
的鲍鱼套装等。随着新年临近，不少市
民趁展销会打折提前买年货。安记海味
掌柜称，今年内地客明显减少，但本地
市民购物欲强劲，参展商要不断补货应
付需求，预计今年生意仍能增长。

李秀恒会长向记者介绍这些摊位的
“筛选制度”说，报名入场的商家很多，
需要设立门槛。在制定选择程序及标准
时，特意请来香港廉政公署的专员作为
顾问，监督过程是否公正、廉洁。

发福袋发福袋，，工展显关怀工展显关怀

第 50届工展会的一大看点是“惠泽
社群”活动。它被评为香港特区“欣赏
香港”活动的10大亮点项目之一。

李秀恒介绍，2016 年 1 月 3 日上午 9
时 至 11 时 ， 工 展 会 将 化 身 “ 购 物 专
场”，为全港 18 区的 2000 多名单亲家
庭、独居老人及残疾人士提供丰富的优
惠活动，每人会得到价值 500 港元的购
物券、购物手拉车及“福袋”一个。俗
称“福袋”的惊喜大礼包内有棉被、墨
镜、毛巾、即食鲍鱼等，全部由厂商会
和参展商“自掏腰包”提供。

目前，展会内已有超过 9 成的参展
商响应该活动，承诺以产品成本价，甚
至低至1至2折的价格在“购物专场”中售
卖。500 元福利券有可能买到二三千元物
品。当日有专车接送这些活动参与者前
来，并邀请 1000名学生成立“义工队”，负
责照顾老人及行动不便者购物。而“义工
队”中，还有不少特区政府官员。

类似“惠泽社群”的活动已不是第一
次举办。自 2011 年起，厂商会便开始以

“工展显关怀”计划回馈社区，利用工展会
的平台帮助弱势社群。过去4年，“工展显
关怀”已拨出 1300 多万元，帮助 3 万多名
困难人士，今年再次拨款 400万元服务社
区。 （本报香港12月24日电）

老品牌越擦越亮 大卖场越办越火

工展会现场 连锦添摄

“光复”又变“接收”“据台”又成“治台”？

台课纲微调 又走回头路
闵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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