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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媒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大陆赴台团体
游客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三成。游览台湾阿里山的陆客
团更由去年的超过 600 个暴跌至 29 个。日月潭旅馆及
游艇业者同样认为，往年同期陆客爆满的情况未能重
现。许多热门景点酒店订房率甚至跌至五成以下。

台湾旅游业者坦言，从今年元月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后，两岸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已使旅游业首当其
冲受影响。不少人担心“5·20”后，台湾观光业的景
况可能比现在更惨。

陆客人数或“断崖式”下滑

浏览岛内新闻，昔日陆客赴台游红红火火、当地
景区人潮如织的内容已经不再，更多被岛内旅游业景
气不佳、从业人员忧心忡忡的报道取代。有旅游业者
大倒苦水：目前生意下滑至少三四成，真是大不如
前。希望民进党新当局找出对策，帮忙业者应对当前
陆客团减少可能带来的影响。

有人列举说，陆客不来，餐饮业、酒店业、零售
业、游览车业甚至当地农业收益都将大幅减少。不少
店家等不到客人，都已经开始放无薪假、减薪甚至裁
员，新当局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台湾“主计总处”日前公布岛内第一季度经济增
长率。虽然出口大幅下滑，但来台旅客人次实际增加
16.03%，扣除物价因素后，对经济增长贡献约 0.06 个
百分点。而随后陆客赴台无论实际游览人数，还是提
前申请来台证件数量，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这意味
着陆客规模缩减正持续显现，甚至可能出现“断崖
式”下滑，如此将给岛内经济带来不小冲击。

林姓旅游业者说，不要看现在飞机带来一批批陆
客，都上了游览车，也进了旅馆、餐厅和购物店，这
些都是之前就已拿到入台证的人。今年 3月下旬以来，

入台证送件数目就从2.1万件一路下跌，5月首次跌到1
万件以下。在“跌多涨少”情况下，目前约8万件的排
审件数很快就会被消化完，然后“苦日子就来了”。

业者希望新当局释出善意

陆客减少的影响有多大？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
测中心主任孙明德预估，假设陆客 1 年减少 100 万人
次，以官方统计陆客平均日消费232美元、平均消费6
至7日来看，今年恐怕让台湾少赚450亿元新台币的观
光收入，对GDP会造成0.32个百分点的冲击。

2015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仅为0.85%，创下近6年
来 最 差 记 录 。 今 年 第 一 季 度 岛 内 GDP 同 比 下 降
0.84%，连续 3个季度负增长。台湾准“行政院长”林
全日前称，今年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率“保 1”不容易，
避免负增长已是很大的挑战。孙明德指出，“5·20”之
后，蔡英文上台，必须释出善意，让冷却的赴台游市
场回暖，才有机会让冲击降到最低。

陆客减少该如何应对？面对可能到来的旅游业寒
冬，台湾“观光局”已经朝分散市场、拓展其他地区
来台游客方向努力作为补救。而深受陆客喜爱的观光
景点台北101大楼，虽然今年首季度退税人数及金额都
同比增长5%，但其早已着手拟定对策，降低陆客减少
可能带来的冲击。据台北101发言人刘家豪介绍，他们
已和航空公司、邮轮业者谈合作，希望积极开拓东南
亚、中东国家的客源。

台湾观光旅馆公会理事长赖正镒说，应对陆客减
少的影响，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即使要南向找东南
亚客人来，也不是短时间就可大量增加。尤其是陆客
占了目前台湾市场的大约四成，如果陆客减少一半，
其他客源要补齐缺额是不可能的，所以“南向政策”
仍是缓不济急。

陆客赴台意愿受岛内政治影响

关于陆客减少的原因，台湾各界也在展开反思。
台湾 《工商时报》 报道称，据调查，受陆客青睐的前
三位旅游目的地仍为日本、韩国、泰国，过去大受欢
迎的港澳台游则普遍降温。

有媒体分析指出，自2008年开放赴台团队游后，赴台
游一直深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2011年开放自由行后，更
是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团队游+自由行的“双旅行”方式，曾
让赴台游迅速走热。为了提升赴台游品质，今年3月起，台
湾方面压缩一般团配额，提高优质团配额，将陆客赴台观光
团配额比例调整为优质团2/3、一般团1/3。由于赴台团队
游更多由中老年人参与，而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较为便宜
的一般团，随着相应配额的下降，赴台人数自然出现下滑。

有业内人士表示，陆客赴台旅游人数下降，一方
面由于一般团出现了配额限制，赴台主力游客年龄偏
大，受此影响减少出行；另一方面，以年轻人为主的
自由行，目前日本、韩国等周边目的地同样具备吸引
力，由此产生很大的竞争性。

台湾的选举、治安等方面因素，同样对陆客赴台
意愿造成影响。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即将上台执
政，蔡英文尚未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面临考验。在蔡英文及其团队两岸政策尚不明朗时，
选择暂缓赴台观光的人数增长较多。

面对台湾旅游业或将愈演愈烈的困局，赖正镒说，岛
内观光业者都有向即将上台的蔡当局沟通，也提及当前
的困境，但蔡当局仍是政治挂帅，暂无接受“九二共识”的
迹象。所以，陆客减少的冲击已是山雨欲来，未来人数只
会减少更多。观光业可能因此面临一波倒闭潮，而观光产
业牵涉面很大，连带会影响很多产业。为此，他呼吁蔡英
文尽快表态，不要让观光产业沦为“观光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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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流转，经典长存。如同所有其他艺术一样，
电影虽是虚构，却反映真实的人间喜忧、生活百态。
香港作为集众家之长的“东方好莱坞”，曾是华语电影
的领跑者。

香港电影资料馆坐落于安静的西湾河鲤景道，楼
高5层，记录着香港电影的百年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周
润发、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等众多华语巨星的诞
生。自 2001 年开幕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被 《时代》
杂志誉为“游客不容错过的25大亚洲体验”之一。

展览厅：重温历史

作为回顾香港影史的“兔子洞”，设于资料馆一楼
的展览厅是影迷们的“朝圣之地”。展厅内的最新一期
展览，着眼于“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甫入正门，偌
大的“娱乐智多星——新艺城的光辉岁月”签名板伫
立正中，被争相拍照留念的影迷层层围住。新艺城是
何方神圣，能勾起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导赏员阿文向记者介绍说，新艺城不止一人，而
是由导演徐克、编剧黄百鸣、演员曾志伟、作曲泰迪
罗宾等 7名“主脑”组成，他们各擅胜场、无一不精。
其出品的电影多为天马行空、娱乐至上的经典，将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打造为香港电影业最五光十色的时期。

签名板旁侧的票房墙，是当年新艺城办公室走廊
内的情景还原。所有出品电影的海报板和票房数字排

列井然有序，并特别挑选出其中最卖座的20部电影组成
票房墙。阿文说，如此设计是象征新艺城制作始终着眼
于观众反应，以他们的口味为依归。内地观众熟悉的《英
雄本色》《倩女幽魂》《监狱风云》等均榜上有名。

绕过签名板，最有特色的要数新艺城“奋斗房”
的重现。约 8平方米的“奋斗房”，仅在房间正中摆下
一张简单的书桌，书桌靠墙一侧放置书架，堆满各类
素材和手记，几把椅子则填满剩余空间。空间狭小，
却曾是 7人小组日夜闭门奋斗的“主战场”，大多数电
影里的经典桥段都是他们在此废寝忘食想出来的。

除此之外，阿文还将其他珍贵的展出一一介绍，
包括手写剧本、分场表、服装和道具表以及海报板等。

电影院：感受经典

欣赏展览之余，又怎能错过一场经典好戏？位于
二楼的电影院常设“欢乐早场”及“修复珍藏”两项
节目，由资料馆筹备专题放映节目，题材多样，也涉
及电影类型、电影工作者、电影史或跨界别的研究。

阿文为记者展示节目表说，5 月将放映 《刀马
旦》《倩女幽魂》 及 《搭错车》 等 8部新艺城“怀旧大
戏”，可让各地影迷“重回”旧日的香港影院。至于观
影人群，阿文笑说，中老年观众占绝大多数，但也不
时会有年轻人入场，“感受过去未能在大荧幕上看到的
经典港片。”

资源中心：博览宝藏

骨灰级的影迷怕是还不觉过瘾，那么三楼的资源
中心便是更加不能错过的“香港电影宝藏”。

阿文领记者进入资源中心，示意了各类藏品的方
位后就静静地在门外等候。安静、有序的阅览室里，
包含 30 多万项电影藏品，有介绍电影制作、人物志、
采写剧本等的书籍，也有中英文电影期刊，更珍贵的
则是林林总总的视听碟片、修复电影等。

记者在书架上发现一本厚如百科全书的 《港产电
影一览：1914—2010》，详细记录了 9861 部香港电影，
从导演到演员，从上映日期到票房，一一尽录，甚至
未拍完或未上映的电影也记载在案。

步出资源中心，阿文说，藏品仅仅靠保存并不足够，
修复也是不可或缺的要务。电影资料馆修复组常常需要
修复影片、海报和剧照等文物，先做状况检查，再进行清
洁及修补程序。例如 1949年上映的《黄飞鸿正传》上、下
集，修复组将 16毫米复合拷贝清洁及修补后，进行影像
扫描和数码修复，以减少影像晃动、刮花及污垢，同时清
除杂音，解决声画不同步的问题。1965 年上映的《大红
袍》为缺本，修复组需小心调校印片色光，在冲印过程
中，把已褪色的影像恢复原貌。而为了让影片更加长久
地保存，资料馆的影片储藏库长期维持4摄氏度、相对湿
度30%的状态，以制造最适当的储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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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大会一纸邀请函迟迟未见，让台湾
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不择言之际，台

“外交部”公开称，已经请“我们的好朋友美
国”和欧盟帮忙。美国学者葛来仪日前出面
透露，蔡英文不会追求独立，大陆应少要求
蔡英文，要容忍更多的模糊性。那意思是，
蔡英文做得还不错。

邀请函来了，不过上面白纸黑字载明
“一中”前提，让台新当局爱恨两难。也是，
正因为民、共交流通道不畅，台湾在岛外话
语权和能量都有限，才试图拉来洋说客撑
腰。葛来仪们似乎也甘于热心配合。问题
是，两岸间的事儿为啥一定要外人去掺乎评
判？美国人出马就有用么？

想得美。这事问问老祖宗更靠谱。明代
人袁黄的《了凡四训》在岛内流布颇广。书中有
个著名的观点：“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据台媒
透露，邀请函上头收件人为现任“卫福部长”蒋
丙煌。他的背后，是承认“九二共识”的马
英九当局。这是最好的点化，求人不如求
己。大陆能帮的，也只能到这里了。

再说，蔡英文果真做得不错？“维持现
状”的云山雾罩中，蔡英文选后打出两张新
牌。一张是“善意”牌，另一张是“多数民
意”牌。

民进党要善意，大陆捎带着邀请函给。
大陆要的善意，又在哪？民进党能够拿出手
的，翻来覆去就一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名称用“两岸”。这实在说明不了什么，与其
说是为立善，不如说为避害。反想一下，如
果胆敢提出“中国与台湾”，后果如何？陈水
扁前车之鉴，大陆“地动山摇”之语，都是
蔡英文三思而后行的绝对保证。要真拿出善
意，不妨就“九二共识”或者“冻独”表态
来得更心诚。无视伸过来的手，试图闷声发
大财，转身就想接马当局时期的两岸红利，
是绝对不可能的。

单纯口头上或私下里表示不“独”，并不
能取信于人。“善意”背后的诚意如何，才
是真正的试金石。可惜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
的表态一直口碑不佳。陈水扁当年言之凿凿
地保证“四不一没有”，结果还不是要推动大

搞“入联公投”？葛来仪自己就说，蔡英文为
李登辉工作过，提出过“两国论”；陈水扁提

“一边一国”时，蔡英文就在扁当局中任职；
蔡英文也强烈劝说陈水扁不要接受“九二共
识”，这些话证明她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一
旦为之背书，恐怕到时候要变卦被打脸。再
说，民进党若真给善意，大陆自然会感受得
到，何须第三方的判定？

至于要大陆少要求蔡英文讲清楚，容忍
更大的模糊性，就更难让人苟同了。蔡英文
的底牌究竟是“两国论”还是“一个中国”，
这种两岸定位岂能模糊？难道大陆非要容忍
以“维持现状”之名推动渐进“台独”吗？
世卫大会邀请函一来，新当局就气急败坏试
图把一中原则跟出席大会剥离，正是典型的

“台独应激综合征”。要知道，“太阳花学运”
让蔡英文自认有了多数民意的加持，却让大
陆民众树立了“连我们让利台湾都要审查”
的极差印象。这种反“独”的压倒性民意，
绝对超乎岛内的一般想象。

在笔者看来，蔡英文以岛内“多数民
意”做幌子，刻意强调所谓民主原则，无不
有半路夭折的“台湾共识”的影子。而“中
华民国宪政体制”，更像是纯为抵挡外界物议
而抬出来的空壳掩体。“空心菜”这种“维持
现状”的空头支票，怎能透支和平红利的真
金白银？大陆已经明确，不承认“九二共
识”就等于“改变现状”。这也是大陆的主流
民意和共识。具体到“国际空间”部分，台
湾承认“九二共识”，大陆就可以顺应多数民
意并用“中华台北”弹性处理，反之就没得
商量。从大陆角度看，如果在原则问题上松
口放水，不带前提给出了对岸要求的所谓善
意，反过来被民进党拿来在国际场合彰显其
追求“独立实体”的意涵，又如何向 13亿民
众交代并收场？

如果读懂这一点，识趣的外人恐怕再难
置喙。蔡英文需要面对的民意，不只是 2300
万台湾同胞的意愿，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十几亿中国人的主张。试图无视大陆的主流
民意，如同用“九二会谈”阉割掉“两岸一
中”内涵一样，无论如何扯虎皮、挂羊头、
变戏法，都是过不了关的。即使冒险一搏，像李
登辉、陈水扁那样，鼓动两岸民意对撞以图火
中取栗，恐怕也早已过时，反将引火烧身。更何
况，“国际空间”事关主权和大陆民意，不要天
天巴望着美日欧的哪块云彩会下雨。广袁黄之
意言之，命由己作，亦由天造，台湾头顶只有一
个天，那就是“两岸一中”。没有中国大陆的善
意和默认，再跟外人眉来眼去，在国际上也
搞不出什么名堂。

记得当年美国总统大选，年轻的克林顿与
刚刚挟海湾战争胜利余威的老布什展开对决。
前者凭着一句“笨蛋，关键问题是经济”成功杀
入白宫。后来绿营洋为己用，改造后拿这话来
嘲讽马当局。其实，面对故意困惑装屈的民进
党，今天依旧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笨蛋，关键问题不是外援，是自身！

求美国人帮忙说项
蔡英文打错了算盘

任成琦

●看台絮语

““香港饮食文化香港饮食文化””
展展 览览

香港时代广场近日展
出“香港饮食文化”展览
及“街头小食档”。香港
是国际美食佳肴之都，街
头美食并没有随时代变迁
而消失，至今香港人对小
食的热爱仍没有减退。此
次展览介绍多款香港街头
小食，如香气四溢的黄金
鸡蛋仔。同时展出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香港饮食文
化的收藏品，包括昔日餐
厅的火柴盒、月饼传单、
月饼会封套、茶楼菜单、
照片等。

洪少葵摄
（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