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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正在访港的国家奥运健儿兵分多路与市
民会面，场内观众情绪高涨，场外同样热情满溢，不论
是“洪荒之力”还是“女排精神”，都已成为香港街头热词。

花样游泳、体操、跳水、排球……位于九龙观塘一
个购物商场的展览区，摆放了这一系列奥运项目造型的
艺术雕塑展品，全由色彩斑斓的卡通人形作“示范”，生
动活泼。

“嗨！”两名少女模仿着排球队员的造型，摆出双手
垫球的姿势，发出一声“女排式”呐喊，要将女排精神
由赛场带到这里。

几个学生跑到游泳造型展品前留影，然后面带夸张
表情，边喘气边说：“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去游！”
他们似乎要重演傅园慧在奥运会上完成比赛后接受访问
的场景。

“我最喜欢阿龙！”5岁的楚渝腼腆地说。记者追问阿龙是
谁？她说：“他打羽毛球好棒的！”答案呼之欲出，原来是羽毛球
项目金牌得主谌龙。

小女生的妈妈邓太太表示，他们一家人都是奥运迷，对
所有国家奥运精英都十分支持，虽然这次买不到门票现场
观看他们的演出，但通过电视欣赏他们的英姿，一样兴奋。

商场的大屏幕正好播放着当天国家奥运健儿的示范
表演，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精彩绝伦，样样吸睛。
不少游人暂时放弃做“低头族”，把视线转移到屏幕，仰

视健儿们的高超技艺；大汇演的片段中，运动员和观众
互动比拼的画面，叫人看得入神。

位于将军澳的一家茶餐厅播放着奥运精英的节目，
用餐的市民都被现场气氛感染。其中一个场面是林丹与
李晓霞对打乒乓球。“林丹用羽毛球拍打，好有趣啊！”
茶餐厅内老老少少看得高兴，其中一位太太对丈夫说，

“早知道让你早点去买票，我现在就能亲眼看超级丹的风
采了！”

餐厅充满了欢声笑语，气氛不比现场逊色。有市民
表示，国家奥运精英为香港人带来欢乐。

香港市民施小姐有幸在奥海城亲身感受女排魅力，
沉浸在见到偶像的喜悦中。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
是一名排球运动员，特别敬佩女排，尤其是朱婷。“女排
精神是拼搏、团结、不服输，值得学习”。

今年 57 岁的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同样是女排的“粉
丝”。他说，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体育代表团
就来到香港，回归以后更是每届奥运会后都来访问，很
受香港人欢迎。他还表示，自己特别喜欢女排，但是因
为要工作，不能亲眼见到她们。

“中国女排夺得奥运会金牌非常不容易，她们不服输
的精神和香港的狮子山精神非常相似，都代表着一种韧
性，现在的香港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刘师傅说。
（据新华社香港8月28日电 记者张雅诗 苏晓 谢希语）

香港民众街谈巷议奥运健儿访港

谦卑姿态没了，施政绩效不彰，两
岸交流停滞，民意不断流失。有人说，
执政刚满百日的蔡英文当局毫无“新朝
盛象”，反而是碎片化的政治凸槌 （闽
南语，失误），已渐渐组合成系统性的
总体危机。不信且看各家媒体和机构所
做的民调共识——满意度跌破五成，接
近 2008 年败选基本盘；两岸、财经、

“转型正义”、劳工与司改政策等五大领
域，民众的不满意度都高于满意度，其
中又以对两岸和财经表现最为不满；有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蔡英文的“新政”
无感。有台湾媒体毫不讳言地说，仅仅
3个月多一点，在两岸关系还没有出现
大危机时，民进党就把民众对其重返执
政后的期待消耗光了。

“执政傲慢”

刚刚过去的花莲市长补选，蓝绿双
方重军压境。民进党有意借拿下花莲
市，缓解执政后状况频出的压力，国民
党更是势在必得，把补选视为是对蔡英
文执政百日信任度的投票。结果，蓝营
大获全胜。

拥有行政资源的民进党，为何在本
次选举落败？有媒体认为，主因还是在
于执政心态。民进党籍“立委”段宜康
脸书贴文称，“我可以假装尊重选举结
果 ， 但 我 没 办 法 假 装 不 鄙 视 那 些 选
民”。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尽管该文
后来删除，却显见重返执政的民进党并
不 像 蔡 英 文 要 求 的 “ 谦 卑 谦 卑 再 谦
卑”，“假装”后面，是一副活生生的傲
慢与偏见嘴脸。

通过盘点不难发现，蔡上任刚满百
天，多项政策出现前后立场不一的“发
夹弯”，绿营“立委”及官员的失言更
让情势火上加油。与“5·20”之前相

比，不但凸显绿营台上台下对人对己两
套标准，更反映出新当局的“执政傲
慢”心态。从重大建设到两岸关系，这
个自称“不被意识形态绑架”“不轮流
讨好谁”“最会沟通”的新当局，面对
政策质疑却显得左支右绌，拙劣操作更
是虚伪难掩。

具体到蔡英文本人，虽然多次提点众
人要“谦卑”，但她受访时面对民调直直落
和外界种种负面解读，仍显得老神在在，
一句“还好啦”轻轻带过，让人琢磨不已。

施政不力

有香港媒体评论说，民众更期待提
振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具体作为。遗憾的
是，蔡上台后，先推动清算国民党党产
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反造成蓝营
悲情及社会分裂，导致民心散溃。

政治考量压过专业治理，自然就容
易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比如，台“行
政院”为弥补陆客流失，原想向东南亚
招手，随后又宣称要组团到大陆行销台
湾观光；先前桃园捷运公司提出机场捷
运 有 4522 项 异 常 事 项 ， 似 乎 安 全 第
一，现在经“交通部”调查后又“无关
安 全 ” 了 ， 力 拼 年 底 “ 先 通 车 再 改
善”。凡此种种，让民众看得一头雾水。

“生鸡蛋的没有，放鸡屎的一堆”，
王姓旅游业者抱怨说，新当局上台百
日，旅游业已被“修理”两次。之前是
新当局错误的政策让陆客减少，“行政
院”相关负责人却表示，“水龙头不是
我们关的”。现在却又指示“观光局”
赴陆行销推广台湾观光，找人找客源。
前后矛盾，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没担当的‘政府’只会拿业者当炮
灰”，他建议，蔡英文当局要拿出骨气
面对问题，不要躲在业者后面推责任。

台湾《旺报》就此发问，以往老说
“国民党卖台”“大陆打压”的民进党，
在全面执政后，现在要如何再把施政不
力的原因都推给国民党及大陆呢？

两岸难题

蔡英文自诩可以维持两岸现状，但
两岸的撕裂却变本加厉。香港《东方日
报》评论指出，使蔡英文民调下滑的重
要原因是既不肯承认“九二共识”，又
不肯进一步与北京探讨“一中”内涵的
阐述，两岸沟通大门紧闭，双边关系不
稳，影响了台湾的对外空间，导致民调
难以维持。

何况，两岸关系不仅仅是“九二共
识”问题，还系着台湾长期繁荣的多项
决定因素。两岸关系低迷、陆客观光大
减，导致岛内创世纪旅行社倒闭，是预
料中的“第一枪”。台湾各地传出将有
超过50家饭店旅馆出售，过去8年一直
在扩张，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观光业将
就此反转。未来旅游业寒风将持续扩
散，从旅行社吹入饭店旅馆业、游览车
业、夜市小贩、观光区，甚至旅馆洗被
单劳工的身上。媒体直言，蔡当局若再
不努力，恐失去施政权威。

再说，所有民调数据都显示，过半
民众反对“联美联日抗中”路线，不希
望新当局的政策破坏良性互动、经贸互
利的两岸关系，也反对走回“烽火外
交”与“支票簿外交”老路，希望蔡优
先搞好经济与两岸关系。而从“雄三”
误射事件、轻率处理陆客团火烧车事
件，到成立“新南向”办公室的“大象
与蚂蚁论”，一再重创蔡英文的形象和
民意支持。归根结底一句话，只有先理
顺两岸关系，台湾经济成长的任督二脉
才能打通，台湾才能找到宽阔的出路。

民意压力

有媒体述评认为，花莲市“蓝天”
重现，无疑是一叶知秋，也是民众给蔡
执政百日的提醒：倘若执政成绩持续不
及格，这场败选只是一个开始。

9月12日，旅游业者将上台北凯达
格兰大道游行，抗议当局无力解决陆客
减少问题。这场动员活动以“求生存、
有工作、能温饱”为主轴，诉说“我们
很努力，却不能温饱”“今日你加冕为
王，一切是乌有茫茫”。此前，“监督年
金改革行动联盟”宣布将在 9 月 3 日台
湾“军人节”举办大游行，喊出“反污
名、要尊严、抗议蔡英文、霸凌军公
教”的口号。

评论认为，摆在民进党眼前的现实
很清楚，年金制度引发军公教集体抗
争，观光业因陆客不来而急速冷冻，两
股民怨都要走向“总统府”抗议。民进
党重返执政后，民众的信任实际上正一
点一滴流失。

面对上述执政百天“四大皆空”的
困局，有媒体苦口婆心表示，蔡与前面
三任同期民调相较，下降幅度与速度都
最大，切不可掉以轻心、自我感觉良
好。有民众投书媒体表示，所谓百日定
江山，原因与企业界把试用期订在 3个
月是同一道理。试用期间能力不佳或品
行不良，有可能领到一张“不适任”的
解聘书。而“总统”却可以当 4年，根
本不怕老板 （台湾选民） 解约，也难怪
蔡对近期民调起落一副不是太有感的样
子。但无论如何，执政已百日，没有所
谓的蜜月期。蔡英文不能老打选举时的

“反马牌”，民进党不能再制造执政垃
圾。如果拿不出真办法，后面民众就要
用选票表达他们的看法了。

状况百出 民气溃散

蔡英文上台百日“四大皆空”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据新华社澳门8月29日电（邢朝、王晨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29日清晨顺利完成进驻澳门以来
第17次建制单位轮换。

上午 6 时 30 分，轮换进澳和出澳官兵在澳门氹仔
营区参加轮换防务交接仪式。驻澳门部队政治委员张
智猛在仪式上致辞，高度赞扬轮换出澳的部队坚决贯
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以实
际行动展示威武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赢得澳门广大
民众赞誉。同时勉励轮换进澳履行防务的官兵，牢记
党和人民重托，继续弘扬驻澳精神，严格遵守基本
法、驻军法，忠实履行防务职责，爱澳亲民，砥砺初
心，争做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努力成为有效履
行澳门防务的精兵劲旅，向党和人民交出优秀答卷。

为尽量不干扰市民生活，此次轮换按照惯例仍然
在清晨进行。经中央军委批准，从 2000年开始，驻澳
门部队施行轮换制，轮换前后部队员额和装备数量保
持不变。

8月29日，里约奥运会国家奥运精英代表团一行抵达澳门外港码头，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
澳门特区政府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图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 （右二） 等抵达澳门外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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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完成建制单位轮换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互联互通·网络
创新——香港大学生新媒体实习计划2016”结业仪式8
月27日在港举行。在与实习学生代表互动交流时，特
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寄语香港年轻人，发挥好自己的优
势，为将来事业做好准备。

此实习计划由香港齐心基金会和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主办。约400名香港青年，在暑假期间到北京和
上海的著名互联网企业实习1个月。实习工作包括新媒
体设计、内容制作、采访编辑、精算及大数据分析、
互联网金融、市场推广、活动策划等。

主办方当天以“敢创，我可以”为题举办结业仪
式和分享交流会。学生代表黄乐怡表示，在北京实习
期间，体验到如何以手机应用程式解决日常生活所
需，例如打车、叫外卖等，一按手机就可以得到相关
服务，可见这些互联网应用在内地十分发达。

梁振英回应说，香港在电子钱包等应用方面的确
比较落后，主要因为香港金融监管的力度很大，难免
会阻碍创新产品的发展。因此，特区政府会在监管和
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梁振英勉励香港年轻人好好利用自己在语言和国
际视野等方面的优势，并把握机会表现自己，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他说，任何经济体，只要有
6％至 7％的经济增长，一定有好的发展机会，建议年
轻一代放眼这些地方，前往发展。

香港400名青年完成内地实习

据新华社厦门8月28日电（记者尚昊、付敏） 记
者从厦门市旅游协会获悉，金门专线旅游诚信指导价
日前公布。从9月1日起，游客前往金门游玩时，可根
据指导价，掂量团费的合理性，避开不合理低价游。

据介绍，金门专线旅游诚信指导价具体为：“金门
一日游”为 388 元；“金门二日游”平日为 758 元，假
日为 848 元；“金门错峰二日游”为 628 元。其中，平
日指周一至周四，假日指周五至周日，错峰二日游指
周一至周四特定航班。

这些专线旅游价格是厦门市旅游协会在收集全市
各大旅行社的产品路线，并征询绝大多数旅行社的意
见后归纳得出的。上述价格由厦门市旅游协会主导，
金门县旅行商业同业公会配合执行。

记者了解到，现阶段大陆游客赴金门旅游依然不
够规范，其中“低价游”问题十分突出。旅行社的赴
金门游报价往往很低，比如个别旅行社推出的金门一
日游每人报价仅200多元，而最优惠的金门往返船票就
需约300元。

“低于‘正常成本价’竞争导致的结果，一是游览
景点少、时间短；二是增加行程外购物；三是直接影
响旅游品质，游客投诉率高。”厦门市旅游协会会长谢
进元表示。

金门专线旅游指导价公布
业界提醒游客避开低价游

本报香港8月29日电（记者
陈然） 29 日下午 3 时，里约奥运
会国家奥运精英代表团一行结束
3 天的访港行程，在上环港澳码
头乘船转往澳门继续访问交流。

代表团访港最后一天上午，
运动员兵分多路与全港青少年、
市民及学生再做交流。

中国女排代表到马鞍山体育
馆与青少年切磋球技，主教练郎
平寄语青少年，在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无论怎样艰难都要坚持下
去。部分乒、羽球员代表到访香
港体育学院，与青年运动员进行
示范比赛，有学生认为交流机会
难得，特别带了一块乒乓球拍给
许昕签名。羽毛球及跳水项目冠
军傅海峰、林跃则在港岛区一所
小学分享运动心得，校方分别向
两人赠送由国学大师饶宗颐题写
的“勇攀高峰”及“龙跃凤鸣”
作为表扬。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为
代表团举行欢送午宴，中联办主任
张晓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
派员宋哲、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
等出席并与运动员亲切交谈。

张晓明在午宴上致辞感谢体
育健儿们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
参加各种交流活动。他说，3 天来
代表团成员走学校、进商场、访安
老院，与香港市民面对面互动，再
掀奥运热潮，极大激发了香港同
胞的爱国热情，也为香港社会注
入了正能量。

随后，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局长刘江华陪同代表团乘专车前
往港澳码头。大批市民提早赶到
码头送别，有市民表示自己特意
请假来送别运动员，认为他们访
港行程太短，希望下次有更多交
流活动、可近距离“追星”。

此次国家奥运精英代表团访
港，引起香港舆论的热烈反响，
电视台直播示范表演及文艺汇演
等主要活动，各大报章纷纷跟踪
报道精英运动员的各项行程与交
流活动，社会各界好评如潮。有
本地社评认为，国家精英运动员
访港，带来的不仅是金牌和运动
技巧，更是中央和全国人民对香
港同胞的关怀与激励，为青少年
认识祖国和培育正能量送上一份

“洪荒之力”。

奥运精英代表团结束访港赴澳门奥运精英代表团结束访港赴澳门

香港球迷手持标语支持偶像。 中新社记者 邓庆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