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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大选”过后，中国国民党内出现了
一些奇怪的声音。有人说要对大陆强硬，不排
除中断“三通”，有人说要放弃“九二共识”建
立“反统一”论述。国民党内的少部分人似乎
认为，国民党是输在“不够绿”。奇谈怪论，令
人惊诧。这些人该动脑想想，假如国民党变成

“翻版民进党”，还有竞争优势吗，还有存在的
必要吗？

2018 年底，韩国瑜高喊“九二共识”是定
海神针，“‘台独’比梅毒还可怕”，带动“韩
流”席卷南台湾，高票拿下绿营执政 20 年的高
雄市。此次“大选”，韩国瑜不再大方宣扬“九
二共识”，国民党两岸论述向内收缩，被外界讥
为对民进党“拿香跟着拜”，结果在高雄只拿到
61万票，比高雄市长选举的 89万票整整少了 28
万票。

两相对比，坚持“九二共识”得高票，对
绿营“拿香跟着拜”丢了票，一目了然。国民
党部分人是如何得出相反结论的，令人费解。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民进党丧心病狂地反

“一国两制”、反“九二共识”，推“反渗透
法”，对蓝营支持者大加恐吓威胁与迫害，令部
分意志软弱的国民党人士产生错觉，甚或如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般对施害者产生了认
同和崇拜，进而认为必须要以对手为师吧？

自马英九2008年胜选以来，“九二共识”一
直是国民党的制胜法宝，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

是中国国民党区别于民进党的最大特色和核心
优势。然而，国民党内一些人对此懵懵懂懂，
佛在心头却向外浪求，老想做点明珠暗投、弃
明投暗的傻事。

2014 年“九合一”选举大败之后，国民党
检讨败因时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旗帜鲜明坚
守党心党魂，另一派认为应趋向中间向民进党
靠拢，结果是中间派占了上风，“中国国民党”
变“台湾国民党”的声音一时甚嚣尘上。此后
国民党声势一路低迷，直到出了个“非主流”
的韩国瑜，以另类方式带动国民党狂胜 2018 年

“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各路人马以为
“机会来了”，纷纷出来“卡位”，内斗再度升
级。而韩国瑜在“大选”中也没了放手一搏的
气势，在两岸议题上未能主动出击，反露避战
之怯态，终致饮恨。

国民党败因很多，比如内斗内行、外斗外
行，比如在位时未能及时修改课纲而致“去中
国化”教育泛滥成灾，比如民进党手握行政资
源，又如香港修例风波让民进党有机可乘等
等。但无论怎么检讨，都不该得出国民党之败
跟坚持“九二共识”有关的结论。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
针，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础。国民党要是
抛弃“九二共识”，将置两岸关系于何地，置蓝
营支持者于何地，置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民众
福祉于何地？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下，政党争取

胜选固然无可厚非，但为了选票难道就可以置
公理、正义、是非、民族大义于不顾吗？如果

“台独”能换选票，难道国民党也要去奉行
“台独”？

更何况，国民党一些人认为变“绿”才是
出路，根本是开错药方拿错药，错拿毒药当解
药。国民党若弃守“九二共识”，自身就没有了
守护两岸和平的价值，丢掉了自孙中山时代传
承而来的党魂，失去了制衡民进党的作用。若
中国国民党不再是中国国民党，而成了民进党
的“东施效颦版”，台湾要这样的政党何用？

针对这种跟着绿营指挥棒走和举旗投降的
论调，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已发出严厉批评和警
告。诚如台湾学者赵春山所指出的，某些人的
说法是“因噎废食”，“不应该把攸关两岸全民
的权益，拿来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国民党不可
因一时失败而忧怀丧志，唯有坚守正确理念和
价值，才是救亡图存的正道和王道。与此同
时，国民党要保有长远的眼光，看到“贼吃
肉”也要看得到“贼挨打”。毕竟，以民进党的
倒行逆施，虽暂逞一时之快，露出马脚和付出
代价也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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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北省台办介绍，湖北、河南、台湾三地近
来围绕一名15岁的台胞，开展了一场生命接力。

1 月 19 日，15 岁的小宇随母亲马先玲从台
湾赴湖北荆门探亲，原定于 2 月 11 日乘坐长沙
飞高雄的班机返台。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多地
关闭出城通道，返台班机停飞。

据了解，小宇患血友病需定期注射特定针
剂，母子行前只备好 3 支专用针剂。2 月 10 日，
小宇随身携带的最后一只针剂即将用完，当地
医院专家表示，该药剂属在台湾使用的新药，
目前还未进入大陆市场。医院虽有凝血药物，
但患者临时更换恐有排斥反应。

马先玲向荆门市台办求助，该市台办及时
上报湖北省台办。经综合考虑，省台办拟于2月
5日安排母子乘春节包机返台，但包机事宜至今
未能成行。

15 岁少年的生命牵动各方，一场爱心接力
由此而起。为使小宇不断药，荆门市台办当即
与荆门台协会长简俊男联系，让他委托台湾的
朋友设法拿到针剂并送到台湾桃园机场，请其
转交于2月9日飞河南郑州的班机。

湖北省、荆门市台办及时与河南省台办、
郑州市台协联系，协调针剂收取事宜。河南省
台办报请省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同意后回复，药

剂抵达郑州机场后，安排专人专车送到鄂豫交
界处。湖北省台办做出派遣取药的衔接安排。

9日下午，AE993次航班抵达郑州机场，河
南省台办安排将药剂送往鄂豫省界；10 日凌晨
荆门市台办、荆门市台协将救命药剂送到了小
宇母亲马先玲手上。简俊男说，自己也是家
长，看到病童母亲焦急，自己感同身受。

湖北省台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疫情依然
严峻、防疫工作条件艰困的情况下，各级台办
时刻把台胞的生命安危放在首位，克服困难、
全力协作。广大台胞在返乡受阻的冷意中，感
受到两岸一家亲、同胞一家人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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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妇联、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发起“关爱支援
湖北医护人员行动”。每周给参加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家庭配送

“暖心包”，包括蔬菜、水果、肉、蛋、奶及生活用品等，直至支援湖北
医疗队任务结束。 柴 婷摄 （新华社发）

暖心礼包暖人心

上图：2月10日，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润厚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工人有序
复工开始生产。复工后，该厂每日可向防护口罩生产企业提供耳带原料2吨。

右图：2月10日，屏山县佳鑫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复产，该厂可每天向
市场供应面食10000公斤。图为工人正在生产面条。

庄歌尔摄 （人民视觉）

四川宜宾四川宜宾：：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再等一下，彩虹出现就天晴。”面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
江苏常州创业的“90后”台湾姑娘宋
彤大年初三开始创作一首名为《陪你
等天晴》的歌曲。连日来，她反复练习，
不断打磨，情到深处，不禁落泪。

“你好吗？天空灰得看不清你的
模样，我在遥远的城市牵挂。点一盏
灯，照往你的方向。”歌词写道：“多
希望，像记忆中你笑得那么开朗。你倦
容的眼神下，是不是渴望一双温暖的
手将你拥在怀里。不让你再，再受伤。”

“我只希望这首歌能让更多武汉
人听到，给他们一点点温暖。”春节假
期宋彤回到台湾，她在接受记者微信
采访时表示，她虽然人在高雄，但每天
都会关注武汉乃至大陆的疫情进展，
身边的很多台湾朋友也都想为大陆疫

情做点事情。“我是学音乐的，所以就
想到了创作一首歌为武汉同胞鼓劲。”

2017年开始，热爱艺术的宋彤长
期跟随台湾音乐剧团到大陆各地巡
演。2018年5月，宋彤随团队来到武
汉演出，停留了十几天。虽然时间不
长，武汉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武汉，我第一次看到了长江、
黄鹤楼，以前只在课本、古诗里了解过
它们，亲眼看到的感觉很不一样，回去
我还跟身边的台湾朋友炫耀了很久。
武汉的菜也特别好吃。”回忆起第一次
到武汉的经历，宋彤依然特别兴奋。

音乐剧演出结束后，宋彤所在的
团队还去了武汉的一家养老院，给老
人表演才艺，送去礼物。

令宋彤最为感动的当属热情好客
而又性格坚毅的武汉人。

“在武汉的十几天，身边的人对
我们都十分友善，像家人一般关心，
至今我的微信朋友圈依然有很多武汉
朋友关注、点赞，我们也会相互问
候。”宋彤说，在武汉，完全没有异
乡的感觉，很温暖。

疫情发生后，宋彤一度不敢看手
机，不想看到增长的确诊病例数字。

“看到武汉‘受伤’，我心里难受。在
我还能看书、喝茶的当下，有多少人
在和病毒搏斗，有多少医护人员冒着
被感染的风险不眠不休。”

“我并不是个特别会说话的人，
总是把想说的话写成歌。让我们一起
等，等2020的天晴。”宋彤说。

她的愿望，也正如歌词中所写
的：“我知道这痛你忍住不喊，你不
用说话，不要害怕，我会一直一直在
这里。为你盖一座城堡，为你挡住乌
云，再等一下，彩虹出现就天晴。”

正在指导宋彤修改、完善歌曲的
音乐总监黄子轩告诉记者，他们团队
最近一直在加班加点打磨歌曲。“我
们希望用音乐抚慰心灵，给更多受疫
情影响的大陆同胞鼓劲、加油！”

（据新华社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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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赈灾
专户收到捐赠的数字在不断跳升。李嘉
诚基金会捐款 1 亿港元用于武汉防疫抗
疫、世茂房地产控股公司捐款 3000 万港
元、福建社团联会首批捐赠300万港元、港
区妇联代表联谊会捐款300万港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香港各界人
士高度关注内地疫情和抗疫工作，纷纷
联系中联办表达对内地同胞的关心关切，
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自发向内地捐款捐
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0日，香港各
界已通过中联办和其他各种渠道，向内地
捐款捐物累计折合人民币超过10亿元。

同时，一些社团和机构还从海外采购
了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和医疗设备，送往
内地抗疫一线。香港中联办已与中国红十
字总会联络，将把上述善款转交，并由其
根据疫情需要分配和监督使用。

“抗疫道路上，我们心手相连”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
员、港区省级政协委员，工商界、侨
界、专业界、宗教界、妇女界等香港各
界团体、机构和社会人士，近日纷纷捐
赠善款和急需物资。

全国政协常委许荣茂代表世茂集团
第一时间捐助 3000 万港元并捐赠一批防
疫口罩，他企盼每个“小家”平安顺
利，中国这个“大家”风调雨顺。全国
政协委员、红杉中国沈南鹏设立了 1000
万元人民币的专项基金，并分批向武汉
抗疫一线捐赠 37 万件急需的医疗物资，
其中 16万件直接投递至火神山医院。全
国政协委员许家印捐款3亿元人民币、杨
国强捐款 1 亿元人民币、纪海鹏捐款
5000万元人民币……

全国政协委员吕耀东以嘉华集团名
义捐款2000万港元，他对记者说：“疫情
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众多的‘逆行
者’让我感受到凝聚的中国力量，点燃
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林龙安设立 1500
万元人民币抗疫专项基金并捐赠一批
N95 口罩和医用防护服，全国政协委员
翟美卿旗下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捐款
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医护人员关爱基
金，孟丽红夫妇捐款 1000 万元人民币成

立抗疫基金，从海外采购防疫物资捐赠给广东，并给南海区政府提供一
栋酒店280个房间作防疫备用，郑翔玲旗下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向中国医学
科学院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

李嘉诚基金会除了2月10日定向捐助武汉医护人员的1亿港元外，还
将陆续捐赠物资，基金会发言人表示，“抗疫道路上，我们心手相连”。
李家杰和李家诚以家族名义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恒基兆业设立抗疫
基金的启动资金，他们表示，这只是“第一笔紧急捐款”，之后还会视情
况所需，追加更多的资源。香港太古集团也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疫
情防控和支持一线医护人员。

“最困难时期，我们守望相助”

在港的各同乡社团也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大力支持家乡的抗疫工作。
香港湖北社团总会合计捐款 1634万元，筹集物资超过 950万元。香

港江西社团 （联谊） 总会已向江西等地捐款2200多万元，防护口罩39万
多个。香港海南社团总会2月4日向家乡海南发送首批物资。

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向武汉和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捐赠医用口罩 4 万
个、防护服2.5万套。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募集了近300万港元支持抗疫一
线，已经从海外向湖北等地捐赠 60 万个口罩。广西、浙江、江苏、上
海、四川等省区市在港社团亦纷纷捐款捐物。

“爱心不隔离，行动不间断。”山东省海联会理事蔡润初所在的香港
兆进集团，第一时间向湖北省钟祥市捐助总值 185 万港元的急需医用物
资。一串长长的捐款名单，是香港山东商会联合总会 50 余位理事的爱
心，他们慷慨解囊，短时间捐款捐物21万元。该会会长王殿杰采购3000
副护目镜、1万个外科口罩等捐给滨州市政府。

防疫抗疫，各显其能。香港恒隆地产集团宣布拨款人民币1000万元成
立基金，支持内地和香港抗疫，同时向内地商场租户提供三星期的租金减
半。禹洲集团旗下禹洲商业主动把租金减半，以纾缓租户的营运压力。为支
持延迟开学高校的线上教学能力建设，香港永州联谊会名誉会长方业昌决
定向全国高校及在职人员免费开放慧科集团的多项教学资源及线上课程。

不少署名“爱心人士”的捐款到了香港中联办赈灾专户，他们慷慨
解囊，有的留下话语，表示要“集小爱为大爱”，“最困难时期，我们守
望相助”，充分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内地同胞携手同心抗疫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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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0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 10 日应询表示，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近来不断发表具
有“两国论”含义的分裂言论，摆
出加大两岸对抗的姿态，加紧策划
台美勾连新动作，借机谋“独”，
公然进行危险的挑衅。中国人民解
放军有关行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

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奉
劝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有记者问，2月9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实施战
备巡航，权威人士认为这是对赖清
德窜访美国搞勾连活动的警告，请
予说明。马晓光就此作上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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