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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前不久表示，当初东
方航空公司运载第一批滞留
湖北台胞返台时，台湾方面
有准备1万份防护衣，预备让
东航带回捐给大陆，但东航
当时因作业不及没有收下。
蔡英文在应媒体询问时也表
示，“是有表达一定的善意”。

对此，海峡之声广播电
台发表评论表示，如果民进
党当局真想表达改善两岸关
系的善意，那么，它应该好
好想一想，什么才是善意，
是大陆方面可以感受、能够
接受的善意。文章摘编如下：

中 华 民 族 强 调 义 利 之
辩，有重情重义的传统。两
岸之间的善意表达，相较钱
和物，更重要的是心和情。
疫情发生之初，大陆防疫物
资虽然一度紧缺，但相较于
捐款捐物，大陆方面更期待
的是两岸之间守望相助、同
心同德的同胞亲情，这才是
莫大的善意。

然而，疫情发生后，民
进党当局头面人物第一时间
宣布“禁止口罩出口”，采
取措施严防防疫物资流入大
陆，继而对大陆造谣污蔑，
称 大 陆 疫 情 “ 害 惨 全 世
界”，使用“武汉病毒”“武
汉肺炎”等歧视性字眼，煽
动所谓“反中仇中”情绪，
并借机“以疫谋独”，完全
是 一 副 幸 灾 乐 祸 、 落 井 下
石、趁火打劫的样子。在这
种情形下，纵使捐赠一点防
疫物资，又如何能让大陆民
众感受到并相信所谓的“善
意”呢？

与民进党当局一些政客形
成对比的是，一些岛内民众、民间团体以“人饥
己饥，人溺己溺”之心，急大陆同胞之所急，冲
破当局阻挠，以各种方式将筹措到的防疫物资送
到大陆；而在大陆台胞则纷纷投身大陆抗疫行
动，留下了许多感人事迹。这些台胞以人间大
德、同胞之爱，真正让大陆民众感受到满满的温
暖和善意。

而大陆方面也始终本着对台湾民众生命健
康福祉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向台湾有
关方面通报疫情信息，包括专门通报大陆与世
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和获取相关基因
序列途径的信息。疫情发生以来，大陆从未禁
止防疫物资出口，台湾地区从大陆采购防疫物
资的渠道始终是畅通的。这些都体现了大陆方
面对台湾同胞的真心和善意。

病毒不分你我，两岸命运相连。这是这次
疫情再一次证明的浅显道理。如果民进党当局
真为台湾好，真有改善两岸关系的善意，第一
步就应该停止对大陆的造谣污蔑，停止煽动所
谓“仇陆反中”民粹情绪，停止“以疫谋独”
的政治操作。

湾仔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区域之一。
从开埠之初的望海观音古庙 （位于如今
皇后大道东上），到现存的当时顺海而行
的电车轨道，再到后来的告士打道、会
议道……沧海变桑田，湾仔那一条条海
岸线，不断成为后来的内陆路，恰似湾
仔成长的“年轮”，记录着她从小渔港嬗
变成繁华都市的光阴故事。

“牛刀小试”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智鹏介绍，1840

年以前，香港居民多以务农为主，人口主
要集中在新界，整个港岛的人口不超过
8000人。位于港岛北面的小渔港湾仔，人
口则不足2000人。开埠后，大量外国商户
活跃在湾仔、中区一带，湾仔成为外国
人、上流社会的社交活跃地。19世纪50
年代，华南地区爆发变乱，不少居民“走
难”至香港，香港人口激增。港英政府开
始向湾仔以东一带填海。

根据湾仔区文化历史旅游推广小组
撰写的 《寻找湾仔海岸线》 研究报告，
1851年，香港政府制订了第一个填海计
划，建议由西营盘至铜锣湾一带建筑一
条横贯整个城市的海堤。

没想到，1855年正式公布计划后受
到当时上流社会的反对，因为这会影响
他们的船坞经营。港英政府时任总督约
翰·宝灵将目光投向了湾仔的一大片低洼
地——湾仔摩理臣山以东、利园山以
西，南面是黄泥涌村前的农地。每逢雨

季，这片低地就会被从三面涌下的雨水
淹没、无法使用。宝灵计划将这片低地
填高，卖给发展商。

宝灵还计划将黄泥涌村前的农地填
高作跑马场。当时，上流社会人士都热
衷赛马，计划获得他们大力支持。今天
的鹅颈涌及其附近的地方，就是当时填
海所得土地。

此后至19世纪60年代，当时在任的
总督也积极建设各类海堤工程。直至
1868 年，湾仔零星共增加了约 3.5 公顷
的土地，新地由云咸街推进至般咸道，
再伸展至德辅道东一带。

规模填海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

间，香港人口攀升、住屋拥挤、卫生环
境堪忧……各界人士纷纷呼吁，香港迎
来有规模的填海时代。

政府首先启动的是中区填海计划。
《简明香港史》介绍，填海工程1889年正
式展开，填海范围西起西营盘的屈地
街，东至中环的海军船坞，全长约3.2公
里，宽76米，填获新地共24公顷，原来
的海岸线向北推移，延伸至现在的干诺
道中。

随着土地增加，外国人口不断涌
入，据统计，1900 年左右，香港人口
已经增加至 30 万人，湾仔是当时人口
最为密集的地区。为继续纾缓稠密的
人口，香港政府在 1921 年展开海旁东

填海计划，填海范围从海军船坞以东
的军器厂街开始，至铜锣湾怡和洋行
货仓为止。

挖掘技术不足、工人罢工、工程费
用不断增加……填海工程困难重重，直
至 1930 年，海旁东填海工程终于完成。
湾仔不仅新增了35公顷的土地，还重建
了输水管道、排雨水渠、道路和建筑
等，城市配套设施逐渐完善。

填海工程完成后，湾仔吸引不少海
外华侨华人和内地居民来港投资及居
住。一时间，工厂、商铺、酒店等建筑
拔地而起，有轨电车沿着海岸线驶过，
湾仔一派欣欣向荣。

全盛时代
香港商贸迅速发展，现有土地已不

足以满足庞大的需求。1922年，香港成
立了负责城市规划的委员会，规划了香
港未来 50 年的长期发展。委员会建议，
香港继续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包括将
旺角避风塘及中环添马舰总部进行填
海，以铺设九广铁路及其支线。1948年
英国城市规划师艾伯克隆比又在一份报
告中建议，填海工程扩展至九龙南部以
增加土地，同时开发新界，兴建新市镇。

1965至1972年间，湾仔填海计划迅
速展开。工程完成后，湾仔的范围随即
伸展至今天的会议道一带，港岛北岸的
海岸线再次延伸、向北推进。这段时

期，香港正经历“经济起飞”，商业活动
也因中环区的商业楼宇供应饱和而渐渐
向东扩展，湾仔填海工程正好回应这一
趋势，湾仔顺理成章成为另一个重要的
商业区。

随后，香港艺术中心、新鸿基中
心、香港演艺学院、华润大厦、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及中环中心 （旧翼） 等
建筑相继落成，这些建筑不少已成香
港地标。

上个世纪90年代，湾仔填海工程快
马加鞭进行。从1983年至1991年，香港
刊发的《海港填海及市区发展研究》《全
港发展策略》 及 《都会计划》 等多份官
方文件都提及湾仔急切需要填海。

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资料显
示，湾仔填海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
1994年开始，1997年结束，在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的北面，以填海的方式开拓一
个岛，为扩建会展中心提供土地。第二
期自2009年开始，旨在提供土地兴建中
环及湾仔绕道、东区走廊连接路和其他
道路，计划容纳港铁沙田线至中环线和
北港岛线，并兴建一条延伸的海滨长
廊。目前，大部分工程已完成。

去年9月出版的《湾仔画当年》一书
写到，随着湾仔的海岸线变迁，湾仔码头
由昔日的海旁东迁至分域街，再迁到会展
附近的位置，一再北移，“或许不久将
来，九龙与香港两岸又会再走近一步”。

（新华社香港电）

台北公共租用的自行车是用来出行的，也是用来晒图的。如
果搜索其名Ubike，跳出来的往往是美食美景，当然还有喜欢晒照
的美女。因为台北的自行车道分两大类，一类是市区方便出行
的，一类是沿河岸供休闲运动的，“去骑车吧”成为大家假日相约
的重要选项。

台北的公租自行车Ubike，U在图标上被设计成一个嘴角上扬
的笑脸，但如果你习惯了随骑随停，还真笑不起来。一位北京的
同行怕采访堵车，看见黄色的Ubike就刷开了骑到目的地，可是他
半天找不到地方还车，只好推着车转来转去，结果成为迟到最久
的人。Ubike定点租还，自行车与车桩绑定，要刷卡才能从车桩上
拉出，也要找到车桩才能推入结算。只有捷运 （地铁） 站、某些
公园、知名地标才有站点。

凡事都有两面，定点租还让使用者不能随心所欲，但不会因
乱停乱放妨碍交通，也能让维修工人及时检修，降低坏车率。从
这个角度来说，使用者享受了用车便利。记者在疫情期间尽量使
用Ubike出行，在台北哪怕是很偏僻的租车点都没遇到过坏车，还
可以下载个APP查询最近的站点，免除不能随停的麻烦。

Ubike的支付方式是公交卡，也就是捷运悠悠卡，先把悠悠卡
和手机绑定，就可以刷卡取车、还车、付费了。计费方式是4小时
内每半小时 10元 （新台币，下同），4—8小时每半小时 20元，超
过 8小时每半小时为 40元。还有就是界线问题，台北、新北 （原
台北县） 交错相连，所以租还车不限制，但如果您骑出了双北还
车，那就要额外加一笔数百元的调度费。不过，那也不是一般人
的体力所能到的啊！

台北多水景，歌曲就有 《流浪到淡水》、“一样的月光，一样
地照着新店溪”等等。除了最大的河流淡水河之外，汇入淡水的
基隆河、大汉溪、新店溪、景美溪都在台北蜿蜒出灵动的曲线，
台北市沿这些水岸建设了自行车专用道，并结合岸边原生林地和
人文资源建设公园、休息站。这些专用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河
滨，不同的前缀代表不同的路线，至少有10条河滨骑行道。

既然是专用道，机动车禁止入内，有的美景地段还另辟窄窄
一条“行人道”，以树木和草地相隔，人车分离，骑行者充分体验
一路畅通。令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河滨专用道供骑行者使用的流
动厕所、休息座椅设置充分，但不设餐饮店、商店，偶见食品自
动贩卖机，假日时有的公园有临时小吃摊位。这样既保障了河岸
的清洁宁静，又令骑行者完全置身于山水田园之中。

沿河岸骑行，苇丛芒花、水鸟榕荫，时时入画。骑行者也可
停在河滨公园溜娃、野餐，可根据路边的指示牌辨识鸟类植物，
还可按路标暂时驶离去看市区的景点。

台北Ubike公办民营，2009年试运营，前三年惨赔，以至引起
台北是否适合发展公租自行车的讨论。反对方认为，台北高温多
雨，全年一半的时间有雨，不宜自行车出行，没有买方市场。但

台北市评估后认为台北人口密集，寸土寸金，停车位一位难
求，也再难拓展。绿色出行既是发展方向，对出行难也不无
小补。在企业犹豫是否续约经营时，台北市放出优惠大招，
增加租用点、首骑前30分钟免费、打造市内三横三纵自行车专用道，并投放
大量广告。第四年，Ubike开始赢利。

今年，根据合约，台北市政府按年收入 15%分成就能进账 3亿元，台北
每辆 Ubike每天平均周转 15次。Ubike的逆转胜原因是多方面的，记者从使
用者角度观察，一是运营有序，每天每个站点都有穿制服背心的工作人员在
检查车辆，有一天下雨，记者在中山捷运站附近的停车点看到工作人员将故
障车辆取出放在一边。记者询问他能否雨停再工作，他回答说，必须定时定
点完成工作，与接故障车和送新车的同事衔接上；二是付费方便，用交通卡
租车付费，不用依赖网络，不会使用 APP 的人也能操作；三是提升服务，
Ubike车上设有临停的钥匙，如果你停车买东西、上厕所、或在河滨公园休
息拍照，可临时锁车。此外，Ubike的车筐、车灯、三档变速也令骑行体验
更愉快。

在台北骑自行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城市，也可以思考一下共享经
济的取胜之道。 （本报台北4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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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仔“年轮”
——海岸线嬗变的光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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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本地消费、提振
内需，连日来澳门特区政府
向 当 地 居 民 发 放 首 期 每 人
3000元 （澳门元，下同）、有
效期3个月的电子消费卡。澳
门居民可于 7 月 17 日前，在
政府部门和银行设置的约150
个服务点领取已充值 3000 元
的电子消费卡，使用期限为5
月1日至7月31日。该电子消
费卡每天使用上限为 300 元，
只可用于澳门本地餐饮、零
售和生活百货等。

据统计，目前澳门平均
每天发出电子消费卡超过3万
张，特区政府呼吁居民按其
登记时间到相关地点领卡，
配合维持现场秩序，避免出
现拥挤情况；领卡所需的授
权书、声明书可在网上免费
下载或到现场领取。居民领
卡后需妥善保管，遗失不会
补发，也不能兑换成现金。

为了推广消费卡的使用，特区政府已向
巿面上可使用消费卡的商户发派海报，请他
们粘贴在店内，以便让消费者知悉使用范
畴。同时，有关部门近日已帮商户安装约数
千台澳门通卡机。而在消费卡推出前，澳门
通在本地已有逾 1.3 万个应用点，零售占
7000多个，餐饮占 3000多个，已知渗透率达
7至8成。

部分商户表示，近期不少客人到店询问
用卡事宜，他们预计电子消费卡的推出可
带动生意增加两至三成，届时商店将会推
出优惠方案吸引顾客。另外，部分商户希
望电子消费卡调高每天 300 元的限额，甚至
取消设限。

此外，澳门还将于今年 8 月至 12 月向全
体澳门居民再次发放消费补贴每人 5000 元，
连同第一期发放的3000元，共发放8000元。

（瑞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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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北市民周末骑自行车出游。

图为湾仔附近的海域。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图为香港民众跑步时路过湾仔海岸的艺术装置图为香港民众跑步时路过湾仔海岸的艺术装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吴晓初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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