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初審通過同性婚姻修法
團體抗議引發衝突 反對陣營民調領先18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立法院」26日

初審通過婚姻平權民法修正草案，全案仍需協商。當天，有

反同團體集會抗議並引發衝突。同日，最新公佈的一份民調

顯示，台目前「反同」超「挺同」18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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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昨日
初審通過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動

議，異性或同性婚姻當事人適用夫妻權利
義務的規定，新增「同性婚約，應由雙方
當事人自行訂定」，全案須經由朝野協
商。當天，台「下一代幸福聯盟」在「立
法院」外集會，民眾高喊「停止審查，交
付公投」等口號表達立場，近百位「反
同」民眾還翻牆進入院區內抗議。

前「立委」斥為所欲為
翻牆進到院區內的「反同」民眾，遭員警
以束帶反綁雙手。法案完成初審後，經過警
方逐一登記基本資料、拍照蒐證後，抗議民
眾高喊「婚姻家庭、全民決定」口號，離開
院區轉往凱達格蘭大道靜坐抗議，要求蔡英
文下台、罷免支持同婚「立委」。
當天，在相關法案處理完畢後，持反對意

見的前「立委」謝啟大突然在警力戒護下現
身，大罵推動同婚修法的民進黨「立委」尤
美女，但尤未理會，並在警力戒護下離去。
謝啟大質疑，今天尤美女強制的把一個

絕大多數台灣人反對的法案，這樣閉門通
過，一個「立委」可以這樣為所欲為嗎？

仍有半年溝通協商
尤會後受訪稱，「這樣一個法不會改變

現在任何異性戀婚姻」，也不會毀家廢
婚。全案仍須朝野協商，距離法案三讀還
有半年時間，希望社會各界把握黃金6個月
時間多溝通，讓社會更加理解。
另據報道，台灣民意基金會26日公佈最

新民調指，「挺同」「反同」交鋒，已從
11月雙方旗鼓相當，轉變成目前「反同」
超前「挺同」18個百分點，71%認為現在
不須急於立法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聯
合新聞網、《經濟日報》報道，台
灣地區「觀光局」發佈的最新統計
數字顯示，今年11月大陸遊客赴台
人數同比下降43%，創2008年7月
開放陸客觀光以來單月第二大降
幅。11月赴台觀光陸客為20.3萬
人，較去年同期減少15.5萬人，降
幅達43.2%。
報道稱，近日「觀光局」才大張

旗鼓迎接今年來台第1,000萬名境
外旅客，但觀光業者隨即打臉「觀
光局」，說這是假象，因為消費力
僅次於日本的中國大陸旅客，來台
人數大幅縮減，讓相關觀光產業叫
苦連天。
報道指，陸客快速衰退的月份，集
中在台灣新當局上台後的6至 11
月。兩岸關係緊繃的大環境若不
變，明年陸客來台狀況恐更不樂觀。

一季度陸客料減30萬人次
另據《旺報》26日報道，近幾

年，每年春節都是陸客來台「大
月」，且年年增長，但明年春節料
將出現近年來首次負增長。台旅遊
業界預估，明年1月到3月，來台
陸客將大減至少30萬人次。
報道還說，由於兩岸關係氣氛不

佳，陸客在台消費也趨向保守，變
得「多看少說」、「多玩少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市衛
生局昨日宣佈，為維護師生、家長及民眾權
益，台北267所學校周邊人行道當日起成為
全面禁止吸煙場所。自2017年元旦起，台北
市公車站也全面禁煙。違者可處新台幣2,000
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
台北市衛生局健康管理處處長林夢蕙表

示，煙害防制法目前已規範高中以下學校
及大多數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煙，但
未將騎樓、人行道等戶外區域納入禁煙場
所範圍。
林夢蕙說，台北26日起再新增31所私立

學校，迄今一共累計有267所學校（含257
所公私立高中職、公立師大附中、8所大
學、台北美國學校）成為周邊無煙人行道。
同日，台北市衛生局還宣佈，明年1月1日

起，轄內932個公車站、共1,150座公車亭也
將全面禁止吸煙。

台北元旦起巴士站禁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2017 年兩岸關
係將充滿挑戰與變
數。」中國社科院
台灣研究所副所
長、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副主任朱衛東近日

在北京接受訪問時預測道。他強調，2017
年人們要高度警惕，全力遏阻兩岸關係出
現「黑天鵝」事件的可能性。
他分析，展望2017年，各種變數交織、

疊加、共振，兩岸關係對抗風險升高，台
海形勢複雜嚴峻；中國大陸仍將牢牢掌握
兩岸關係的主動權，有信心、有能力、有
辦法捍衛一個中國原則，確保台灣作為中
國一部分的地位不被改變。

指綠營或對形勢誤判
關於蔡英文當局新的一年會否在兩岸政

策上改弦易轍，朱衛東表示，從蔡英文上
台半年多的作為看，雖然她在兩岸關係上
承諾所謂「維持現狀」，並依據台灣地區
憲制性規定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
兩岸事務，但民進黨當局始終拒不承認體

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並利用執政
地位在島內大肆推動「去中國化」。
朱衛東認為，依目前來看，受民進黨操

控的島內部分社情民意以及美國當選總統
特朗普有關言論的衝擊，民進黨當局缺乏
調整兩岸政策的內在動力，有可能產生對
形勢的誤判和不切實際的幻想。

困局不利民進黨執政
「也因此，2017年人們要高度警惕，全
力遏阻兩岸關係出現『黑天鵝』事件的可
能性。」朱衛東強調。
他特別指出，目前兩岸關係陷入困局並

不是大陸方面造成的，也絕非大陸所願。
這種形勢除了「台獨」勢力拍手叫好外，
各利益攸關方都不樂意看到。離開了和平
發展的兩岸關係大環境，民進黨當局絕不
可能平順地解決經濟民生，更擺脫不了支
持度大幅下滑的魔咒。
朱衛東提出，2017年，大陸一方面應繼
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底
線，無論面臨多大的困難和挑戰，在原則問
題上絕不妥協退讓；另一方面，繼續加強兩
岸各領域的民間交流合作，深入做爭取台灣
民心的工作，真正讓台灣民眾感受到不同道
路帶來的不同結果。
「規矩始終擺在那裡。」朱衛東說，目
前大陸並未完全關上大門，仍在做最大努
力等待蔡英文當局交出那份「未完成的答
卷」，「球」還在蔡英文手中。

學者料明年兩岸關係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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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衛東朱衛東

■■「「反同反同」」民眾翻牆進入民眾翻牆進入
院區內抗議院區內抗議。。 中央社中央社

■反同婚者被工作人員制服。 中央社 ■支持者亦到場示威。 中央社

湖南韶山1,500名健兒前日通過跑
一場長跑，熱情參與到紀念一代偉人
毛澤東123周年誕辰的系列活動中，
表達他們的深切緬懷之情。
每年毛澤東誕辰前後，韶山都會舉

行「紅色傳承．韶山健康跑」，以響
應毛主席提出的「發展體育運動，增
強人民體質」的號召，深切緬懷毛澤
東的豐功偉績。如今「紅色傳承．韶
山健康跑」已成為湖南全民健身賽事
品牌。前日的「紅色傳承．韶山健康
跑」活動中，除了報名參賽的湖南健
兒，賽事主辦方還邀請了遵義、井岡

山、延安等紅色革命老區等地共
1,500名群眾參賽，更好地緬懷毛澤
東的豐功偉績，傳承紅色革命文化；
比賽沿途還設置了小型展板，展示毛
澤東同志波瀾壯闊的一生。
「沿途路面整潔平坦，風光優美宜

人，老百姓很熱情，賽事服務也很周
到。」來自延安的參賽選手齊育才
說，跑步時有種融入其中的感覺，既
鍛煉了身體，又欣賞了美景，更重要
的是緬懷了偉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湘健兒長跑

多族多教和諧共處
滇「秘境」展現包容境界

慶毛澤東誕辰

■■孖仔昨日首次對外亮相，牠們的性
格讓現場逗趣十足。 胡若璋 攝

■■前日的前日的「「紅色傳承紅色傳承．．韶山健康跑韶山健康跑」」共有共有11,,500500名名
健兒借參賽表達對毛澤東的緬懷之情健兒借參賽表達對毛澤東的緬懷之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迪慶州德欽縣，「一村多教、一戶多信」十分普遍。
圖為早前雲南宗教界運動會的選手在寒暄。 網上圖片

■■迪慶居民既有信天主教的，也有信藏傳佛教的。圖為龜
山大佛寺。 網上圖片

■■在迪慶在迪慶，，不同的宗教場所會毗鄰而居不同的宗教場所會毗鄰而居。。
圖為屬於天主教的茨中教堂圖為屬於天主教的茨中教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永正今年54歲，曾當過中小學語文老
師，退休後在茨中村裡開了家客棧並種

了幾畝葡萄。「我們信不信教、信什麼教，政
府不會干預。」張永正說，18年前他們結婚十
周年，自己受洗，由藏傳佛教改信天主教，而
已出嫁的大女兒則仍堅持信藏傳佛教。
「我們這裡沒有純粹的漢族、藏族和納西
族之分。」張永正說，「平安夜我們一家全
去了教堂，聽神父用漢語做彌撒，而我們用
藏語唱起了讚美詩，教堂外面藏傳佛教徒則
圍着篝火跳舞，就像纏繞在一起的葡萄藤，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分。」
海內外一些旅遊指南稱茨中村和德欽縣為
「中國秘境」。不少當地人相信，80多年前英

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小說《消失的地平
線》中描述的神秘和諧的「香格里拉」即在迪
慶。藏語裡「迪慶」意為「吉祥如意的地
方」，「德欽」為「極樂太平」，而「香格里
拉」則是「心中的日月」。經國務院正式批
准，迪慶州府中甸縣已經更名為香格里拉縣。

各種宗教建築毗鄰而居
僅從平時的穿着打扮判斷，外人很難看出
500餘名茨中村村民和其他地方居民的區別，
當地絕大多數村民是藏族。他們既有信天主
教的，也有信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包括
今年11月剛嫁到村裡的回族姑娘楊麗英。楊
麗英的丈夫次里農布和家裡其他人信藏傳佛

教，而她自己則信奉伊斯蘭教。在距茨中村
不足80公里的德欽阿墩子古城，多宗教並
存、多民族共融的和諧更加直觀──伊斯蘭
教清真寺和藏傳佛教的白塔在城中毗鄰而
居，清真寺綠色圓頂和白塔的金銀色塔尖交
相輝映。
這種由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民眾組成的家

庭在迪慶相當普遍，展現出互相包容、彼此
尊重、和諧共處的包容境界。迪慶目前40餘
萬總人口分屬26個民族，官方統計顯示，全
州目前有藏傳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
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各類宗教活動場
（處）所150個，信教群眾14.1萬人，宗教
教職人員2,727名。

穗大熊貓孖仔首亮相 一動一靜

每當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張永正夫婦心生煩惱或遭遇自身難

決之事，他們還都會出門向各自心中的神祇求助。張永正是藏

族，他到家附近的天主教堂祈禱獲得上帝的祝福；妻子和阿香是

納西族，會去喇嘛廟向佛許願。兩個彼此相愛的人並不覺得這有

什麼問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張永正說，在迪慶州德欽

縣，像他們茨中村這樣「一村多教、一戶多信」的很多。

■新華社

廣州長隆再次喜獲熊貓孖仔，昨
日，78天大的熊貓雙胞胎首次和外界
見面，睡眼矇矓的模樣萌翻全場。記
者獲悉，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已
連續四年成功繁育七隻國寶，刷新了
北回歸線以南，大熊貓繁育新歷史，
讓溫熱潮濕的嶺南氣候也成為了大熊
貓的「好孕」場所。
是日，雙胞胎首次對外亮相，大寶
沉靜喜睡，小寶淘氣愛吃，兄弟倆一
動一靜的性格，也讓現場逗趣十足。
目前雙胞胎幼崽還沒有名字，接下來
將會正式在全球範圍內徵集雙胞胎的
名字。

梅清連中三元獲封「英雄媽媽」
據介紹，大熊貓雙胞胎的媽媽「梅

清」於2002年出生在四川臥龍，2012
年 7月落戶長隆。據飼養員清姐透
露，梅清個性慵懶，坐着吃東西頗具
貴妃神韻，端坐之餘亦不乏調皮，總

喜歡把竹子掰開幾塊藏到胳肢窩再細
細品嚐。這次已經是梅清產的第三胎
了，這次再產雙胞胎，梅清可謂長隆
的「英雄媽媽」。
此前，長隆為迎接明年開園20周

年，由國家林業局批准、中國大熊貓
保護研究中心和長隆集團合作建設的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廣東基地公
佈喜訊。此次，大熊貓梅清誕下一對
大熊貓雙胞胎，對於在建設中的廣東
研究中心，可謂是錦上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