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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率略低出乎意料
14日天公作美，台北的天氣回暖，中

午約有20攝氏度，而且還見到了久違的陽
光。路上行人紛紛脫去厚厚的外套，輕裝
逛街。早前天氣預報顯示，14日可能全台

都會降雨，藍綠陣營擔心，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欲，尤其藍營更
是憂心忡忡，因為一般來說，綠營支持者的投票熱情都很高，不
管天氣如何，都會外出投票。但藍營支持者的政治熱情則不如綠
營，如果遇上陰冷的雨天，可能就只呆在家裡。

2000年大選投票日雖然碰上陰雨天，但由於三強相爭，泛藍
分裂，選情緊繃，投票率依然高達82%。2004年大選投票日天氣
晴朗，投票率也有80%，而2008年大選的投票率則略低於以往，
只有76%，一方面是因為下雨，另一方面選民都覺得國民黨勝券
在握，而民進黨則大勢已去。今年的投票日雖遇上好天氣，而且
「雙英」各自的支持率一直處於微弱差距，但投票率不如預期，

僅有74%。

港生體驗驚險一刻
台灣大選不僅吸引海外媒體前來採訪，也為本港有志從事傳

媒行業的莘莘學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習機會。浸會大學廣播新
聞系的黃貝紋、吳子豪和丁嘉韻14 日就來到新北市中和區秀朗
小學投票站採訪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投票事宜。雖是在
學學生，但表現專業，絲毫不差於在場的傳媒前輩。為了佔據採
訪的有利位置，三人特別提早一小時來到投票站，因此當蔡英文
來到時，都能近距離地進行採訪，只是由於追訪的傳媒太多、場
面混亂，黃貝紋被其他媒體的攝像機撞到。她說，這次真正體驗
到了一線記者的辛苦和危險，同時也獲益良多。

挺馬棄馬兩樣情
新北市中和區秀朗小學 14 日變身為投票站。前來投票的從

事運輸業的陳先生表示，他支持馬英九，覺得馬英九的兩岸政策
很好，因為兩岸都是中國人，應該要和平交流，而且大陸這些年
的變化實在太大，台灣很多人都沒有去過大陸，對大陸不了解，
因而對大陸有偏見。陳先生說，他以前沒有投票的習慣，但今年
一定要來，因為知道馬英九和蔡英文的差距很小，要用自己手中
的一票幫助馬英九連任。而退休人士曾女士則表示，她上次大選
投了馬英九一票，因為不滿陳水扁貪污公款，但這幾年又覺得馬
英九做得不好，這次轉而支持蔡英文。

媒體擠爆投票所
台灣大選成為全球焦點，三名 「總統」候選

人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分別到各自所屬的投
票站投票，吸引大批中外媒體前往採訪，現場
可謂水泄不通。由於在場群眾和記者太多，保
安人員都十分緊張，在高位和投票所一帶進行
監察，怕最後一刻會出什麼意外。

在馬英九的投票所外，可能地方較
大，傳媒朋友都十分守秩序，電子媒
體一早已整齊地放置攝錄機和腳架
。工作人員本來細心地安排 「咪架
」，方便媒體放置台咪收音，但
由於咪實在太多， 「咪架」頭重
腳輕差點倒下，最後唯有用大會
安排的咪收音。

【本報記者朱穗怡、宋佩瑜
台北十四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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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史
兵福州十四日電】
福建省社科院台研
所原所長、台灣問

題專家吳能遠今晚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說，馬
英九勝選連任，是台灣選民為自己作出的正
確選擇，反映出台灣選民更加理性、成熟，
以及藍綠對立局面有所緩和，這對台灣未來
克服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衝擊有利。相信，
大陸和美國方面都樂於見到這種結果。

吳能遠說，當今世界已普遍感
到經濟危機到來，台灣民眾也已
認識到：台灣經濟要向好發展，

一定要保持兩岸關係穩定，才會有
更多商機。台灣人民很幸運
，台灣選民為自己的前途作
出的好的抉擇。對於國民黨
來說，大選獲勝可以提升內
部士氣，也為其內部的進一
步改革贏得了四年穩定的寶

貴時間。如果不勝，國民黨有可能因此出現
分裂。吳能遠指出，台灣的選舉往往有鐘擺
效應，容易發生執政黨輪替的問題，爭取連
任並不容易。因此，2016 年的選舉局面將更
複雜，國民黨應抓緊時間培養領袖人物，為
國民黨繼續執政打拚。

民進黨敗選兩大罩門
對於民進黨而言，此次敗選有兩大罩門

：一是否定 「九二共識」，引起島內企業界
的恐慌，大家擔心蔡英文當選會影響兩岸關
係，進而影響到島內正在好轉的經濟發展。
而蔡英文抹黑台灣企業界，則使更多人不信
任她。所以，敗選後民進黨必然會引起內部
的深刻反省：為何北多輸、南少贏？說明台
灣民眾已越來越理性，人民希望發展經濟，
民進黨必須面對 「九二共識」，沒有路線上
的轉型，要想贏得 2016 年大選，其路還很漫
長。二是民進黨至今沒有與陳水扁真正切割
， 「宇昌案」、 「蘇嘉全風波」等，還是不

清廉的問題。
吳能遠說，雖然選舉結果標誌着台灣島

內藍綠對立局面有所緩和，但馬英九要緩和
島內族群對立，還有很多事要做。一是不能
像 2008 年首次當選後那樣，只顧討好綠營，
而不顧藍營的利益；二是在樹立公平正義的
形象時，要努力摘掉 「無能」的帽子；三是
重視弱勢群體，讓更多人享受到經濟發展的
成果。

馬勝選連任符美意願
縱觀此次台灣大選，吳能遠認為美國表

現得比較中立，不過，包道格的表態透露出
美國希望台灣和兩岸關係維持穩定，不希望
這個大方向有改變，因為美國內部還有很多
頭疼的問題要處理。美國不希望民進黨執政
，是擔心兩岸因此重啟爭端。美國欲重返亞
太，與中國還有許多爭端，但要解決問題就
不能與中國對立，而是要合作。因此，美國
對兩岸和平發展是認同的，甚至是支持的。

專家評點專家評點

台選民為自己作出正確抉擇

A4 要聞

九二共識順應民意 兩岸發展大有可為

社 評

備受關注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昨天落下帷幕
，國民黨的 「馬吳配」 大比分拋落民進黨 「英嘉配
」 ，毫無懸念地贏得了選舉的勝利。在台灣何去何
從的關鍵時刻，選民用手中的選票為自己的未來作
出了莊嚴規劃：台灣要和平、穩定、發展，不要對
立、動盪和倒退。島內震耳欲聾般的歡慶聲似乎在
昭示，台灣將邁步向前，兩岸關係將有大發展。

誠如馬英九所言，這不是他個人的勝利，這是
台灣追求清廉、繁榮、和平的路線勝利。大選前，
台灣確實站在十字路口，未來發展方向充滿變數。
若馬英九連任，意味着兩岸關係將邁步向前，兩岸
大合作、大融合、大交流的局面將會繼續下去，兩
岸同胞將收穫更多紅利。如蔡英文上台，兩岸必定
生變，不僅業已取得的成果付諸東流，而且可能引
發新的衝突對立，兩岸關係面臨大倒退。在這次選
舉中，台灣人民毅然選擇了前者。

馬英九勝選的關鍵在於兩岸政績。馬英九執政
的三年多時間裡，海協、海基兩會迄今已經舉行過
七次會談，簽署了十六項協議，兩會依據 「對等互
惠」 的原則，建立了制度性協商。在雙方共同努力
下，兩岸關係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步入合作共
贏的良性循環。多項民意調查均顯示，兩岸直航、
陸客來台及兩岸 ECFA，是台灣民眾對馬英九執政
滿意度最高的三項政策，也是馬政府在選戰中真正
能夠拿得出手的「業績」。支持馬英九，就是支持
「九二共識」，就是支持兩岸邁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綠營輸也輸在兩岸政策上。對民進黨來說，儘
管有陳水扁貪腐案的羈絆，還有 「暴力小英」 形象
困擾，再加上 「宇昌案」 的影響，但這一切都是枝
節，最重要的是其頑固不變的 「台獨」 路線。相較
藍營 「業績」 ，兩岸關係顯然是蔡英文的 「軟肋」
。為了爭取迴旋空間，綠營試圖以模糊的 「台灣共

識」 替代 「九二共識」 ，結果卻適得其反，不僅未
獲得民眾認可，反而引起更大混亂，人們在蔡英文
閃爍其辭的說明中終於感悟到其政策的 「台獨」 本
質，認識到綠營上台可能給台灣和兩岸帶來的巨大
風險。對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民眾明確向民進黨
亮了 「紅燈」 。

過去的三年多，兩岸關係步入跨躍式發展的新
階段。台灣民眾深知這一成果來之不易，深知 「九
二共識」 對台灣及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性。當台灣
民眾對自己未來作出慎重選擇時，人們最終選擇了
向 「台獨」 說 「不」 ，選擇了 「進一步開創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共同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 的正確道路。

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兩岸關係未來發展也將遇到新的問題和障礙。應

當看到，兩岸關係經過了三年多的快速發

展，正在由 「易」 到 「難」 ，逐步進入 「深水區」
。雙方雖在經濟、文化、人文等領域達成眾多成果
，但固有的深層矛盾並沒有解決。隨着交流、合作
的逐步擴大，將不可避免地觸及諸如政治、軍事互
信、和平協議、祖國統一等一系列敏感議題。兩岸
關係繼續發展，不可能永遠不觸及、不解決這些重
大問題。而這些難題的解決，不僅需要開放、變革
的心態和政策，更需要雙方領導人的膽略和智慧，
需要直面挑戰克服困難的勇氣。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轟轟烈烈的大
選結束之日，也是未來美好願景開啟之時。兩岸同
胞本是一家，只要有政治意願，就沒有解決不了的
問題，就沒有闖不過的難關。有兩岸民眾的共同支
持，有雙方制度化協商的合理安排，有理由相信，
兩岸關係將在 「承前啟後」 基礎上，邁向更加光明
的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一定會實現。

據中央社報道，馬英九這次的兩岸訴求
延續 2008 年競選 「總統」時的政見，維持台
海不統、不獨、不武現狀，並在 「一中各表
」的 「九二共識」基礎下，進一步深化兩岸
制度化協商。

馬英九：兩岸牌成勝選關鍵
不同的是，馬英九競選連任，4年施政，

他繳出包括簽署ECFA及兩岸直航、開放大陸
觀光客來台等成績單。兩岸關係的改善，包
括美、日等國等公開肯定。

兩岸關係牽動台灣經濟等各層面，是台
灣最上位的問題。馬英九4年任內，推動兩岸
關係改善，兩岸交流讓許多產業受惠，而受
惠者沒藍綠之分，包括部分長期挺綠的企業
領袖，都不避諱在選戰期間，公開肯定政府
推動ECFA。

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提出以台

灣共識取代 「九二共識」，馬英九則反駁，
若不接受 「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將倒退。
兩岸議題主導這次大選，也讓這場選舉，形
同選民對兩岸關係的選擇。

不僅企業家，馬英九也屢次提到日月潭
阿婆茶葉蛋受惠大陸觀光客來台生意變好，
訴求兩岸關係改善後，受惠的不僅企業主，
而包括各階層。

台大政治系教授王業立表示，馬英九在
外交與兩岸關係有突破，多數選民還是願意
再給馬英九一次機會。

如同馬英九所說，企業家不見得是站出
來支持他，但都是支持 「九二共識」。 「九
二共識」代表的穩定、安定訴求，獲大多數
選民認同，讓馬英九連任成功。

呂秀蓮：王雪紅挺馬殺傷力大
台灣前 「副總統」呂秀蓮表示，她始終

不認為宋楚瑜參選可以幫助民進黨選情；而
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選前一天表態力挺馬英
九，對民進黨更是帶來很大的殺傷力。

呂秀蓮表示，在宋楚瑜參選前，藍營對
馬英九不滿，而存觀望態度；宋楚瑜決定參
選後，藍營產生危機意識，因而將票數集中
在馬英九身上。她說，從宋楚瑜只超過30 多
萬票可以證明，民進黨先前認為宋楚瑜參選
幫助民進黨是錯誤的。她說， 「我一開始就
不以為然」。

由於 30 多萬台商並未列入民調系統，呂
秀蓮上周就提醒民調看不到的因素， 「不幸
言中了我的擔心。」而選前工商企業和科技
界大老競相挺馬吳，呂秀蓮說，尤其王雪紅
在前一天的高調表態， 「這臨門一腳，殺傷
力很大」，讓她相當驚訝。她說，王雪紅大
動作表態，她深信王雪紅說的是真心話，當
時她心想，如果民進黨勝選，以後一定要檢
討 「反商」政策。

呂秀蓮說，這場選戰後來演變成 「九二
共識」與台灣共識之爭；但 「九二共識」太
簡單，台灣共識太模糊。她也很遺憾蔡英文
未能將台灣共識說清楚，坦言 「最後幾天，
我很着急，覺得不對勁」。

和平紅利和平紅利選民有感選民有感
【本報訊】台灣 「總統」 馬英九在這次大選強調 「執政」 後的兩岸 「和平

紅利」 ，訴求若無 「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將倒退，多名企業家在最後階段出
面力挺 「九二共識」 ，多數選民選擇安定，讓馬英九連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表
示，企業家挺 「九二共識」 ，讓更多民眾思考其重要性， 「可見兩岸和平紅利
，人民還是有感」 。

▲台灣苗栗市高齡105歲的人瑞孫添富從不缺席投票，14
日投票前說 「要投給會做事的人」 中央社

◀台灣民眾
在投票站外
排隊投票

中通社

▶台灣民眾投票時，寵物犬
不離身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