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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发言人14日针对七国集团发表声
明诋毁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发表谈话，对有关国家干涉
中国内政表示强烈反对。

发言人表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作出修改和完善，纯属中国内
政，任何外国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七国集
团就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发表的声明歪曲事
实，妄加评论，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发言人指出，全国人大日前作出完善香

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一国两制”
在香港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这是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是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实践证明，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就必须实
行“爱国者治港”；要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就
必须实行“爱国者治港”；要推进香港民主稳
健发展，就必须实行“爱国者治港”。

发言人表示，“港独”“黑暴”“揽炒”等违
法活动在香港一度肆虐，与西方一些国家公
开或暗中支持直接相关。在香港局势由乱转
治、日渐向好的今天，少数西方国家仍然打着

“自由”“民主”幌子，极力干扰香港事务，其政
治图谋世人皆知。中央政府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外部势
力插手香港事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
不移，任何霸权主义行径必将以失败告终。

2021年3月14日，是白色情人节，也是许
多新人视为结婚登记的“好日子”，因为含有

“1314”，谐音“一生一世”。
无论民政部门是否在呼吁中“加班”，从

现代人钟爱的数字偏好中，可以看出人们对
于美好的期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教授高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婚姻是人
生的头等大事。中国的传统礼俗中将选定婚
期称作“选择吉日”，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
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很多
繁复的婚嫁礼节和程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结婚选择吉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大重要传
统习俗，一直保留至今。

高颖的团队和北京市民政局合作，以“北京
市婚姻登记管理服务系统”
的数据库(2004年1月1日
至2013年12月31日之间)
为基础，进行了大规模的数
据挖掘和分析工作。

研究发现，现代人的“吉日”选择既有中国
民间古礼的印记，又融入了新的时代流行元素，
从年份、月份、日期、星期几均有明显的“偏好”。

登记“大小年”特点明显
比较十年来登记量可见，2005年、2007年

和2010年这3年的登记量明显少于其它年份。
这是为何？通过查阅民俗学方面的相关

资料可看到，2005年是农历鸡年(从2005年2
月9日开始正式进入鸡年，直到2006年1月29
日进入农历狗年)，而2005年，立春这一天，即
2月4日是农历猴年的腊月廿四，正好赶在了
猴年的岁尾，这导致农历鸡年“无春”。

按照民间的说法，没有“立春”的年份被称
为“寡妇年”或“瞎年”，而包含了两个“立春”的
2006年则被认为是“双春双喜”的结婚好年份。

事实上，“双春”和“无春”的出现，仅是一种
人为的历法现象，而且每19年中便会出现“单春”

5次、“双春”和“无春”各7次，与婚姻的成败和长
久与否并无干系。不过，很多人“宁可信其有”。

类似的，2007 年、2008 年和 2010 年登记
量的下滑，以及 2009 年登记量的井喷，也与

“无春年”“双春年”之说相关。
登记月份具明显偏向性

一般而言，8月、9月和12月是典型的结
婚“旺季”，其次为1月、3月和10月。

同时，“无春年”的说法则往往使岁末和岁
头的两个月(12月和1月)的登记量激增。不过，
即使剔除此类特殊情况的影响，12月、1月和3
月分别处于春节前后，与人们期待“双喜临门”“喜
庆成双”的心理相符；8月则因与近年来火爆的
数字“8”(发)相应、9月与“久”谐音而颇受青睐。

与之相对，4月、5月、7月和11月则是结

婚登记的“淡季”，5、7和11都是典型的单数。
登记日期呈明显规律性

从结婚登记的日期选择来看，每月6日、8
日、16日、18日、26日和28日，登记量均显著
高于其它日期，一方面因为是双数日期，另一
方面因有“六六大顺”和“八即是发”的寓意。
同时，9日因谐音“久”也是高峰日。

而在尾数为1、3、7的单数日子以及4日，
登记量则显著减少。当然，不排除2月14日、
3月14日这样的日子，登记量会明显增加。

十年来，有26个登记“高峰日”
在结婚登记数据库所涉及的总共3287天

中，日均结婚登记量为401.3对。其中，有26个
“高峰日”，日均结婚登记量达到4828.9对。

这 26 个日期中，占据前 5 位的均是年月
日数字相重合的日子：

2008年8月8日寓意“发发发”且与北京
奥运会同日；2009年9月9日谐音“久久久”；

2010年10月10日意味“十全十美”；就连11月
11日原本是民间的“光棍节”，但因与2011年
相配而有了诸如“出双入对”“爱你一分一秒
一心一意一生一世”等时代寓意，也颇受浪漫
青年的青睐；2012年12月12日这一天有三个

“十二”叠加，被网友称为“非常完美”。
26个登记“高峰日”中，2009年9月9日因

为恰好处在“双春年”而在众多“好日子”中独
占鳌头。

高峰日中，还有三个2月14日(西方的情
人节)和两个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体
现了东西方文化对青年人行为的双重影响。

周六登记颇受青睐
从10年来的数据看，周一是新人们选择

登记结婚的高峰日，其次为周二，而周四则备
受“冷落”。

近年来，中国多地民
政部门除了五天工作日
外，在每周的周六也开始

提供婚姻登记服务。北京民政部门从2009年
1月1日起实施新政，从此周六结婚登记量一
直稳定在较高水平，一方面新人登记不必再专
门向单位请假去登记，另一方面“六”被看作是
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高颖谈到，年轻人对于结婚登记日期的
选择偏好具有普遍性。研究分析表明，尽管
简约的婚姻风尚日益深入人心，但中华传统
的民俗信念和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强
大，它寄托了民众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

“发掘并正视公众行为中的规律性特征，
对于科学研究和实践管理均有重要意义。”她
认为，从研究的角度讲，人们不会片面地在结
婚登记数量的降低与进入法定结婚年龄的人
口数减少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从现实的管
理和公共服务的角度讲，则有助于相关部门
更好地开展工作，合理安排人员、提高工作效
率和服务质量。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广州3月14日电（记者 徐弘毅）广
东省疾控中心14日通报，该中心12日从两例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个案的鼻咽拭子中首次发
现B.1.525尼日利亚突变株，病毒分离工作仍
在进行中。

该两名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
者，在闭环管理中被发现，分别于2月21日、2

月22日报告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仍在医院接
受集中医学观察。3月5日，广东省疾控中心收
到广州市疾控中心上送的两名病例鼻咽拭子样
本，立即开展病毒分离和基因测序分析工作。3
月12日上午，通过对原始样本基因测序分析，结
果提示为B.1.525亚型，尼日利亚突变株。

据广东省疾控中心介绍，目前新冠病毒

尼日利亚突变株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生传
播，有研究发现，尼日利亚突变株让病毒传播
力增强，容易导致抗体中和逃逸现象出现，可
能导致感染过新冠肺炎病例再次感染。

今年以来，广东省疾控中心先后发现新冠
病毒英国突变株、南非突变株及尼日利亚突变
株，均是对境外输入病例样本进行回顾性基因
测序分析发现。广东省疾控中心表示，这些病例
都能被广东省灵敏的疾病监测系统捕捉到，及
时被纳入闭环管理，造成社区感染的风险极小。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强烈反对诋毁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干涉行径

十年中有十年中有2626个结婚登记个结婚登记““高峰日高峰日””

广东发现新冠病毒尼日利亚突变株

3 月 14
日拍摄的雪
中布达拉宫。

当日，西
藏自治区拉
萨市迎来一
场降雪。

新 华 社
记者 孙瑞博
摄

拉萨春雪

记者问：日前，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布
发表声明，称中方“激进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旨在干扰和压制批评声音”，“进一步违反

《中英联合声明》”。同时，七国集团外长和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联合声
明，就中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表达
关切”，称中国全国人大决定“侵蚀香港
选举制度的民主成分”，“破坏‘一国两
制’原则下的香港高度自治”。中国大使
馆对此有何评论？

使馆发言人：英国等有关国家和组织
政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理抹黑攻击
中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我想强调：

首先，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
区选举制度的权威性不容挑战。中国全国
人大作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完善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符合中国宪
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应有
之义，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正
当性不容歪曲，权威性不容挑战。

第二，所谓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压
制批评声音”、“侵蚀民主”、“破坏‘一国两
制’”等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香港回归以
来，中国始终并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将更好推动香港民主制度健康发
展，更好保障香港民众权利和自由，确保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第三，所谓“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

明》”纯属伪命题。中国政府管治香港的
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非《中
英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是
确保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回归后，《联合
声明》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英方对回归
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
存在所谓对香港民众的“责任”。任何外
国和组织无权借口《联合声明》插手香港
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第四，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香
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如何设计、怎么完善纯属中国内政，不
容任何外来干涉。近日，71个国家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作共同发言，另有
20多个国家单独发言，支持中方在涉港问题
上的立场和举措，反对其他国家干涉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充分
体现了是非公论。英国等有关国家和组织
政客执意扭曲事实，给中方滥加莫须有罪
名，丝毫不能改变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对事
情是非曲直的判断。中方有意志、有决心、
有能力维护自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敦促英国等有关国家和组织立即停止
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本报综合消息

中方坚决反对
14日，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

就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涉港声明及七

国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涉港联合声明答记者问。

新华社台北3月14日电（记者 吴济海
傅双琪）少子化给台湾教育带来持续冲
击。台当局教育主管部门14日公布，2021
年初中教育会考总报名人数共 202547 人，
比2020年减少近6500人，写下历年中考人
数新低。

少子化危机给台湾各阶段教育带来全
面冲击。台教育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统计
显示，2020学年，台湾各级学校学生总数为
421.2万人，比2011学年减少89万人，平均
年减2.1%。与2019学年相比，2020学年学
生总数计减4.9万人，其中以高中学校减少
3.3万人最多，且各阶段学生数均呈减少。

不敌少子化影响加剧，台湾兰阳技术
学院日前宣布从2021学年度起全面停招。
兰阳技术学院招生高峰时有近1万名学生
在读，如今只剩下300多人。

已经停办6年的永达技术学院转型失
败，该校董事会不久前被裁定解散清算，可
能成为台湾第一所完成解散清算的大专院
校。包括永达技术学院在内，台湾地区目
前已累计有5所大专院校停办。

少子化冲击

台湾中考人数写下历年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