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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团结香港基金
主席董建华不久前出席团结香港基金
周年工作视频会议，发表了题为“无
惧风雨、克服逆境、共创黄金时代”
的主题演讲。在面对全球百年未有大
变局、国家百年奋斗新目标、香港百
年一遇新契机的背景下，董建华表
示，只要香港750万市民一条心，放下
分歧、企稳脚步，坚决支持落实“一
国两制”，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
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在大变局中再
创崭新的黄金时代。现将演讲内容摘
编如下：

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全
中国最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只可惜，近
年却因为政治争拗，陷入了无休止的内
耗，严重拖慢了社会发展步伐。过去一
年，环球局势持续动荡，香港亦深受复
杂的内外因素影响，经济下滑。

在全球大变局中，香港不可能置
身事外。香港的经济民生等所有环
节，都和国家息息相关。如今，国家
正在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为新的百年
目标奋斗，香港要当仁不让，把握机
遇，作出应有的贡献。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
“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等，这些
都是香港百年一遇的重要契机，香港
只有搭上国家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才能迎来经济上的再次腾飞。

“食老本”“等运到”从来不是香
港人的个性。香港历来的经济转型，
都是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及时转变思维，实现飞跃发展的。我
明白有部分香港人会担心，如果香港
融入大湾区发展，岂不是失去了香港
独特的地位和功能？

其实这种想法，是绝对的误解。融
入大湾区的发展，并不是要求香港放弃
自己的特色或者独有优势。在全球大变
局中，国家的策略，就是坚持对外开放，
坚持合作共赢。香港作为全国最开放的
城市，就是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配合
国家开放、合作、共赢的政策，在“国内
国外双循环”之下，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就是让香港可以在
更辽阔的空间，更充分展现活力，发挥
优势，提升竞争力。

大家可知道，现时大湾区的经济
规模已经超过韩国，生产总值达到 1.6
万亿美元。我希望香港年轻人多走
走，认真看看湾区的制造基地，创业
中心，庞大市场，优厚潜力，那里有

一片天下等待你们去探索，有一个时代等待你们去开
创，有一个未来等待你们去拥抱。

“一国两制”是确保香港人安居乐业的最佳制度安
排，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我们对“一国两制”有信
心，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尽管现在世界充满变数，但永
远不变的，是香港人理性务实、灵活创新、勤奋拼搏、
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变的，是我们对平等机会、自由竞
争、多元开放、和谐包容的价值；不变的，是香港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是祖国长流不息的关怀爱护，是“一
国两制”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只要750万人一条心，放下分歧，修补撕裂，大家企稳
脚步，调整心态，坚决支持落实“一国两制”，积极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以创新思维推动经济和社会革新，我深信，香港
一定能够培育新的优势，实现新的发展，寻获新的动力，克
服逆境，在大变局中再创崭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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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期间，于魁智和李胜素与澳
门的京剧票友、媒体代表举行了小型
见面会，多方面探讨京剧表演艺术的
普及与传承。他们在分享中指出，京
剧艺术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期望通过演出让澳门市民
品味精彩纷呈、震撼人心的国粹盛
宴。这次来澳门，他们也走进校园与
学生交流，希望向青少年推广中华传
统文化，令学生们对传统文化有更多
的认同感。

据两人介绍，《杨门女将》 主题

鲜明，是文武并重的大戏，也融合了
青衣、老旦、武戏演员，难度非常
大。它的主题突出精忠报国、中华民
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该剧由国家京剧
院排演几十年，在海内外深受欢迎。

《龙凤呈祥》 是一部文戏，既有
经典唱段、精彩表演，也有诙谐的桥
段、丑行的表演，会让人看到京剧艺
术独具特色的表现魅力，还能看到京
剧华美的服饰、色彩斑斓的脸谱等。

“同学们，你们知道在看京剧演出
中，什么时候要叫好吗？”国家京剧院此
次还与镜平学校中学部和嘉诺撒圣心
女子中学的师生们见面，以深入浅出的
讲解，带来一场生动的京剧普及课。

京剧的形成和特点、京剧“唱、
念、做、打”的表演技巧、京剧有哪
些行当、京剧脸谱如何勾画、京剧团
乐队的构成……师生们听得津津有
味。演员们同时配合演出了 《三岔
口》《贵妃醉酒》《锁麟囊》 等片段，
引得台下一片叫好声。学生们还受邀
上台参与互动，学习简单的表演程
序，亲身体会京剧的表演魅力。

激发兴趣

“澳门回归祖国之后，作为代表
澳门未来希望的青少年，更应该了解
和熟知中华传统文化，在他们幼年时
期，及时、多方位地了解富含中华传
统文化的京剧艺术，会对他们的成长
进步和对祖国的热爱起到潜移默化的
作用。国家京剧院在这方面有义不容
辞的责任。”张亚峰说。

张亚峰说，国家京剧院今后每年
会到澳门来做惠民演出，进校园演出。
他们打算和澳门的文化和教育部门商
洽合作，在澳门开设京剧考级与培训，
从娃娃抓起。“希望在国家京剧院的舞
台上，未来能有优秀的澳门学生考到
内地的专业院校，进行系统的戏曲学
习，从而加入国家京剧院的演出队伍，
登上国家京剧院演出的舞台。”

“随着国家京剧院和澳门建立合
作机制之后，京剧艺术培训班会在澳
门落地生根，让澳门喜欢京剧的爱好
者来学、来演。我们会来演，澳门的
小朋友和学生们也可以演。让京剧艺
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推广中华传统文
化，展现戏曲之美。”张亚峰说，但
凡是国家京剧院在澳门开展的教育培
训，必派出一流的专家和团队。

这是国家京剧院第二次赴澳门演
出。2019年，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
周年，国家京剧院一团首次来到澳
门，接连带来 《满江红》《凤还巢》

《帝女花》3场国粹盛宴，演出阵容强
大，流派纷呈。其中《满江红》为剧
院多年保留剧目，《凤还巢》 是梅派

名剧，《帝女花》 则是由粤剧戏宝移
植改编而成。

融合创新

“京剧与粤剧融合的尝试由来已
久，在国家京剧院建院之初，广东粤
剧的代表性人物红线女就北上拜梅兰
芳先生为师，虚心请教梅派唱法和表
演技巧，对自己的唱腔和舞台演出做
进一步锤炼和提升。”张亚峰说。

领衔出演京剧《帝女花》的于魁
智和李胜素说，梅兰芳先生是国家京
剧院首任院长，其时已向地方戏曲学
习和借鉴。国家京剧院在几年前本着
向粤剧经典致敬的态度，把 《帝女
花》移植改编成京剧，也到广东和港
澳地区来演出，深受观众喜爱。

张亚峰说，去年 10 月，国家京
剧院在广州举办的“京腔粤韵 唱响
湾 区 ” 活 动 上 ， 不 仅 上 演 了 京 剧

《帝女花》，还和广州粤剧院签署了
人才培养、剧目创作等方面的合作
协议，使京剧与粤剧的表演艺术在
互融互通互鉴上有了机制和规划性
的长效保障。

除了推动京剧在澳门扎根、将京
剧和粤剧融合，京剧和地方元素还能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早在 2015 年，
澳门女作家穆欣欣以当地历史故事为
题材，创作了原创京剧 《镜海魂》。
该剧将澳门历史文化元素与京剧表演
形式相融合，还将澳门元素穿插其中
——以澳门教堂庙宇为背景、将《七
子之歌》作为引子、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鱼行醉龙”亮相京剧舞台，
都令观众备感亲切又眼前一亮。

该剧在澳门当地演出，收获不俗
反响。同年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登场，
洋溢其间的澳门风情韵味也令首都观
众着迷。“京剧是国粹的代表，京剧
的恢宏大气和澳门 400年厚重的灵魂
相契合，可以带着澳门故事走得更
远。”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
志良说。

澳门的
“京剧情缘”

本报记者 张 盼

日前，国家京剧院一行赴澳门演出交流。演出

由内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和李胜素领衔，

献演剧目中，《杨门女将》为该院四代承传大戏，

《龙凤呈祥》 更是京剧经典，让澳门观众大开眼

界，充分领略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两场演出盛况

空前，一票难求。

此次活动由国家京剧院党委书记张亚峰率领，

他对澳门媒体表示：“澳门观众对京剧艺术的喜爱

让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我们肯定还会再来！”

说到屋顶，你想到的是宽
大空旷的露台，还是闲置杂物
的场所？台北市对都市水泥建
筑的屋顶利用，别有一番规
划。从2015年起，台北市推动

“田园城市”计划，号召市民在
屋顶种瓜菜，大楼顶上来耕
田。截至2019年底，台北市开
发的“可食用绿屋顶”面积共
近 20万平方米，约为 27.6个足
球场大小，不仅丰富了都市人
的精神生活，产出数量可观的
有机果蔬，也增加了城市绿化
面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可谓一石多鸟。

据介绍，目前台北市的“绿
屋顶”分三种类型，包括盆钵型、
薄层型与庭园型。其中盆钵型占
比最大，大约90%的绿屋顶都选
择盆钵，造价每平方米约 4000
元新台币；其次为薄层型，台北
市政府机关大多都选择薄层型；
最后则是庭园型，因为要在建筑
设计时就得考虑建筑物的防水
隔热等，所以很少人选择。

推广“绿屋顶”的台湾七
星农业发展基金会蔡其昌表
示，都市内部虽然繁华，但可
耕地稀少，“绿屋顶”的规划，
让不少台北市民能够在城市中
享受“开心农场”般的种菜乐

趣。大多数民众在“绿屋顶”
上会选择种植多年生的叶菜
类，除了不太需要维护管理，
也能自己食用，包括生菜、地
瓜叶、木耳菜、空心菜等。

薄层型的“绿屋顶”则大
多用在台北市属单位建筑上。
台北市产发局农业发展科农企
股股长童智全透露，产发局每
年会投入 700 万元新台币的预

算用于开发“绿屋顶”。蔡其昌介
绍，薄层型“绿屋顶”大多种植多
肉植物、禾本科植物和马齿苋品
种，这 3 种植物的特色是耐旱，
可以自然放养，不用浇水。

而庭园型“绿屋顶”最难
上手，也较少人选择，因为屋
顶结构要能承载土壤和植物的
重量，同时要设计排水系统与
隔热，因此房子若已经盖好，

就不太适合庭园型“绿屋顶”。
2020 年，台北市政府在市

中心的大安森林公园内新增
“绿屋顶”示范区。在大安森林
公园儿童小舞台旁，有种满各
式蔬菜瓜果类的盆钵型，也有
以耐旱植物铺成草皮的薄层
型，还有欧式庭园风的庭园
型。市长柯文哲表示，市府各
级机关、学校的“绿屋顶”已
达一定成果，下个目标要推广
到私人机构与家庭住宅，让

“田园城市”变产业。
台北市工务局公园处园艺

科长杨国瑜表示，“绿屋顶”除
了可增加城市绿地，也有调节
建筑温度、回馈公益甚至陶冶
身心等好处。以校园的“绿屋
顶”为例，平均可使建筑物降
温0.5到4摄氏度，减少了校园
空调的使用量，达到节能减碳
效果。许多“绿屋顶”践行者
也响应公益回馈，将种植的蔬
果转赠养护机构、长照中心等
单位。据统计，2018 年就有
347 公斤的公益蔬果捐赠，还
不包括许多邻里间共餐、共享
的蔬果。杨国瑜说，近年来

“绿屋顶”在台北供不应求，越
来越多民众加入到种植“绿屋
顶”的热潮中来。

台北：都市建筑长出“绿屋顶”
本报记者 汪灵犀

▲ 台北市万华双园里区民活动中心璞心园“绿屋顶”种
植了多种绿植。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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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G5322次列车日前从平潭站缓缓驶出，祖国大陆离台湾岛最近
的铁路——福平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福平铁路是京福高铁的重要延伸
段，全长约88公里，最高运营时速200公里。

福平铁路建设历时 7年，穿山越海，克服了重重困难。尤其是在风
大、浪高、岩硬的平潭海域，建设者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跨海
大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福平铁路开通后，大大提升了平潭的交通
辐射能力，台胞经平潭可以便捷通达北京、上海等大陆各地。

声音

▲ 国家京剧院演员 （左二） 为澳门中学生演示戏曲身段。（资料图片）▲ 国家京剧院演员 （左二） 为澳门中学生演示戏曲身段。（资料图片）

▲ 国家京剧院一行在澳门演出《龙凤呈祥》。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