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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购票人群排起长龙。 （资料图片）现场购票人群排起长龙。 （资料图片）

本报台北8月23日电（记者任成琦、吴储岐）“2016
台北上海城市论坛”23日在台北开幕。此次论坛以“展
现城市活力”为主题，通过分论坛的交流研讨，推动两
市在青年交流、医疗卫生、智慧城市、文化、交通等方
面的经验分享和交流互动，进一步深化上海与台北两市
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方代表当天签署了两个城市的
马拉松、电影节以及台北文山区与上海松江区之间的交
流合作备忘录。

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和上海市长代表沙海林分别在
开幕式主题演讲中分享了两座城市的管理经验和活力来
源。沙海林希望未来两个城市的交流合作更突出重点，
包括经贸交流“着力打造两地利益共同体”，文化教育

“增强两岸同胞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医疗卫生“更直
接为百姓做好服务”，“为两地青年学习、就业、创业提
供更多机会、创造更好条件”。

自 2010年起，这一在两岸双城轮流举办的论坛已形
成机制化交流。在当前两岸气氛下，“双城论坛”的举行
备受海内外关注。沙海林指出，过去8年来，两岸双方在
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并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开展，
这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我们十分珍视多年来上海
与台北两市来之不易的交流成果，十分感恩两市社会各
界为此而作出的积极努力和奉献，更深知这些交流成果
的取得，都有赖于我们双方对两岸关系及两岸城市交流
的性质有着正确的认识。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为论坛开幕
式作结束语时说，此次论坛的5个议题都是城市未来发展
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两地市府要持续合作的项目。

火龙果、凤梨、高丽菜、水稻……一
件件看似普通的水果或蔬菜，都成为他们
的灵感来源，经过巧手搭建，呈现出别具
特色的模样。8 月 19 日，15 件“中建海峡
杯”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

（以下简称“实体建构大赛”） 参赛作品逐
一实现了从图稿到实物的完美转换，呈现
在大众眼前。

作为第四届海峡青年节的重要组成活
动之一，本届实体建构大赛由中建海峡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连续第三次冠名主办，凸
显“参赛范围更广、品牌影响更高、作品
创意更新、两岸青年交流更活”等特点。

据了解，本届实体建构大赛首次分为
台湾和大陆两个赛区进行预赛选拔，并将
决赛地点由福州转移至台北。在参赛队伍
选择上，本届组委会面向大陆 56 所通过建
筑学专业评估的高校和台湾地区高校发出
邀请，共有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 18 所大
陆高校提交参赛方案，经过预赛评审，9所
高校参赛队伍获得决赛资格，台湾赛区也
评审出来自 4 所高校的 6 支队伍晋级决赛，
参赛队伍的范围和层次明显提升。

“大赛的竞赛主题定为‘实·农’，要求
参赛队伍以宝岛台湾盛产的农作物作为概

念，攫取水稻、高丽菜及水果等元素，从
造型、纹理等特征进行设计发想，并思考
台湾农村活化与再造的可能性。”中建海峡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了让两岸建筑师生萌发更多创意、
增进交流沟通，在比赛场地的选择上，组
委会特地选择了毗邻台北市地标建筑101大
楼、台北市独具特
色的文化创意聚集
地 —— 四 四 南 村 ，
让青年朋友在这种
传统和活力并存的
环境中创造出更多
的惊喜和火花。

经 过 严 格 评
审，福州大学的作
品 《只鳞片甲》 拔
得头筹，一举获得
金奖；湖南大学作
品 《稻湘亭》 和浙
江 工 业 大 学 《 芒
种》 分获银奖；台
湾东南科技大学二
队 《耕 鸣》、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作 品

《实·农》、淡江大学二队《泡泡农场》分获
铜奖。

本届比赛还同期举办了第二届海峡两
岸建筑论坛，探讨大陆和台湾目前建筑行
业发展的环境及趋势。中建海峡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还与台湾多家建筑公司高层领导
进行深入的洽谈交流，共商合作发展。

2016里约奥运会国家金牌运动员代
表团将于 8 月 27 日至 29 日访港，并于
28日带来“奥运金牌精英显风采”两场
示范表演和“奥运金牌精英约定你”综
艺活动。3场公众活动门票22日上午10
时在香港 4处售票点发售，前一天便有
人开始排队，不到下午1时，6000多张
门票已被抢购一空。随即在淘宝上，原
价 20 港元的门票被炒高至上千港元。
港人热情高涨，活动一票难求。

一票难求 通宵排队

3场活动共为公众预留超过 6600张
门票，包括 2400 张乒乓球示范门票、
1800 张跳水示范门票及 2400 张综艺节
目门票，其中约有 900张免费门票供受
津助福利服务单位申请，每位市民每次
最多可买两张门票。

香港文化中心工作人员郭先生说，
文化中心当天共派发约 700个排号，发
售约 1400 张门票。“不到上午 9 时，排
号就已经派完了，21日就已经有许多市
民前来询问情况。”当晚有少部分市民
带着铺盖席地而睡，通宵排队。

在香港大会堂的购票队伍中，排在
首位的王伯伯称自己前一晚 11 时便到
场排队，“所有运动员我都喜欢，奥运
运动员来港，我每次都会参加，好激
动，一定要买到票。”据报道，香港文
化中心售票处有约 200 人未买到门票，
不少人深感失望，有人甚至掩面痛哭。

据香港东方日报网报道，香港大会
堂、香港文化中心22日上午9时许已分
别有超过800人及500人排队买票，到约
中午 12时，这两个售票处及沙田大会堂
售票处的门票都宣告售罄；下午1时许，
屯门大会堂售票处的门票也已卖光。

明星访港 连续四届

奥运金牌运动员代表团将于 28 日
上午兵分三路，与香港市民见面。其中
两组运动员将出席“奥运金牌精英显风
采”节目，分别于伊利沙伯体育馆示范
乒乓球、在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示范跳
水，另外一组运动员则会在马鞍山体育
馆与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进行交流。当
天下午，运动员会在伊利沙伯体育馆出
席“奥运金牌精英约定你”综艺节目。
香港本地的电视台将会直播各项活动。
代表团还将于29日转往澳门访问。

继 2004 年、2008 年、2012 年三届
奥运后，今年是连续第四届有国家队金
牌运动员访港。香港康文署透露，港府
将为代表团举行欢迎晚宴，运动员们还
将出席综艺表演等活动，香港本地运动
员 也 有 机 会 与 高 水 平 的 金 牌 得 主 交
流。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23 日公
布，里约奥运会内地奥运精英代表团一
行 64 人将访问香港，运动员名单已从
中国奥委会获得确认。

根据中国奥委会提供的名单，访港
代表团由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带队，
有国家队教练及领队 5人，包括中国女
排总教练郎平、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
国梁等；在里约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运
动员 42 人，包括 200 米自由泳冠军孙
杨，女子双人三米板跳水冠军吴敏霞，
中国乒乓球男团冠军马龙、张继科、许
昕，中国女排全队等；此外，代表团还
派出 3 名“明星运动员”，包括傅园
慧、林丹及苏炳添。

在现场排队购票的王女士和 17 岁
女儿最喜欢“洪荒少女”傅园慧，她

说，傅园慧改变了中国运动员内敛、严肃
的形象，十分开放、率真。王女士的女儿
称自己通过奥运学到了坚持不懈的精
神，“有时即使知道不能拿金牌也要继续
努力去争取，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注重分享 汲取能量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向来对体育
着迷，近日更在个人网志上发表文章
称，体育比赛能够发挥团结社会的功
效，在奥运会上表露无遗。他作为业余
击剑教练，深知运动是和青年沟通最直
接、最有效的途径。

香港《大公报》文章表示，香港代表
团没有拿到金牌，但整个社会没有一个
人骂他们，反而给予理解和鼓励，“两周
奥运赛事，提升了社会的运动气氛，也促
进了港人社会的正能量和团结”。而中国

女排的胜利更将两地凝聚在一起。
香港 《星岛日报》 22 日发表社论

称，中国女排力克强敌、勇夺金牌，
“对此令人振奋的赛果，内地民众固然
欢喜若狂，香港市民也反应热烈……这
份激情已与政见无关，而是源于共连的
民族根”。

《大公报》 刊文表示，国家金牌运
动员代表团即将访港，带来的不仅仅是
高难度的竞赛技巧，也不仅仅是 20 多
面光亮耀目的金牌，而是那份为国争光
的雄心和永不言败的斗志以及上下一
心、团结拼搏的精神。其中逆境反胜、
勇战夺金的中国女排就是这种精神的象
征。奥运金牌运动员代表团的访港，香
港市民反应如此兴奋、如此热烈，就是
因为市民从金牌运动员、从女排姑娘身
上看到了久违的团结拼搏精神，感受到
有如久旱甘露般的正能量。

港人热盼国家奥运健儿访港
本报记者 张 盼

港人热盼国家奥运健儿访港
本报记者 张 盼

两岸大学生 同台比创意
俞凤琼 文/图

“2016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开幕

台湾学生在搭建作品

据新华社南京8月23日电 （记者刘
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
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
事谁家院……”昆曲 《牡丹亭》 的经典
唱词响起，19 岁的台湾女生刘佳鑫也不
禁跟着哼唱起来。从前存于课本中的汤
显祖名篇，23 日在位于苏州的中国昆曲
博物馆里的戏台上变得形象生动起来。

昆曲，也叫昆剧、昆腔，发源于苏
州昆山一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
形式之一，有“百戏之母”之称。2001
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华两岸青少年世遗艺趣营 23 日走

进中国昆曲博物馆，现场欣赏了昆曲
《牡丹亭》 的经典选段 《游园惊梦》。演
出结束后，营员还上台与演员展开交
流，学习昆曲唱腔和一些常见的身段招
式。

“你看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个手势，
一个脚步，都是那么讲究。眼波流转、
含情脉脉，把观众也带进戏里。”首次在
现场欣赏昆曲的刘佳鑫为了观察细节，
特意坐在第一排。她说，从唱词到服
装，整场演出华丽而又精致，“让我领略
了中华文化之美。”

主动上台向演员“取经”的张焕昕
说，尽管自己有舞蹈功底，但是要掌握
昆曲的身段招式还是有些费劲。她说，

整场演出看下来，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还
是女演员精美的头饰和华丽的唱腔。“欣
赏像昆曲这样富有底蕴的戏曲，还是需
要提前做功课。只有懂得精髓，才能真
正欣赏。”

《牡丹亭》 是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
的代表作之一。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
莎士比亚”，今年是这两位文学巨匠逝世
400 周年。刘佳鑫说，对大师最好的纪
念，就是将他们的作品一代又一代地传
承下去。

中国昆曲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集昆
曲的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以陈
列、展演、保藏、利用、研究为宗旨的
专业艺术博物馆。

以“世遗精神 艺趣江南”为主题
的中华两岸青少年世遗艺趣营由海峡两
岸婚姻家庭协会主办，海峡两岸婚姻家
庭服务中心、常熟两岸书院承办。艺趣
营参加人员约 70 人，主要包括两岸婚姻
家庭子女、从事两岸婚姻家庭服务工作
人员和两岸青年志愿者等。

在为期一周的艺趣营中，营员将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线，在画苑、工
作室、泥人博物馆等体验版画、篆刻、
玉雕、核雕等传统手工技艺；在书轩、
博物馆、剧院学习世遗课程；在拙政
园、森林公园等感受建筑与自然的交融
之美。

两岸青少年苏州感受昆曲之美两岸青少年苏州感受昆曲之美

据新华社澳门8月23日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特区
政府23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16里约奥运会内
地金牌运动员代表团访问澳门的详细情况。应特区政府
邀请，内地金牌运动员代表团将于8月29日至9月1日访
问澳门，具体成员名单尚待国家体育总局确定。

据澳门体育局局长潘永权介绍，内地金牌运动员代
表团将于 29日下午 4时乘船抵达澳门。30日上午，运动
员们将出席于澳门综艺馆举行的“国家奥运金牌运动员
与青年有约”活动，之后将游览澳门世遗景点。30日晚
上，运动员将参加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的“我
们的骄傲——国家奥运金牌运动员澳门联欢会”。

8月31日上午，运动员们将分成3批访问澳门不同的
社区，与社会团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进行互动。31日下
午，代表团将到塔石体育馆，与澳门青少年进行体育竞
技交流。代表团将于9月1日早上离开澳门。

据介绍，运动员们将通过上述各种活动，与广大澳
门市民分享奥运会夺冠、为国争光的喜悦之情，传递努
力拼搏的体育精神。30日晚上的联欢会和31日下午的交
流活动均提供免费门票，澳门市民有充分机会近距离感
受奥运体育健儿的风采。

澳门特区政府发言人陈致平表示，此次内地金牌运动
员代表团在奥运会结束后一周就到澳门访问，体现了国家
对澳门特区及其体育事业的支持。他相信此次访问在掀起
奥运热潮的同时，有力推动澳门体育事业的发展。

内地奥运金牌得主将访澳门

8月23日，由香港特区政府驻
武汉办事处主办的“香港味道·融
汇世界文化”香港饮食文化巡展首
站登陆湖北武汉。展览现场以香港
传统街道及茶餐厅为设计蓝本，以
图片及实物的形式，展示香港的饮
食文化，踏进场内仿佛置身上世纪
80年代的香港。

图为香港富有特色的食品吸引
参观者目光。

中新社记者 张 畅摄

香港饮食文化展
走进武汉

据新华社台北 8月 22日电 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
“精灵宝可梦”日前登陆台湾，引发“抓宝”热潮。台北
市北投公园最近成为“抓宝”胜地，被大量民众挤爆，
导致交通混乱，令警方十分头痛。

“精灵宝可梦”是一款美国公司开发的在智能手机上
运行的“增强现实”（AR） 游戏。该游戏8月6日在台湾
正式上线，平常入夜后人烟稀少的北投公园，因传出常
出现稀有“精灵”，吸引大批玩家前去“抓宝”。

据台北捷运公司统计，邻近北投公园的新北投捷运
站游戏上线前平均每天约5000人次进出站，北投公园传
出有稀有“神奇宝贝”出没后，20日超过1.8万人次进出
站。人潮也造成机动车违停乱象，令警方相当头痛。有
员警为此下载“宝可梦雷达”，针对“怪物”出没地执
勤。据警方统计，11日到 21日共开出 459张罚单，大多
数是违规停车。

“精灵宝可梦”热潮袭台
“抓宝”民众挤爆台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