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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陆民众在微信朋友圈中集体刷
屏辞旧迎新时，港台同胞正在户外各种
跨年活动中，伴着街头异彩纷呈的表演，
如约而至的漫天烟火，以欢笑送走一年
的辛勤纷扰，守望来年的平安喜乐。

新年前一天，台北气温回升，平均
足有 20 摄氏度。101 大楼所在的信义商
圈，也在跨年夜因美食和节日饰品摊位
的涌现而吹起“夜市风”。众人在欣赏
完烟火灯光秀后还不愿散去，有人劲头
不减还要接着看日出。迎接香港回归20
周年，维港烟花汇演同样动人，大量市
民面朝“流星雨”许下心愿。

维港：烟火礼炮庆贺回归

遥望香江，维港烟花汇演倒数活动
2016 年 12 月 31 日晚 22 时拉开序幕，先
由“街头派对”打头阵，多名歌手及组
合在尖沙咀码头一带接力献唱，拉动现
场气氛不断走热。港岛区海边 6 座建筑
物楼顶，也从 23 时起每隔 15 分钟发射
红、银、绿、金四色“许愿流星”烟
火，大批市民无不把握“流星”闪过的
瞬间许愿，也有人赶忙拍下璀璨一刻。

进入最后20秒倒数时，全场气氛达
到高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伉
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旅
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倒数仪式
时，会展外墙高清大屏幕上的数字正式
开始倒数。零点钟声一响，市民高呼

“新年快乐”，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同步上演的烟花汇演共 8 幕，今年

特别由以往的 8分钟延长至 10分钟，更
有“六星连环”及“蝴蝶飞舞”在内的
数款新图案，寓意新一年六六无穷及喜
气洋洋。中段更呈现“20”字形图案，
海面上的船只也向天鸣放20响礼炮，庆

祝香港回归20周年。汇演结束后，维港
海面继续散发犹如北极光的特别灯光效
果，令在场市民叹为观止。据估计，维
港两岸共约有33万人参与零点倒数及烟
火汇演活动。

中环兰桂坊酒吧区、尖沙咀附近直
至凌晨仍热闹不减，世界各地的游客和
香港市民在音乐声中尽情欢舞、举杯畅
饮。不少艺人和民间乐队在街头即兴表
演曲目，路过的人伴随着音乐拥抱或舞
蹈，表达对彼此的祝福。

台北：101烟火秀再赴新约

距离零点还有数小时，台北 101 大
楼四周有利地形已被热情民众悉数占
领。台北市政府前广场有跨年演出，歌
舞节目与烟火灯光秀的双重吸引，更是
让民众从下午16时便开始聚集，并于晚
上22时达到高峰。信义商圈随处可见乐
器弹唱、变装秀、抖空竹等街头表演，
为观赏路线平添惊喜。

随着 101 大楼上亮起数字，众人仰
头同时倒数。主题为“点亮台湾”的
238秒灯光烟火秀，与特别加装的800盏
舞台效果灯形成的光束组合相辉映，虽
烟火数量较以往减半，民众仍在火树银
花中发出满意的惊叹。记者身边的王女
士不断按下单反相机快门，每隔一小会
儿，都情不自禁地重复：漂亮漂亮！

自2004年首度举办烟火秀以来，台
北 101大楼已连续 12年与民众相约跨年
夜，成为市民与游客共同的美好记忆。
台湾联合报系新闻摄影中心前主任林锡
铭，退休后开办摄影学堂，此次带了五
六十名学员来拍摄，他在现场回忆起往
年的烟火场景，比较着“今年有哪些不
一样”。

台湾其他地方跨年活动同样精彩，
台中有以双主场形式于洲际棒球场及丽
宝乐园登场的跨年晚会；台南有北门送
夕阳、高铁疯跨年、二寮迎曙光的“跨
年三部曲”；高雄也有升级到999秒的盛
大烟火秀，并特别设置 60 米高 3D 立
柱，使烟火如大型空中瀑布般绽放。

安居乐业是共同愿望

展望2017年，港台同胞有着各自的
祈愿。林锡铭对记者说，台湾2016年度
代表字选出的是“苦”字，2016真是辛
苦的一年，但危机也是转机，希望两岸
在未来一年有新的思维与契机，能在共
荣前提下实现合作，期待两岸“2017爱
你一起”。

在台湾信义广场静候零时的一对老
夫妇对记者说，年纪大的人只想过安稳
平淡的生活，台湾过去一年纷纷扰扰，
希望来年回归安宁，让人民生活有保
障。旁边带儿女出游的宋先生更是直
言，台湾 2016 年太乱了，“换人来做”

并没有让社会变好，期待新的一年能有
转机。排队等待搭乘深夜回程捷运的吴
女士说，其实自己对新当局不抱多少希
望，那些爱搞政治的随他们去，个人还
是要努力打拼，创造更好的生活。

香江两岸，年过六旬的姚先生希望
特首选举能顺利进行，并选出一名“爱
国爱港、用心为港服务的人”做好特
首，也期望下届政府能“派多些糖”

（提供利好），令市民“甜入心”！陈先
生一家三口因今年香港回归20周年，特
别留港观赏别具意义的璀璨烟花。他希
望来年世界局势趋向稳定、国家发展更
好、香港社会更和谐。

据港媒街头采访，大部分受访者的
新年愿望都是希望身体健康、生活安
定，同时希望社会减少争拗，大家互相
尊重、包容，让香港回复平静，专注搞
好民生经济。有市民具体提出，希望特
区政府在2017年推出更多惠民政策，例
如降低楼价、推出更多资助房屋、增加
医疗资源及长者福利等，让香港人继续
安居乐业。

港台民众烟火秀中撩新年
本报记者 张 盼

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畅）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2016年12月31日发表2017年元旦
献词。他表示，2016 年是体现澳
门敢承担、迎挑战、谋划长远的
一年。未来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
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澳传统，坚持
从国家战略全局和澳门繁荣稳定
大局出发谋划和开展工作，把澳
门建设得更美、更好、更繁荣。

他指出，2016 年，澳门在既
有基础上，继续稳妥施政，促进
经济，重视民生，稳健发展。为
积极对接国家“十三五”规划和

“一带一路”建设，澳门制定了历
史上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明确
了澳门的发展目标、路径和愿
景，为澳门社会整体持续健康发
展，为广大居民的福祉谋划长远。

他说，过去一年，澳门的经
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但在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下，大局保持稳
定，实现了财政盈余和居民充分
就业。

他表示，2017 年特区政府会
继续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踏着规
划路径前行，迎难而上，实现愿
景。澳门将根据国家所需，发挥
澳门所长，把“一中心、一平
台”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有
机连接。在参与国家战略的过程
中，澳门特区努力提升自身发展
综合实力。

他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至
今所取得的发展成果离不开国家
的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会按照习
近平主席的指示，团结带领社会
各界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澳传统，
坚持从国家战略全局和澳门繁荣
稳定大局出发谋划和开展工作；
坚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
首位；坚持依法有效施政，把澳
门建设得更美、更好、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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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宋哲表示

涉港外交当“护港惠港为民亲民”
新华社香港电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宋哲表

示，香港回归 20 年来，涉港外交工作认真践行“护港、惠
港、为民、亲民”的做法，证明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
与优越性，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添砖加瓦，也为香港的发展
保驾护航。

宋哲为 2017 年 1 月号的 《紫荆》 杂志撰文 《紫荆绽放二十
年 外交守护一路行》。宋哲指出，践行外交护港，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涉港外交的首要职责。外交部驻香港特
派员公署欢迎外国机构来港投资兴业发展，欢迎外国人士来港
学习工作生活，但不欢迎、更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
务。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搞乱香港，是涉港外交的第一要
务。

宋哲表示，践行外交惠港，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涉港
外交的重中之重。“一带一路”是近期国家外交重点，也是外交
惠港的主要抓手。驻港公署通过“凝聚共识、牵线搭桥、先行
先试”三步走战略，指导和推动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并取得一些早期收获。

宋哲说，践行外交为民，维护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权益是涉
港外交的应有之义。20年来，驻港公署着力加强涉港领事保护
工作，让香港同胞切实感受到中央政府的关心和祖国大家庭的
温暖，措施包括提高香港特区护照的“含金量”，加强涉港领事
保护机制建设，做好“预防性”领事保护及全力做好应急处理
等。

他还表示，践行外交亲民，维护争取人心回归的良好氛围
是涉港外交的突出主题。为了让更多香港同胞了解国家、感知
外交，驻港公署每年定期举办大型公众开放日活动、座谈会、
交流会及夏令营等，拉近与香港市民、特别是专业界人士及青
少年的距离。

以“铭记历史 传承精神”为主题的“两岸大学生
刘铭传动漫设计大赛”日前在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故里——安徽合肥举行颁奖典礼。中华文化发展促
进会副会长赵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台湾中华漫画家协
会理事长杨心怡等出席活动，并为获奖学生颁奖。

本次大赛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华艺
广播公司和台湾铭传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吸引
了来自两岸 40 多所高校的 600 多名大学生参与。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大赛共收到近 400 件作
品。经过海选初评、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定，分别
在手绘平面设计及动画新媒体类别中评选出最佳
创意、最佳制作、最佳作品 3 个奖项共计 6 个作
品，另有25件作品获入围奖。

评审主委、台湾中华漫画家协会理事长杨心
怡表示，此次征集作品覆盖广、创意新、制作
精，体现了较高的专业水准。

大赛评委、安徽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主任谢
亮则认为，活动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传递出海峡
两岸青年人对于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追溯”。

来自台湾铭传大学的詹昭彦、叶依婷、吕欣
创作的《铭记历史 传承精神——刘铭传》获得动
画、新媒体类最佳作品奖。叶依婷说，比赛既提
升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也让自己更加了解刘铭传
抗法保台、建设台湾的事迹。

台湾景文科技大学的邱创宏及其团队创作的

《张叔叔说铭传事》 也入围了动
画、新媒体类最佳作品。邱创宏
坦言，刘铭传大家都知道，但不
一定了解很深，“其实他真的对我
们贡献很多，以前台湾被别的国
家占领，是他誓死保卫，也是因
为 他 ， 台 湾 才 开 始 了 近 代 化 进
程。”他说，这一次就是希望能呈
现一个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
让刘铭传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活动主办方中国华艺广播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艾克表示，
两 岸 大 学 生 刘 铭 传 动 漫 设 计 大
赛，就是要通过青年的视角、动
漫的形式，生动鲜活地再现刘铭
传捍卫中华民族利益，为中华民
族崛起而奋斗的光辉业绩。“希望
通过我们的共同传承与传播，让刘铭传的精神在
两岸及港澳、在世界各地扎根开花”。艾克说。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在致辞时表
示，大赛让两岸大学生通过了解、纪念刘铭传保
卫和建设台湾的历史功绩，进一步认识到大陆和
台湾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增进了共同的中华民
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

活动发起方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长期致力于
两岸文化交流，副会长赵博表示，青年是民族的未

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搭建平台，让两岸大
学生施展才华、切磋技艺、交流互动，在分享艺术创
作的过程中，融洽彼此情感，强化责任担当。

“两岸大学生刘铭传动漫设计大赛”为“纪念
刘铭传诞辰 18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2016 年 9
月，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联合台湾铭传大学在岛
内举办了“刘铭传动漫史迹展”，通过漫画形式再
现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进程中的
历史功绩与地位。

再现台湾首任巡抚历史功绩

两岸大学生动漫演绎刘铭传
时珑姗 袭 悦

再现台湾首任巡抚历史功绩

两岸大学生动漫演绎刘铭传
时珑姗 袭 悦

图为颁奖现场。 张阳阳摄

“天赐印象·黄月绘画展”日前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开幕，共展出大陆知名
画家黄月40余幅花鸟绘画精品。黄月独创花鸟油画新体裁，其作品被中国国家
画院、人民大会堂、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等收藏，并获多项国际艺术大奖。本次展
览将持续至1月5日。图为参观者在画作前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香港多名“元旦宝宝”零时出生
新华社香港1月1日电 2017年第一天，香港至少有 4名“元旦宝宝”

在零点出生，包括两男两女，全部是顺产。
据香港媒体1日报道，香港浸会医院一名男婴于零时零分出生，重3.15

公斤，是一对“80后”香港夫妇的第一胎。这名宝宝的妈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宝宝比预产期早约一个星期出生。她希望宝宝能够成为有礼貌、有品格
的人。宝宝的爸爸说：“希望香港更加好，希望宝宝能在香港开心成长。”

屯门医院一名男婴于0时3分顺产出生，重2.77公斤；港安医院一名女
婴于 0时 19分出生，重 3.48公斤；另一名女婴于 0时 19分在伊利沙伯医院
出生，体重3.02公斤。

大图：维港烟火秀。
小图：人们在香港尖沙咀庆祝新年的到来。

王 玺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