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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位两岸文化、教育、新闻等领
域知名人士，日前齐聚江苏，参加由中
华文化联谊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情系江南 精彩江苏——两岸文
化联谊行”活动。短短 8 天时间，两岸
嘉宾走进昆山、苏州、无锡、淮安、扬
州、镇江、南京等地，参观历史文化遗
存，走访文化艺术机构，体验独特民风
民情，交流文化发展经验。

让馆藏文物活起来

“一个博物馆有两件东西是非常重要
的，一是值得观众观看的藏品，一是怎样
用展览等方式呈现给观众。六朝博物馆在
这方面让人耳目一新。”在参观完南京的
六朝博物馆之后，两岸文博界的嘉宾就

“文博机构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进行了对
口交流，台湾代表团团长、台北历史博物
馆前馆长张誉腾先生在发言时如此表示。

张誉腾认为，博物馆不应该是简单
的展品陈设，而须建立用展品讲故事的
脉络，将各个层次的观众吸引进来。除
此，还应该在展品与观众之间建立某种
联系，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只有这样，
观众才会在这里获得共鸣和感动。他还
建议两岸文博机构多利用现代科技，活
化典藏文物，更多地服务社会。

交流会上，南京市博物馆总馆馆长
曹志军介绍了过去 3 年中，南京市整合
文博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活化文物功
用的做法。他说，过去南京各文博机构
大多各自为战，馆藏文物只在自己的馆
内展出。藏品数量上的贫富差距，导致
有些机构因藏品太多展不过来，有些机
构因藏品稀少陈列内容常年不换。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3年前，南京市博物馆总
馆成立，有效整合文博机构的馆藏藏品
和展厅资源，各大文博场馆的“镇馆之
宝”从此告别“宅居生活”，在全市范围
内实现交流互展。

“文创发展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
不能空中盖楼；拥有文化内涵，才能发
挥更好的创意。”在南京，两岸文化界人
士还就“文创推广的社会责任”进行交

流，台中市文化局前局长林辉堂发言时
这样表示。林辉堂认为，在城市、街区
发展文创产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
用也很重要，要不断地为发展文创宣传
造势、出台扶持政策，这样才能让文创
有发展空间，也让更多人了解、接受。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中心教授林
炎旦认为，两岸的文创产业发展既有合
作的先天优势，又有发展的相似需求。
接下来要思考的是，两岸优势怎样达到
有效汇聚和完美对接。

以传统文化为根基

“台湾和大陆在书画艺术发展方面各
有所长，要推动中华书画艺术向前走，
台湾不能缺席。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两
岸及全球华人的共同责任，需要大家一
起推动。” 参观完江苏省美术馆，两岸
嘉宾就“中国书画的创新与发展”举行
座谈，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所名誉教授
江明贤发言时这样表示。

座谈会上，两岸知名书画界人士均表

示，中华书画艺术的发展要以传统文化为
根，只有在坚定本源的基础上，才能更好
地发展创新。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张兴来
认为，创新是为了更好地继承。长期以来，
江苏省美术馆都与台湾美术界保持良好
的交流、合作，两岸在中华书画艺术的传
承上有同样的担当和责任。台湾明道大学
讲座教授陈维德表示，艺术创作当然要
创新，但是要在有本有源的基础上。以
本源为基础去创新，既不失原有的韵
味，又拥有新的精神面貌，这才是最可
贵的。他希望，两岸可以在这个方面形
成共识，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艺术的发
展。台中市政府参事陈志声认为，中华
书画艺术传承千年，拥有非常厚实的底
蕴。两岸书画家应以中华文化为底蕴，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增进交流、共同发
展，使中华书画发展再创辉煌。

“中华书画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
根，要对中华文化有自信和担当。未
来，希望两岸交流不中断，共同为中华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作出贡献。” 江苏省
台办主任杨峰表示。

共促两岸融合发展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
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7 月 14
日晚上，两岸嘉宾唱起歌谣、携手共
舞，为本届“情系”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自 2001 年以来，中华文化联谊会与
各省、自治区政府合作，先后举办了 14
届“情系”活动，已有上千位台湾文化
界人士参与，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品牌
项目。

此次参加“情系”活动的嘉宾，有
从第一届开始就参加的老朋友，也有头
一次参与进来的新朋友。在他们看来，
与其说“情系”是一次大型的两岸文化
联谊活动，不如说是一年一次的家庭和
亲友聚会。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情
系”已经成为两岸文化、艺术界人士的
一个共同的“家”，“家人”之间已经培
育出了浓浓的“情系之情”。

“从这次‘情系江南’活动，我们看
到了中华文化的优美。”台湾代表团荣誉
团长、华视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蓉生
说，文化是需要仔细维护和爱惜的，我
非常敬佩大陆各级政府对保护文化所做
的努力，使后人可以永久地体会中华文
化之美。

江苏省文化厅党组成员、江苏文化
联谊会副会长刘爱华说，这次“情系江
南”活动进一步加深了苏台两地之间的
了解，增进了相互感情，为苏台开展更
为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

文化部港澳台办副主任、中华文化
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健钢说，在这
次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中，两岸嘉宾祭
妈祖、赏昆曲、办文化沙龙，交流两岸
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想法，建
立起深厚绵长的友谊。这也是“情系”
活动的初衷，通过活动相遇相识相知，
让我们得以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远意蕴，共促两岸融合发展。

“让我们一道努力，与亲情共鸣，与
文化同行，与时代共赢。” 李健钢说。

又是一年放榜季，升学报考话题热。相当
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日前发榜，得
益于香港与内地的频繁交流，香港学子们升学
的眼界不再拘囿于眼前一亩三分地。中国教育
留学交流 （香港） 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数据
显示，今年共有2568多名香港学生通过免试招
生计划报读内地大学，比例高于去年，报读人
数最多的是中山大学，最受欢迎的专业是医学。

报读内地大学比例超4%

受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香港高中生人数逐年
下降。今年香港文凭考试应考人数为6.1万，低于
去年的 6.8万人，通过免试招生计划报读内地大
学的人数也较去年下降。中心主任巩万表示，这
在意料之内，若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应考人数
作对比，今年免试招生计划报名人数的比例其实
有所增加。去年通过免试招生计划报读内地大学
的港生约占3.9%，今年这一比例则提升至4.2%。

至于今年香港学生报读最多的内地高校，前

3 位依次为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
学，最受欢迎的专业依次为医学、经济管理、语
言。“港生选择内地院校时，多着重地理位置是否
邻近香港，约1.3万名在内地就读的港生中，超过
8000名在广东省院校。”巩万称，港生也不妨多了
解内地其他院校，增加选择机会。

自2012年免试招生计划启动后，香港高中
生可以用文凭考试成绩直接报考内地大学，如
今已有90所内地高校参与这一计划，越来越多
港生对内地院校及升学环境有所认识。不过，
为进一步帮助香港学生了解在内地读书和生活
的情况，中心特别举办多场辅导讲座，邀请24
所内地高校的老师和学生到香港介绍情况。

就学经验有助未来发展

为啥越来越高比例的港生选择北上求学？
中心今年 3 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项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香港学生到内地升学的主要原
因是香港没有他们想读的专业，同时他们认为

在内地读书可以建立人脉，有助将来事业发展。
“过往部分港生对内地升学存在误解，以为

内地教育相对落后，校舍较残旧。但事实上，
内地大学学位竞争激烈，院校水平和学生素质
也高。”中心招生事务总监章文欢表示，内地大
学近年“改头换面”，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建新校
园设施，配套与环境甚至比港校更好。他说，
若港生能多做功课，会发现内地升学选择极
多，而近年很多在内地有业务的机构，对同时
熟悉内地与香港的人才非常渴求，港生若拥有
内地就学经验，对日后就业和创业均有好处。

“港生已不再将内地升学视之为‘次选’。”
香岛专科学校内地升学资源中心副辅导主任余
慧泓表示，不少港生认为到内地升学“不用困
在香港”，有助扩阔眼界，未来就业发展也可开
拓更多机会。加上有不少家长希望孩子变得独
立，所以到内地读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她特
别提醒，北上升学港生应进一步在心态上开放
自己，多接触其他地方的学生，这对适应及眼
界均大有帮助。

本报台北7月16日电（记者王平、王尧） 台湾
《旺报》、中国华艺广播公司、台湾中华妇女党15日在
台北共同启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80周年”两
岸青年征文比赛，并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
80周年——对年轻世代的启发与影响”纪念论坛。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台湾 《旺报》 总编辑王
绰中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只有谨记历史教训，才能避免过去悲剧再度重
演。有鉴于此，举办了这次两岸征文比赛。他表
示，为了让台湾年轻一代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旺
报》 两岸史话专栏 10天前推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
死难同胞80周年”10篇系列文章，希望通过文字的
力量，让民众借由回顾历史，凝聚两岸人民情感。

据中国华艺广播公司董事长邱雨介绍，中国华
艺旗下的华广网正在举办“悼念祭哀思、捐砖留真
情——全球华人虚拟城墙捐砖活动”，两岸网友登陆
华广网到活动页面输入姓名，就可以捐献一块属于
个人的虚拟城墙砖，表达对遇难同胞的祭奠哀思及
祈愿。

最 是 江 南 好 风 景
——“两岸文化联谊行”首进江苏

本报记者 吴亚明 文/图

图为两岸嘉宾在扬州参观非遗展示。图为两岸嘉宾在扬州参观非遗展示。

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两岸青年征文赛台北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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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7月16日电（记者任成琦） 由国台办
新闻局和全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举办的“海峡两岸记
者四川行”联合采访，今天在四川省成都市正式启动。
国台办新闻局局长马晓光、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季星
星、四川省台办主任周敏谦在启动仪式上先后发言。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14家台湾媒体、17家大
陆媒体、2 家香港媒体的 40 多名记者将造访成都、
雅安和甘孜等地，围绕四川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成就，四川在参与国家“十三五”发展过程中
的经验与举措、川台两地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藏
区卫生事业发展与旅游业开发等，展开报道交流。

“两岸记者四川行”在蓉启动“两岸记者四川行”在蓉启动

澳门学生参加军事夏令营

7 月 15 日，斯里兰卡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从科伦
坡至香港的直飞航班，并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首航
仪式。图为前往科伦坡旅游的中国游客在直航启动
仪式上拿香槟庆祝。 王 玺摄 （新华社发）

香港开通首飞斯里兰卡航线香港开通首飞斯里兰卡航线

7 月 15 日，“香港老夫子 55 周年全球首展”在杭州开
幕。展览沿袭“老夫子”好玩、互动的一贯风格，带来

“香港妙趣城”“原画手稿区”“艺术联展区”以及“珍藏手
办区”四大主题展区，与社会公众免费分享不一样的“老
夫子”形象。

据介绍，《老夫子》漫画以风格诙谐独特见长，短短数
格漫画即能带出无限欢乐，故事内容以“老夫子”“大番
薯”“秦先生”等多位逗趣人物刻画人生百态，并常以香港
社会生活现状及中西文化碰撞为题材，50 多年来，“老夫
子”漫画销售上亿本，影响遍及两岸三地、东南亚等地
区，是首部获得苏富比和佳士得肯定的漫画，不但是具代
表性的香港本土文化象征，也是全球各地华人的集体回忆。

大图：顾客在展览上体验乘坐黄包车。
小图：顾客在展览上欣赏漫画人物。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老夫子老夫子””5555周年展在杭举行周年展在杭举行
港式元素集中再现港式元素集中再现

新华社澳门7月16日电 首届澳门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暨第十三届澳
门青年学生军事夏令营，16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氹仔营区开营。
来自澳门12所大学和25所中学的141名澳门学生参加。

期间，学生们除进行射击、体能等军事训练外，还将学习历史、国防、
外交等知识，观看军旅影片、学唱军营歌曲、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活
动由澳门特区政府和驻澳门部队共同举办。

近日，2017“台湾孩子看三峡”夏令营活动开营仪式在湖北省宜昌市
夷陵实验初中启动。图为孩子们在中华鲟园参观。张国荣摄 （人民图片）

“台湾孩子看三峡”宜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