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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查文晔） 8 月的北
京酷暑难耐，却挡不住“90后”台湾法律学子
的实习热情。日前在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4
名即将完成暑期实习的台湾同学接受了记者采
访，讲述他们的实习感受。

他们分别来自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
法律专业，经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安排，
于 6 月底来到岳成律师事务所开始为期一个半
月的实习。谈起选择来大陆实习的原因，庞大
的市场、充满活力的经济、多元的发展机会是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我的专业方向是知识产权法。这是我第一
次来大陆，就是想看看大陆法律服务业的市场
情况以及法学人才的就业前景。”已经通过台湾
律师资格考试的台湾大学研究生张容涵说，大
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
日益增长，这对台湾法律学子很有吸引力。

“北京是国际大都市，能来这里实习是十分
难得的机会，对以后找工作是‘加分项’，我很
珍惜。”台湾政治大学本科生吴昱昕说，来北京
前，他专门征求了法律系教授的意见，老师们
都很鼓励他来实习。

面对陌生的城市与工作环境，几名台湾同学
都表示，适应起来并不太难。同为互联网时代下
成长起来的青年，台湾同学们很快就熟练地运用
起微信、支付宝、淘宝等大陆风行的网络工具。

大陆同事们的关心更让他们觉得温暖。“实
习的第一天晚上，今年刚入职的大陆同事们就
请我们吃烤串、涮羊肉、喝啤酒，虽然味道又
咸又辣有点吃不惯，但他们的热情让我很感
动。”张容涵笑着说。

“所里的律师、律师助理以年轻人居多，两
岸青年很快就成为朋友。”台湾大学本科生赖彦
诚说，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只要他遇到困
难都会得到及时的解答和帮助。律所每天定时
组织员工做广播体操，办公室里随处可见人生
警句和励志格言，这些独特的企业文化也让他
觉得新鲜有趣。

“同事们经常在假日带我游览北京，让我领
略这座城市最美好的一面。夏日的颐和园、大
学操场跑道、电影院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我对北京也多了一份不舍。”赖彦诚说，如果大
陆同事们有机会到台湾去，他一定要以同样的
热情招待他们。

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宋雪佼告诉记者，律
所已连续多年参与中国科协主办的港澳台大学
生暑期实习活动，累计安排了数十名港澳台大
学生在此实习。今年律所根据每名台湾同学的
专业与兴趣，专门安排了辅导律师。在日常工
作中，他们参与了合同修改、法律检索和法律
咨询等。

台湾大学本科生黄绢婷曾多次来大陆参访

交流，但来实习还是第一次。大陆的法治环
境、北京的风土人情、律所的职场文化都给她
留下深刻印象。“前两天，专门辅导我的律师还
带我去法院旁听了案件审理，我对大陆律师的
工作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她说。

“律所每周五下午都有案例分享会，由办案
律师分享工作经验和心得，我很感兴趣，从中
获益良多。尽管两岸制度不同，法律上也有差
异，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交流的增多，我发现很
多地方可以互相借鉴学习。”吴昱昕说。

“大陆的律师行业有很多长处值得台湾借
鉴。比如岳成律所的强项是法律顾问业务以及
能源矿产、国际并购业务等，都让我开阔了眼
界，增长了知识，这些是在台湾比较少接触
的。”张容涵还注意到，今年5月司法部决定进
一步扩大法律服务对台开放，她说这对有志来
大陆工作的台湾法律学子而言肯定是好消息。

“台湾律师事务所在大陆设立代表处的地域
范围从福建扩展到长三角和珠三角，未来熟悉
两岸法律的复合型人才肯定会有更多的用武之
地。如有需要，我也会考虑参加大陆的司法考
试。”张容涵说。

谈起职业生涯规划，几名同学都说，来大
陆就业肯定是他们的选项之一。“对我们这一代
人来说，来大陆发展已经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大势所趋。”赖彦诚说。

台湾法律学子的北京实习故事

2017年上半年访港旅客近 2781万人次，同比增
长 2.4%；其中内地居民赴港达 2089万人次，同比增
长 2.3%……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的这些数据表
明，香港旅游业在经历“寒冬”之后逐渐回暖。业
界认为，今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系列活
动，吸引了不少旅客尤其是内地居民来港，使得上
半年访港旅客数字微升。

内地居民赴港游在人数微升的趋势下也出现了
形式的改变。随着汇率变化和国外新兴旅游购物目
的地的兴起，购物已经不再是内地客赴港的首要
目的。香港 《文汇报》 撰文指出，越来越多内地游
客选择放慢脚步，享受香港的美食、美景和独特的
人文风情。

从忙购物到“慢生活”

从 2010 年至今，梁辰已经是第 8 次赴港游了。
前几次她还总是忙着在各大商场购物血拼，感叹中
环和维多利亚港湾高楼林立、灯光璀璨，但如今她
对这些都已经无感了。“最近的几次我都只想去离岛
安安静静地待几天。比如这次我就只去离岛大澳，
看看那里的渔村风光，享受在渔排上吃海鲜、看海
发呆的生活。”

相比过去的“跟团游”，内地赴港游客正越来越
多地采取深度“自由行”的模式，融入当地社会，
享受在港的慢生活。前不久第一次赴香港旅游的内
地居民张文说，之前以为香港就是一个纯商业城
市，但来香港后随当地朋友去了香港的离岛及郊野
公园，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

长洲岛上用竹子高高扎在房前的“花牌”和
抢包山、太平清醮等民俗活动，元朗的传统围
村，大屿山岛、西贡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当下

深度“自由行”的内地游客们钟爱的观光地。而
为了张学友、陈奕迅等歌手的某一场演唱会专程
去趟香港，也成为许多年轻歌迷“任性赴港游”
的主题。

不仅如此，香港同样也是美食之都。根据携
程美食林提供的数据，香港美食也已成为内地年
轻人赴香港旅游的重要原因之一，超过四成的

“自由行”游客会去找当地人常去的餐饮店品尝美
食。鱼蛋、糖水、海鲜、下午茶……不论是铜锣
湾商场里的精致门店，还是旺角、油麻地某个拐
角的小铺，“吃货”们都会精准找到，大快朵颐一
番后满意而去。

“亲子游”彰显互动性

今年正值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不少内地父母趁
暑假携子女赴港旅行。除了传统的迪斯尼乐园、海洋
公园等景点外，文化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科学馆等也
成为这些家庭的热门观光点。家长们认为，香港的展
览品质高、价格低，玩乐与益智并重，最适合孩子过开
心的暑假。

“香港博物馆的月票也就50元港币，可以通用于
各大博物馆。到博物馆看展、参与互动体验，这些
都对提升孩子的科学和艺术修养很有帮助。”来自浙
江的黄杰夫妇日前带着 10岁的孩子在港旅行。黄杰
表示，儿子对科学馆最感兴趣，因为场馆里的互动
性很强，70%的展品可让观众触摸及操作，适合小朋
友获得直观感受。“比如里面有一个模拟盖楼的游戏
区，小朋友们可以穿上建筑工人的帽子衣服来参与
盖楼。”

与此同时，“途牛旅游网”等旅行网站也都推出
了“寓教于乐”的夏令营赴港游产品，例如“海陆

空挑战夏令营”有专业的独木舟、攀登和飞行导师
帮助孩子全面提升户外运动的能力，“未来领袖夏令
营”则带孩子们走进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感
受在港高校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

拼服务赢得好口碑

“从上半年整体访港旅客人次微升可以看出，香
港对游客来讲仍然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地方。”香港
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指出，旅游业界现在十分
期盼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的开通。届时，不论
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短途游客还是内地其他省份的
旅客，大家来港都会变得更便捷。

业界人士认为，旅游业的回暖和香港近两年
重塑“好客之都”的形象是分不开的。尤其借着
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契机，香港旅发局携手各
大景区、酒店、餐厅、旅行社推出一系列活动和
提高旅游品质的服务，让游客更有“宾至如归”
的感觉。

今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在尖沙咀、中环、海洋
公园及迪斯尼乐园等地推出 11辆美食车，让游客在
享受露天美食的同时，欣赏香港景色；今年4月，香
港旅游界联同21个旅游景点为旅客提供逾40项特别
优惠和服务；香港迪斯尼乐园第3家酒店开业，香港
大屿山、中环分别推出新的旅游线路，主题公园、
景区等开始积极利用科技提供免费 Wi-Fi 服务、推
出手机 APP 导览功能……这些都更让香港的旅游魅
力不断提升。

此外，为吸引更多过夜旅客来港，香港旅发局
下半年还将继续举办并宣传多项大型活动。比如

“香港单车节”将于今年10月举办，希望让来港游客
通过单车运动感受香港的自然风光之美。

本报香港 8 月 20 日电 （记者连锦
添、陈然）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19
日表示，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香港夏季
流感活跃程度7月中升至高峰后下降，大
部分指标如化验室监测、流感入院个案
等数字在过去一个月持续下跌。本季至
今录得的成人严重和死亡情况没有出现
异常变化，个案数目高于 2016 年冬季流
感同期，但低于 2015 年冬季流感同期。
该中心预期香港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
周会继续下降。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8月9日及
16 日发布的新闻稿已指出，香港季节性
流感活跃程度及公立医院流感入院个案
数字在过去数星期持续下跌。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加庆医生
对本报记者解释说，从中心收集的呼吸道
样本来看，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在
7月9日升至40.86%的高峰，然后于7月30
日至8月6日间从25.36%下降至17.96%。

黄加庆表示，香港这次夏季流感相
关入院个案的死亡比例至今没有异常增
加，需入住公立医院的流感病人的死亡
比例低于 2.5%，与过往流感季节比例相
若 （介于1.9%至3.3%之间）。另外，由于
流行性感冒是常见传染病，大部分流感
病人会在2至7日内自行痊愈，只有小部
分病人需入院接受治疗。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经分析认为，香港
本次夏季流感情况特殊，主要有几项因
素。首先，在 H3 病毒流行的季节，老年人
口的严重和死亡个案发生率会远高于H1
病毒流行的季节；其次，香港老年人口不
断增加，以致感染流感、出现并发症甚至
死亡的个案较多；其三，老年人口在 2016
年底接种冬季流感疫苗后，疫苗保护力在
夏季逐渐下降，使他们较易受到感染。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也提醒市民和旅
客，无论在本地或外游期间都应注意良
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防感染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

香港卫生署重申，季节性流感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
征不论在病原、临床病征、严重程度、传播力、治理和预防
方法等均有不同，不宜作比较。关于今年夏季香港最新的流
感情况，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一直根据恒之有效的机制
与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澳门卫生局互相通报及紧密联系。

内地居民赴港游逐渐回暖

香港多管齐下留住游客心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内地居民赴港游逐渐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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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张盼） 中国国民党20日举行第二十
次代表大会并通过新政策纲领。针对新政策纲领中涉及两岸关系的
内容，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当天应询表示，2005年，国共两党达成
两岸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确立了双方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两党交流互动，推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取得了丰硕成果。

安峰山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我们愿与国民党
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
基础上，保持沟通，加强对话，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
和平稳定。

国台办：

愿与国民党在既有共同政治基础上
维护两岸关系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

本报台中8月20日电（记者王平、王尧） 中国国民党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20日在台中市举行，今年5月20日当选的吴敦义宣誓就任
党主席。

吴敦义在致辞中谈及两岸关系时表示，未来国民党在“九二共
识”的基础上，仍将坚决反对“台独”，并积极弘扬善良中华传统文
化，促进两岸的相互尊重与包容，增进彼此了解并深入研讨两岸和
平愿景，确保台海的稳定与和平，并维护台湾人民的幸福。

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新的政策纲领，其中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
提出，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将持续依据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
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以及马英九执政期间的基本方
针，勠力推动各项有利于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工作。

会议根据吴敦义的提名，同意曾永权、郝龙斌等2人担任中国国
民党副主席。

连战、吴伯雄、马英九、朱立伦、洪秀柱等，与2000余名中国
国民党新任党代表出席会议。

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吴敦义就任党主席

本报北京电（吴东格）“运河文化之旅——第七期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化体
验营”活动开营式近日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来自海峡两岸41所高校的60名大
学生、专家学者等150余人出席开营式。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从活
动的内涵和运河文化的地位等方面指出本次体验营的意义，他希望营员们一
路行走，一路体悟，肩负起年轻一代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上的责任。

8月18日至25日，本期体验营将踏上“运河文化之旅”旅程，寻访古水
道、水利枢纽、漕运粮仓和桥闸等运河相关文化遗址与现代工程，追溯运河
文化的前世今生。

“运河文化之旅”

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营开营

“运河文化之旅”

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营开营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北京
市文化局主办，北京海外文化
交流中心承办的 2017 年“台
湾学子暑期文化实习月”活动
圆满结束。8月 18日，实习闭
幕式及座谈会在京举行，30名
来自台湾高校和首都师范大学
的高校青年，在闭幕式上逐一
汇报了自己近一个月的实习成
果和成长收获，为活动画上圆
满句号。

“台湾学子暑期文化实习
月”于7月26日在京启动，来自
台湾师范大学、高雄师范大学、
嘉义大学等 10 所台湾高校的
15名台湾青年和北京首都师范
大学 15名大陆青年，以一对一
结对子形式，共同到多家单位
实习，在品牌推广、历史研究、
社会教育、文创产品开发、多媒
体等岗位锻炼。

图为两岸青年在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
心合影。 赵欣鹏摄

两岸学子探寻中关村创新密码两岸学子探寻中关村创新密码

“ 两 岸 携
手·舞 动 北 京 ”
群 众 广 场 舞 蹈
邀 请 赛 日 前 在
北京举行。图为
来 自 台 湾 高 雄
市 立 德 社 区 舞
蹈 队 的 队 员 们
在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两岸群众广场舞跃动北京两岸群众广场舞跃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