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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旧年，守望新岁，港澳台均推
出丰富多彩的跨年活动。

在台湾，面向台北市政府的 101 大
楼外墙上，近14万颗LED组成的超长灯
网呈现出各种酷炫图案，带来震撼的视
觉冲击。在港澳，大型烟火表演和演艺
活动，让民众在欢庆祥和的气氛中，迎
接2018年的到来。

首次安排倒计时灯光秀

台北 101 跨年烟火秀以“幸福共好
Happy Together”为主题，并首次在新年
零时到来前，安排 1 分钟的灯光表演。整
个灯光秀加烟火秀共持续6分钟，打破台
北101历年来烟火表演时长记录。

除了灯光烟火秀吸引观众，台北市
政府广场上的跨年晚会同样引人瞩目。
记者2017年12月31日中午时分来到舞台
附近，发现已有观众自带板凳、一次性
塑料毯在舞台前“卡座”。许多观众为了
守住“有利地形”，尽量保持少喝水的状
态，以免想上厕所而失去“座位”。等到
夜幕降临时，舞台前已是人头攒动，难
以找到容身之处。

从 19时起，台湾众歌手和韩国歌星
Rain 等轮番上台表演，动感的音乐和激
情的演出，带动舞台周边热闹气氛。另
外，在象山、彩虹河滨公园、观山，摄
影爱好者纷纷带着“长枪短炮”占好位

置，捕捉烟火出现的美妙瞬间。
尽管台湾在跨年期间遇上冷空气，

但各大跨年活动现场气氛火热。据统
计，台北市政府周边和信义商圈共吸引
近百万人，全台有近 260 万人参与跨年
狂欢活动。除了台北市，桃园、台中、
台南、高雄等地，也都安排各自的跨年
晚会，并推出重磅明星压轴表演。

降雨不减台湾民众热情

在烟火表演方面，高雄义大世界首
次推出“双烟火秀”，36分钟迎宾烟火加
999 秒跨年音乐烟火，总计 52 分 39 秒烟
火秀。云林剑湖山、花莲太平洋海岸等
也都推出跨年烟火，为迎接 2018年的到
来增加仪式感。但是，由于今年冬季台
湾空气污染较为严重，部分县市选择不
再燃放烟火，强调“新鲜空气迎新年”。

而许多县市的跨年活动除了安排晚
会，还在会场周边设置热闹的市集摊
位，包括农特产品、美食、文创商品以
及游乐体验等。记者12月31日中午路过
台北 101 附近时，已有不少摊贩设置好
招牌，整理好摊位，出售奶茶、烤香肠、
葱油饼等各式小吃，以方便参加活动的观
众选择晚餐及宵夜。另外，便利商店也加
足马力备货，以应对观众们的购物需求。
警察、捷运工作人员更是加班加点，全
力做好维护现场秩序及人群疏散工作。

迎接新年钟声的活动精彩，观看新
年第一缕阳光同样令人兴奋。在新北市
福隆海水浴场、宜兰头城、花莲七星
潭、台东三仙台与绿岛，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和台湾民众一道，等待 2018 年岛
内第一缕阳光的出现。虽然受冷气团影
响，部分地区有降雨，没有机会看到曙光，
但大家热情依旧，感受新年的氛围。

维港新年烟火更加璀璨

在新年零点到来之际，香港维港上
空上演约 10分钟的烟火音乐汇演。这次
的汇演规模较以往更为盛大，画面宽度
增加 35%，并通过音乐、烟火、灯光等
多种元素，在不同高度呈现多层次的视
觉效果。

烟火音乐汇演首次从欧洲获奖烟花
制造商引入烟花，在汇演“魔法星辰”
一幕中，营造仙子在夜空中撒落闪烁星
星的画面，并新增“心花怒放”等图
案。配合重新编排的背景音乐，为观众
带来全新视听享受。

12月31日晚11时起，5座位于港岛的
建筑物，每隔 15 分钟从楼顶释放红、黄、
绿、金四色烟花，分别象征甜蜜、健康、常
乐和富足，向市民及游客表达新年祝愿。

在尖沙咀天星码头，来自澳大利亚的
演艺团体“奇异果”，在 12月 31日晚 10时
呈现融合戏剧、舞蹈以及马戏团元素的精
彩演出，表演者攀上直径约2米的巨型圆

球，在5米高的柱子上摇曳舞动。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说，香

港新年倒数活动一直是亚洲区内较受瞩
目的跨年活动之一。这次烟火汇演引入
获奖烟花，加入新颖烟花图案。澳大利
亚演艺团体的表演项目更是全球首演，
为香港跨年活动增添节日色彩。

烟花演艺点亮濠江两岸

香港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总
经理洪忠兴说，这次烟火汇演的视觉效
果丰富，整个活动共投放约 1700 万元

（港币，下同），较上一年增约 200 万
元。活动冠名赞助机构中国旅游集团公
司董事总经理姜岩说，期待烟火音乐汇
演发放的璀璨烟火、回荡的曼妙声光，
能再次擦亮维港夜空，唤起万众欢呼。
此外，也为观众奉献节庆活动的一场盛
宴，为香港送上新年新春的一份祝福。

澳门跨年活动同样精彩纷呈。12 月
31日晚，在零点倒数完毕、2018年到来
的一刻，旅游塔对面海面上空盛放璀璨
烟花。南湾湖广场、西湾湖广场等地都
有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

在看烟花之前，澳门还有多场音乐会
邀请市民和游客免费参加。西湾湖广场的

“2017澳门除夕倒数演唱会”、十六浦户外
广场的“除夕音乐派对 2017”以及氹仔龙
环葡韵的“氹仔除夕倒数晚会2017”，汇聚
海内外表演嘉宾，受到跨年民众热捧。

烟火灯光表演升级

港澳台跨年活动异彩纷呈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张 盼

2017 年 12 月 31 日，“第
15 届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
流活动”台湾回访活动在台
北民族小学举行。在为期 7
天的交流中，37 名来自北京
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与台
北民族、民生、敦化小学的
学生进行一系列家庭、课程
活动。图为“小天使”们与
老师、家长在“相见欢”活
动上合影。

本报记者 潘旭涛摄

香港跨年烟火汇演效果图。 （中通社）

高雄义大世界有全台首创的“双烟火秀”。 （图片来源：义大世界）

本报北京 2017 年 12 月
31日电 （记者任成琦） 新年
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台办、
国 务 院 台 办 主 任 张 志 军 在
2018 年第一期 《两岸关系》
杂志发表了题为 《共担民族
大义 同写时代新篇》 的新年
贺词，代表中台办、国台办
向台湾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新年的祝福。

回顾 2017 年，张志军指
出，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台
湾 当 局 拒 不 接 受 “ 九 二 共
识”，阻挠、限制两岸交流，
放任纵容“台独”势力推动

“去中国化”“渐进台独”，种
种倒行逆施遭到两岸同胞坚
决反对。

他说，一年来，我们以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
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克难前行，引领两
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中共
十九大擘画了全面决胜小康
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也为
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鼓
舞和激励广大台湾同胞参与
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中来。

张志军表示，一年来，
我们广泛团结两岸同胞，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形形色
色的“台独”分裂行径，排
除各种干扰和阻挠，努力维
护 和 推 动 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进程，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持续扩大深化两岸各领域各界别交流合作。坚持为
台湾同胞办好事、做实事。

展望 2018年，张志军指出，台海形势更趋复杂
严峻，“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两岸关系的风险变数增
多。但两岸同胞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
稳定的意志更加坚定。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
对挑战、把握方向，推动两岸关系继续克难前行。

张志军表示，新的一年里，我们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不会
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立场不
会动摇。坚决反对和遏制各种“台独”分裂行径的
态度不会含糊。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
两岸同胞福祉亲情的脚步不会停顿。

张志军强调，新的一年是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年的祖国大陆实现更大
发展进步之年。我们衷心希望两岸同胞坚定信心，
携手努力，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共同创造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
来，共同书写不负新时代的两岸关系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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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近日在台北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礼堂举行盛大汇演纪念两岸交流 30
年。来自台湾各地的大陆配偶和他们的家人共计1000余人观看了演出。图为演员在表演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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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陆配纪念两岸交流30年在台陆配纪念两岸交流30年

据新华社香港 2017年 12月 30
日电（记者周雪婷） 圣诞和元旦假期
是香港市民出行旅游的高峰。香港特
区政府入境处预计，假期期间将会
924万人次经各管制站进出香港。随
着内地“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全面
铺开，不少香港人都选择先到深圳，
再从深圳乘搭高铁到内地各个城市。
而从香港直接乘搭高铁，也成为了不
少香港市民的“新年愿望”。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是
内地高铁的忠实拥趸。她在 2017 年
访问内地时曾两次乘搭高铁往来各个
城市，并通过社交媒体展示乘坐高铁
的方便快捷。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假期
里，她又从深圳乘搭高铁到桂林。

根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官方账号
展示的视频片段，当天她从落马洲皇
岗口岸出境香港进入深圳，然后在深
圳北站搭乘高铁前往桂林北站。林郑
月娥在深圳北站乘搭高铁前表示，希
望今后高铁可以由香港西九龙总站直

达桂林站。
从香港乘搭高铁一站直达内地各

城市，不仅是林郑月娥的愿望，也是
不少香港市民的心愿。

“从香港到深圳，看似不远，但
真拖着行李走还是很费事的。尤其假
期人多时，过关、上地铁、找路、取
票，都很耽误时间。如果能从香港直
接乘搭高铁，不仅车站就在香港市区
内，‘一地两检’也大大节省了过关
的时间，赶不上车的窘境就不会出现
了。”香港市民张琛说。

为了让香港人在内地乘搭高铁更
加方便，北京、深圳、广州等215个
内地城市陆续在火车站设立了供港澳
台居民使用的自助售取票机。

当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后，从
香港经铁路前往内地多个主要城市的
时间将大幅缩减，例如从香港到北
京、上海的路程时间将分别由 24 小
时与19小时减至9小时与8小时。根
据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的测算，高

铁香港段可为平均每位乘客每程节省
1.16 小时，每年可为全部乘客节省
3900万小时。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邱腾华日前表示，高铁香港段采
用“一地两检”，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将是非常明显的。他引用数据表示，香
港居民 2016 年进入内地多达 8100 万
人次，若继续采用现在的交通工具，所
付出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很高，而高铁
网络只需短短数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
将香港与内地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

香港旅游业也十分期待高铁的开
通和在香港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
检”。香港外游旅行团代理商协会主
席、香港旅游业议会理事李毅立表
示，把香港接入内地高铁网，为香港
市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出游方式。高铁
通车后，香港的零售、饮食和酒店业
有望进一步增长。同时，本地居民和
海外游客也可从香港出发，沿铁路线
到内地各城市。

香港市民的“新年愿望”

从香港乘高铁一站直达内地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