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8年3月28日 星期三2018年3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任成琦 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责编：任成琦 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我们需要掌握住这个机会，把大陆方面展
现的善意，变成台湾影视文化业发展最重要的
机遇，同时也是对两岸融合、对台湾发展做出
最好的选择”。大陆向台湾同胞送上的“大礼
包”，有多项举措涉及台湾影视业，引起岛内业
界强烈反响和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影视
业者以各种方式探讨如何把握机遇、前进大
陆，深入推动两岸影视合作。

机不可失

“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快，并展示出
充分的文化自信。台湾影视业者可望借由此次新
的举措，充分发挥特质，让两岸影视文化的交流与
合作走上新里程。”台湾圆桌论坛协会近日举办

“立足台湾、前进大陆——如何布局两岸影视市
场”座谈会，邀请岛内上百位影视业者及专家等就
布局大陆市场展开交流，台湾广电节目制作商业
同业公会理事长汪威江作主题演讲时这样表示。

中华经贸文创交流协会总顾问陈国祥表
示，大陆向台湾大幅度开放影视业，台湾业者
可以个人或团队的身份参与竞争，也可参与两
岸影视作品的合作，充分展现了大陆方面的善
意。台湾影视业应该抓住机遇、趁势而上。

台湾新媒体暨影视音发展协会副理事长王
师表示，台湾的人才由于市场、资金等限制，
已逐渐缺乏竞争力，不少身边的同业已赴北
京、上海等地去寻求发展。王师认为，好的人
才更需要舞台，借由新的机会，相信台湾的影
视作品能够获得更多曝光机会，台湾的影视产
业及从业人员也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台湾圆桌论坛协会理事长张显耀表示，协
会希望借由这个座谈，整合台湾电影、电视
剧、广播业等相关业内人士建议与意见，与大
陆方面沟通对谈，推动惠台举措更好地落实，
让两岸影视文化产业合作双赢。

舞台广阔

“这真是太好的消息！”得知大陆送出“大
礼包”，台湾知名演员方芳由衷表示。方芳认
为，台湾有很多优秀的演艺后辈没什么出路，
大陆新政策无疑给他们更大的舞台，她乐见台
湾年轻人未来的路愈走愈宽广。

方芳说出了许多台湾影视业者的心声。今
年将筹拍两部大陆剧的制作人辛志谕同样认
为，新政策可以促进两岸更多影视文化交流，
也给台湾台前幕后的艺人与工作人员提供更多
工作机会。“演出不受限，等于给台湾演艺人员
更多舞台。”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沈玉琳说，这
对台湾演艺圈来说不仅是利多，也是增加就业
的好机会。他感慨台湾演艺圈日渐式微，就像
其他产业一样，源头活水来自于对岸市场。

台湾知名制片李烈和叶如芬曾制作 《健忘
村》 等影片，两人对此乐观其成。李烈认为，
两岸电影人互动增多、交流增多，对技术或视
野提升都一定有好的影响。叶如芬表示，这是

更好的开始。
知名导演朱延平认为，其实大陆一直在让

利给台湾。他8年前拍《功夫灌篮》，启用周杰
伦、陈柏霖等多名台湾演员，大陆、香港主创
人数低过两岸合拍比例，依旧登上大陆院线，
让他成为“破亿俱乐部”导演之一。

心灵契合

对于很多台湾影视业者来说，大陆送出
“大礼包”，除了展现文化自信，也是“两岸一
家亲”理念的具体落实。

台湾电视剧制作产业联合总会会长林锡辉
表示，影视行业属于文化范畴，文化要多交
流，才会更进步。林锡辉说，两岸民众的相互
认识、了解是两岸和平的基本元素，而影视作
品恰恰承担了这一功能。两岸合作是“百花齐
放”，台湾人才应抓住机遇，发挥才能。

台湾中华传播管理学会理事长赖祥蔚表
示，对于大陆的善意，台湾业者既要抓住机
遇，努力有一番作为，也要积极思考如何提升
作品质量，在影视剧中展现出台湾特色。他举
例说，如果拍摄讲述台湾民众抗日的故事、郑
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等，不仅可以展现出台湾
的特色，还可以让大陆民众更了解台湾，进一
步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

汪威江认为，两岸影视文化交流需要有长
远的目标、卓越的眼光、开放的态度、真诚的
热情，才能创造出感动两岸人心，促进彼此了
解，增进同胞感情的机会。他希望台当局不要
回避问题，协助台湾影视业掌握大陆市场的机
遇、提振产值。

“期盼两岸业界携手，在创作机制、内容形
式上创新，让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走上新的
历程，创造新的价值”。汪威江表示。

（本报台北3月27日电）

到大陆拍电影去！

台湾影视业者摩拳擦掌
本报记者 吴亚明 孙立极

图为圆桌论坛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我们有幸成为第一批踏足肯
尼亚蒙内铁路的香港学生。”说起
不久前的肯尼亚之旅，香港乐善堂
余近卿中学“一带一路”探访团的
成员难掩兴奋。

这个由 10 名中学生组成的团
队，参与专为香港青年提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免费探访机会的

“香港青年新跑道计划”，选择远在
非洲的肯尼亚为目的地，亲身感受

“一带一路”建设在那里的进展以
及华商面临的机遇。

这个探访团3月初完成行程后
回到香港。谈起这次为期一周的探
访，团队成员印象深刻的经历包括
搭乘火车沿中国承建的蒙内铁路从
肯尼亚东部港口蒙巴萨前往首都内
罗毕。

探访团成员、中五年级学生曾
楚龙说，他和同伴在列车上偶然看
到一张东方面孔，攀谈后得知对方
是来自内地的列车维护人员。这名

被同学们亲切称为“杨叔叔”的“老
乡”还带他们参观了列车的控制室。

参观过程中，同学们看到杨叔
叔与当地铁路员工谈笑风生，还不
时有当地乘客用不大标准的中文热
情说“你好”。这让同学们感到

“中国人获得当地人接纳”，两国借
由这条铁路增进了“民心相通”。

探访团成员梁皓云和梁海谦在
后来撰写的学习报告中写道，蒙内
铁路为肯尼亚人提供了更为低价便
捷的出行选择，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可加速肯尼亚经济起飞并带动
周边地区长远发展。

梁皓云表示，通过与杨叔叔的
交流，他还看到香港青年的发展机
遇：香港拥有高学历、掌握先进技
术的人才比比皆是，竞争激烈，而
在一些不那么发达的地方，这些人
才更有机会大展拳脚。

探访团带队老师黄学诚说，他
们在肯尼亚的行程还包括参观当地

多家华商企业，尤其是了解年轻创
业者在异乡打拼的经历，目的在于
让学生看到“走出去”的机遇。“香港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一带一路’
带来更多在外发展的机遇，我们想
让学生看到走出去会有更多机遇。”

“香港青年新跑道计划”由“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在 2017
年11月启动，是该中心民心相通项
目下首个青年发展计划，至今已有
超过50所中学申请参加，其中超过
10所学校已经完成探访行程。

另一参与该计划的学校、元朗
公立中学校友会邓兆棠中学的探访
团以文莱为目的地，在今年1月开
展行程，探访了当地多家中资企业
和华文学校。探访团成员表示，看
到当地华文学校的学生积极学习中
华文化、中资企业发展得颇具规
模，让他们了解到“一带一路”为
当地经济发展和中资企业带去的机
遇，“对中国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该中学校长潘咏仪表示，香港
社会有关于年轻人上升机会的担
忧，她希望借助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探访，让学生放远眼界，
从生涯规划的角度了解“一带一
路”为香港青年带来的机遇，对

“闯出去”建立起概念。
探访团多名成员提到在文莱遇

见的一名从香港元朗“闯出去”的
青年。中四年级学生邝颖恩说，这
名“元朗同区人”鼓励同学们踏出

“舒适区”，趁年轻闯一番，让他们
明白“闯出去原来不是新鲜事，一
直在身边发生”。

另外两名成员李柱锋和吴浩维
说，从这名香港青年身上，他们看
到 “ 香 港 青 年 的 出 路 不 限 于 香
港”。而了解多名华商在异乡的奋
斗历程后，他们更意识到，“闯出
去”前还需要踏实学习更多东西。

（据新华社香港 3月 25 日电
记者郜婕）

香港中学生探访“一带一路”机遇

“香港青年的出路不限于香港”

3 月 27 日，第六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开幕
仪式。展览将于3月29日至31日对公众开放。来自32个国家及地区
的248家艺廊参加本届艺术展，展出全球知名及新晋艺术家的现当代
艺术作品。

图为观众在艺术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两年前蔡英文刚当选时充满自信地表示，
台湾的年轻世代多半是投她一票的“天然独”。
如今民进党“完全执政”近两年，全方位地加强

“去中国化”，照理说声势应该与日俱增才对。但
多份民调数据显示：绿营“完全执政”后，支持“台
独”的比例不升反降，年轻人尤甚。

今年初 《天下》 杂志发布民调结果，1980
年后出生的所谓的“天然独”世代，曾经是支
持蔡英文最有力度的族群，如今有43.2%愿意到
大陆去发展。同时在这个调查中，支持“统
一”的选项首度上扬，“维持现状”及“台湾独
立”的选项则有所下降。

大陆惠台31项措施宣布后，《远见》杂志又
作了一次民调：年轻族群 （18岁至29岁） 认为
大陆对台湾态度友善的占40.8%，愿意去大陆发
展的有 59.6%，66.7%的年轻人认为 31 项惠台措
施对稳定两岸关系有帮助，有71.3%的年轻受访
者对台湾当局的应变能力没有信心。

这些数据显示，大陆 31项惠台措施已经在
台湾的年轻族群中发酵，特别是对今年的高中
毕业生，它已经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磁吸作用。

民进党靠“天然独”年轻族群夺得政权，
不到两年很多“天然独”就纷纷跳船离去，怎
么那么靠不住？

有两岸关系学者指出：蔡英文执政后，不
遗余力地打击清算国民党、大砍军公教退休人
员待遇、在“废除核能”议题上出尔反尔、对
年轻世代毫不关心，岛内经济前景不佳，台湾
人民对政党政治失望，自信心不断流失……两
年来台湾民众就处在这种无奈的环境中，感觉
到未来的情况还在每况愈下，根本见不到任何
希望与愿景。

台湾的年轻人虽被扣上“天然独”帽子，
并不见得完全认同绿营“基本教义派”的意识
形态。年轻人不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发
现：绿营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一心只
要霸住位子，掌握权力为自己牟利，得到最大
最多的好处。那些为人民谋福利等口号，四年
内大概都不会兑现了。然后这些政客又有说
词：执政时间太短，请惠赐一票，让我们再干
四年。眼睛雪亮的“天然独”族群，已看清楚
了绿色执政的真相。

很多年轻人不再支持蔡英文和民进党，这
个趋势正在蔓延。如果台湾的经济情况不见改
善，低薪依旧，房价日日上涨，年轻世代辛苦
打拼却见不到出路，自然对这个执政当局的反
感会逐渐加深。可以预见，往后台湾“天然
独”的数目势必愈来愈少。

（作者为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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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港元
香港理工大学 27 日宣布，该校获田家炳基金会捐赠 300 万港

元，将用于设立“田家炳基金会奖学金”。奖学金为期3年，资助
120名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参加由香港理工大学创立并与
北大合办的“全球青年领袖计划”，以推动青年领袖教育，培育富有
社会责任感、具备国际视野的领袖人才。

近1000家
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26日在港宣布，自横琴自贸

片区2015年正式启动以来，港商积极到横琴发展，香港企业落户横
琴的增速加快。目前，横琴已吸引近千家港资企业，注册资本约
1058亿元，仅2017年便增加近400家。

1000余株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120余名官兵代表25日参加了澳门特区政府

组织的第37届“绿化周大步行”及植树活动，与澳门市民携手建设
绿色城市，助力生态家园。活动以“全城爱绿、共植家园”为主
题，得到市民积极响应，驻澳官兵与澳门市民共植树1000余株。

5.13%
台湾当局行政部门主计处近日公布2月失业率统计显示，大学本

科学历者失业率最高，为5.13%，而高、职中和研究生学历者失业率
分别为3.64%和2.88%。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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