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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台胞谋福祉，落实台胞同等待遇，
大陆诚意拳拳。“31 条惠及台湾同胞措施”
发布3个多月以来，大陆各地各部门一直在
加紧推动落实，效果立竿见影。国台办发
言人近日介绍，“31 条”“很快将全部落实
到位”。

一些措施已经让身在大陆的台胞享受
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省市政府从
台企采购价值上亿元的的汽车、显示屏；
台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15%企业所得税政
策；台胞可参与的职业资格考试范围进一
步扩大；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的台企获得千万元扶持资金……例
子比比皆是，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在岛内，“31 条”正发挥着正向效应。
岛内学测结果近日出炉，全台各地报考大
陆高校的高中生“人数爆棚”，有的学校增
加了 10 倍之多。岛内多个民调显示，超过
六成的台湾年轻人有意到大陆发展，比例
创历史新高。台湾媒体形容，“31 条”“完
全打进台商、台生心坎”。

唯一不欢迎“31 条”的是岛内绿营。
民进党当局酸溜溜地说，“31 条”“名为惠
台，实则利中”，要求不称“惠台 31 条”，
而要用“对台 31 条”。绿营诬蔑说，“31
条”是“统战”和“糖衣炮弹”，民进党当
局甚至推出了“反制”措施。

为什么大陆对台湾同胞释放利多，台
当局竟然要“反制”？显然，民进党执政的
根本目的不是为台湾民众造福，而是把自
己的一党私利摆在第一位。民进党认为，

“31条”会让台湾民众喜欢和了解大陆，会
凸显自己一直以来“逢中必反”的荒谬，
戳穿“大陆威胁”“大陆打压”的谎言，所
以必须“反制”。

追求幸福是人的基本权利，台湾民众
想到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是因为大陆
环境好，发展前景好。大陆为台胞提供各
种便利，是顺应台胞心愿，同台胞分享发
展机遇。对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竟然
颠倒黑白，设置种种障碍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这种剥
夺民众发展机会、以坏民众好事为代价的“闭关锁岛”做派，让
某些人自诩的“自由民主进步”完全沦为笑柄。

两岸交流势不可挡。民进党筑高墙、修大坝的举动，再次暴
露出其对大陆根深蒂固的敌意，也暴露了狭隘自私、惴惴不安和
鸵鸟心态。反之，大陆为两岸交流修桥铺路，主动为台湾同胞提
供同等待遇，才是自信大气的做法和为民谋福的正道。两相对
比，高下立判。

民进党上台以来，拒认“九二共识”，纵容“渐进台独”，推
动“去中国化”，让两岸关系陷入冰封。但台当局的所作所为和台
湾民众的权益是两回事，不论岛内政局如何变迁，两岸同胞始终
是骨肉天亲，大陆不会因为岛内政治势力的挑衅和阻挠就放弃为
同胞谋福。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今后大陆方面将根据台湾同胞
的实际需要，继续出台更多给予台胞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

今年是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中，大陆必将创造更多辉煌，
涌现更多发展机会。现在和未
来，光明前景与发展机遇，大陆
都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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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一”儿童节，当城市里的
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拿着礼物，享受
快乐节日的时候，生活在贫困、偏远地
区的孩子们，既没有丰富的节日活动，
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不能常伴在身边，可
能很难体会到“六一”的快乐滋味。

多年来，顶新公益基金会 （由台湾
顶新国际集团成立） 在青海、甘肃、河
北、四川、福建、重庆、天津、北京等
省市的偏远地区援助和兴建、保持密切
往来的中小学校累计达 40 余所。除了持
续不断地关怀学生，顶新还优先帮助学
校解决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善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每年“六一”儿
童节之际，顶新公益基金会都会给孩子
们送去关心和祝福。

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
际，顶新公益基金会将饱含爱心的精美
学习用品、近万册的励志书籍、“康师
傅”美食等礼品送到了北京延庆和门头
沟以及河北、重庆、天津等地区 22 所持
续关怀小学的近万名儿童手中，再次为
小朋友们送去暖暖的节日祝福，陪伴他

们度过快乐、温馨的节日。
这次活动不止是简单的物资捐赠，

为保证给孩子们的爱心关怀能够真正传
递到孩子们手中，顶新公益基金会的滕
鸿年理事长亲赴北京、天津、河北等持
续关怀学校探望孩子们。滕鸿年鼓励孩
子们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勇敢地面对一
切困难，把磨练当成生活和精神的宝贵
财富，好好学习，乐观自信，用知识改
变命运，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延庆西屯中心小学的张校长说，希
望孩子们铭记顶新公益基金会的深情关
怀、珍惜这份爱心，加倍努力、立志成
才，回报社会，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
未来和希望。已将公益深植于血液之中
的顶新，深知这一朴素真理。顶新公益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每一份爱心，每一
次慰问，一定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
埋下善良、博爱、怜惜、相助的种子。
待孩子们长大成人、成才之时，一定会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借此来回报我们的社会。

5月24日到30日，20名两岸记者
跟随“吴头楚尾看鄂东——第十二届
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的脚步，来到
千湖之省湖北，历时 7 天，踏遍武
汉、黄冈、黄石、鄂州 4 个市的 9 个
区县，走进大山大湖调研采访。一方
面，记者们对湖北东部的灵秀风光、
生态保护、“绿色经济”有了更深入
的认知。另一方面，湖北和台湾之间
的历史联结及民众情缘之深厚、经贸
交流之频繁，也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许多记者说，湖北一次看不够，下次
有机会，还要来千湖之省走一走。

好山好水“藏闺中”

走在夕阳下鄂州市江滩公园的沿
江大道上，台湾《中国时报》大陆组
主任蓝孝威不时拿出手机忙着拍照。
拍奇石、拍花草，拍长江滚滚、蓝天似
缎、云霞如金，他说：“真的蛮美的。”

而他眼前的这番美景，在 2009
年前，却是“脏乱差”的典型。鄂州
市副市长江国新告诉两岸记者，鄂州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很舍得下工夫，
近 10 年的治理实践，留下满城好山
好水。比如位于鄂州境内的湖北第二
大淡水湖梁子湖周围，为了保护生
态，一半以上的工业全部强制退出，
转而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

位于黄石市的国家矿山公园，则
让蓝孝威印象更加深刻。这里原本是
湖北大冶铁矿厂的采矿址，上世纪60
年代还是一座大山。40年的时间，矿
厂工人硬生生把它挖成了一个最大落
差 444 米、坑口面积堪比 150 个足球
场的“亚洲第一天坑”。“蛮震撼的，
很壮观。”他参观完后兴致勃勃地
说，公园里很多用废铜烂铁建成的雕
塑也很有特色，人像、动物、卡通形
象、重型机械栩栩如生，很有文创气
息，“跟想象中的矿山完全不一样”。

台湾《联合报》大陆特派员王玉
燕看到大天坑时，同样震撼得睁大了
眼睛。她把眼前所见通过文字传递给
岛内民众，希望他们也能来一睹奇

景：“坑内的采矿点留下了一道道如
同巨大阶梯的几何形断面，使得‘天
坑’有如古罗马的圆形剧场……矿山
人用 18年的时间，在采矿留下的废石
场上种出面积达 366 万平方米的刺
槐，把裸露的土地变成石海大绿洲。”

乡愁情缘剪不断

合掌、顶礼、问讯，在位于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的“禅宗祖庭”四祖
寺、五祖寺，每一处供佛所都能看到
台湾《联合报》发行部总经理杨大德
虔诚供拜的身影。佛教禅宗在华南直
至整个东亚地区都信众无数，台湾岛
内也不例外，尤其六祖慧能的名号几
乎人人耳熟能详。“四祖寺、五祖寺
分别是慧能大师的师祖四祖道信、师
父五祖弘忍的道场，对佛教禅宗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杨大德本身是
佛教徒，来到禅宗的祖师庙里拜一
拜，是他平生夙愿之一。“今天来到
湖北黄梅，对我来讲，在心灵上是非
常大的一个抚慰。”

在四祖寺的大雄宝殿前，记者还
遇到了特地从台湾赶来礼佛的中华文
化经济交流协会理事方锡昌。头发已
花白的他带着满满一兜敬礼过来，以
示虔诚。“四祖寺是中国最早的禅宗
佛教道场，只要来到这里，那是一定
要过来拜拜的。”方锡昌祖籍就是湖
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每次重新踏上故
土都让他感慨万千。他说，在台湾听
到别人讲“我是湖北人”，那种族群
的认同感至深，无法言喻，故乡情缘
恐怕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吧！

相比这些早年从湖北去台湾的
“阿公阿嬤”，如今更多的是从台湾来
湖北发展的年轻一代。在湖北省黄
石、鄂州，记者走访了多家台资企
业，有从事电路板印制的沪士电子，
也有从事农业的台湾高接梨基地，31
条惠台措施出台后，湖北成了台青逐
梦的舞台之一。湖北省台办副主任涂
阳斌介绍，目前在湖北经营的台资企
业近 2700家，实际到位的台资达 112

亿美元，湖北为支持台企发展，设立
了 19个台商工业园和农民创业园，5
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去年，我们
举办了湖北台湾周，台湾来了 800多
位乡亲参加活动。”

铭记历史留住根

不 过 ， 让 涂 阳 斌 感 到 遗 憾 的
是，去年湖北赴台交流的公务团因
为民进党当局的阻卡，减少了非常
多，只有 687个项目，3700多人。而
在 2014 年 ， 这 个 数 字 是 2000 项 和
7800多人。

涂阳斌所说的民进党当局阻碍两
岸交流和血脉联结之举，台湾记者也
深有感受，不仅是在经贸领域，更是
在历史人文领域。湖北早在清末，即
是反帝反封建革命基地和重要工业省
份，在两岸记者探访的鄂东地区，许
多历史印记如今依然清晰可寻。辛亥
革命遗址、湖北军政府旧址自不必
说，还有 1908 年张之洞创办的汉冶
萍钢铁厂 （包括汉阳铁厂、湖北大冶
铁矿、江西萍乡煤矿），1907 年创办
的湖北水泥厂 （现为华新水泥厂），

这些活跃在民国时期的旧址和工厂，
其中的人和事，在台湾已几乎无人识
晓，随风而散。

“在台湾，很多年轻人连宋美龄
是谁都不知道了。”王玉燕的这句话
或许夸张，然而蓝孝威所说确是事
实：台湾中小学课本中的中国历史越
来越简略，学生了解得越来越少了。

不仅是近代历史，甚至一些中国
传统文化，也正在被民进党当局阉
割。但历史岂是说抹掉就能抹掉？这
次两岸记者走访了湖北黄冈东坡赤
壁，鄂州黄庭坚松风阁，前后赤壁赋
等名家真迹就全典藏在台北故宫。

“到这走一走，能让人铭记历史，记
住我们从哪里来。”

当然，这次记者团所到之处，只
是湖北的很小一部分，湖北的神奇美
妙远不只此。王玉燕去年也参加了两
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即使快一年过去
了，仍对神农架念念不忘。“看到川
金丝猴的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情不
自禁地‘哇’了一声。”她说：“明年
据说是去恩施看喀斯特地貌，我还想
来走一走。湖北好地方多，再来几次
也不够看。”

第十二届两岸媒体荆楚行圆满收官

台湾记者：还想到千湖之省走一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两岸媒体记者在湖北黄冈东坡赤壁前合影。 （湖北省台办供图）

图为大陆偏乡学生手捧顶新捐助品。 （顶新公益基金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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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为大陆偏乡学生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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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 5 月 31 日电 （记者任成
琦、冯学知） 由福建厦门市金莲升高甲
剧团和台湾戏曲学院台湾青年剧团联合
推出的传统戏曲 《阿搭嫂》 将于6月1日
到3日晚在台北市城市舞台上演。

糅合了高甲戏、歌仔戏、客家戏等
三种传统戏曲的 《阿搭嫂》 是两岸交流

合作的结晶。作品由厦门市台湾艺术研
究院院长曾学文编剧，并邀请厦门金莲
升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及主要演员陈炳
聪、吴伯祥与台湾青年剧团客家戏演员
李文勋、歌仔戏演员邱秋惠及客家、歌
仔戏青年联合演出。

主办方表示，一方面，我们要借助

该剧找回传统生活中的“阿搭嫂”精
神。那些生活中喜欢凑热闹、热心肠、
爱管闲事、好打不平却得不到周围理解
的人，往往被形容为“阿搭嫂”。另一方
面，希望借助这次两岸合作，提振戏曲
艺术发展的两岸环境，延续传统文化的
源头活水。

图为 5 月 31 日在台北的媒体见面会
上，演员们上演的《阿搭嫂》戏曲片段。

任成琦摄

《阿搭嫂》将与台湾观众见面《阿搭嫂》将与台湾观众见面

本报香港5月31日电（记者陈然） 为庆
贺香港著名文化艺术机构集古斋成立 60 周
年，“集古之友——集古斋六十周年纪念
展”30日下午于香港中环隆重开幕。纪念展
展出约50幅曾在集古斋展览、后为各机构及
藏家收藏的书画名家精品，作者包括齐白
石、张大千、任伯年、傅抱石、饶宗颐等，

展期至6月7日。
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总裁傅伟中致

辞表示，60年来，集古斋始终秉承“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搭建艺术传播平台”的服务宗
旨，立足香港，面向海内外，至今已有 400
余场艺术展览在此举行。

除纪念展外，集古斋还同场举行六十周

年历史图片展，逾 200张珍贵的图片记录了
集古斋60年来的发展历程，包括创业之初的
业务介绍、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香港回归
以来的新探索等。

据介绍，集古斋于1958年6月在香港成
立，历经60年风云变迁，已成为香港及海内
外艺术品交流和交易市场中不可替代的文化
桥梁和品牌象征。集古斋现时业务结构涵盖
书画展览、艺术品零售、文化出版、古董拍
卖及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盎然生机。

香港集古斋庆六十华诞香港集古斋庆六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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