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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山东曲阜儒缘集团儒家文
化体验基地的大厅里，澳门“千人计
划”山东考察交流团全体成员身穿汉
服 ， 在 工 作 人 员 的 引 导 下 行 “ 拜 师
礼”。这一幕古风古韵的场景，也是澳
门特区政府“千人计划”活动的一个缩
影。自2016年3月启动以来，该活动助
力澳门青年走进内地，拓展视野，深度
了解国情，接受中华文化熏陶。

体验传统文化印象深刻

冯越洲和刘淑仪都来自澳门旅游
局，他们是此次“山东文化创意考察交
流团”的成员。虽然他们之前都参加过
赴内地的各种交流活动，但这次 6天的
山东之行还是让他们感触良多。

像大多数团员一样，冯越洲和刘淑
仪都是第一次来山东，行程虽然很紧
凑，却深刻感受到山东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对孔子文化的高度重视和传承。
说起此行最深刻的记忆，他们二位不
约而同地提到了在曲阜儒家文化体验基
地的体验活动。他们尝试了很多人生的
第一次：第一次着汉服行拜师大礼，第
一次学习中国茶道，第一次学习弹奏古
琴……种种的第一次，都让他们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体验完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后，许多
团员都希望将这些天的感受结合澳门实
际，为澳门未来的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有团员建议，澳门中西文化荟萃，可以
借鉴参考孔子研究院、台儿庄古城的经
验，考虑设立“澳葡文化院”。澳葡文
化院可以有葡式建筑的博物馆，有体验
式项目和表演，每个月设定不同的主

题，比如土生舞表演、土生葡菜、土生
葡语学习等。

三年逾三千人赴内地交流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
告诉记者，“千人计划”是特区政府青
年政策里的重要举措，也是全方位推进
政治人才培养的核心项目。“千人计
划”由行政长官办公室牵头、澳门基金
会负责执行，国家教育部和中华全国青
年联合会协调支持，目的是发掘和培养
优秀青少年，为澳门发展和配合国家整
体发展战略培育人才。

澳门“千人计划”以澳门中学生、
大专院校学生以及青年人为对象，3年
来已组织超过 3000 名学员赴内地各省
市开展多元的学习交流活动。

吴志良说，“千人计划”运行 3 年
来效果出色，得到澳门广大师生和青年
人的好评。截至目前，澳门青少年通过
这一计划分别赴北京、江苏、安徽等14
个内地省份交流学习，交流主题包括

“领袖训练”“科技创新”“艺术文创”
“历史文化”“体育运动”“社会建设及
参与”等。活动过程中，学员们还担当
起澳门形象宣传大使的角色，抓住机会
介绍澳门的特色民情，让内地同胞增进
对澳门的了解。由于社团及学校参与踊
跃，2018 年主办方增加出团数量至 45
团，约 1350 人参与，总体规模和成效
均已超过初期构想。

持续互动凝聚优秀青年

为了更好凝聚“千人计划”的参与

学员，为青年人提供一个互相学习、共
同进步的交流平台，澳门基金会去年 4
月在“千人计划”基础上成立了“千人
汇”，所有参加过“千人计划”的学
员，都可以自动成为“千人汇”的“汇
员”。

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中华全国青
年联合会副主席莫志伟告诉记者，澳门
虽然号称“社团社会”，有数千个社
团，但“千人汇”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
的社团，而是一个以培养爱国爱澳人才
为目标的沟通网络和交流平台，参与

“千人计划”的青年和学生在这里可以
分享交流、互助进步，拧成一股强大、
团结的爱国爱澳力量。

“千人汇”成员张燕青数年前从北
京硕士毕业后回澳门工作，自己创业成

立了一家图书出版公司。正当自己感到
经营遇到困难、瓶颈难以突破时，她参
加了 2017 年的“千人计划”北京交流
团，并在北京找到了破解发展困局之道。

今年，张燕又参加了由优秀“汇
员”组成的2018“千人汇”北京国情研
习班，她在 《汇员感言》 分享中表示：
在一系列参访交流中，我发现了自己身
上的不足，寻找到了改进的方向，并不
断完善自己。如果说参加“千人计划”
让我对自身发展有了新的突破，那么这
次来到中央团校学习，让我对国家政策
及发展方向有了新的理解。我学会了用
更宏观的视野看社会问题，也了解到什
么是“中国梦”。“千人汇”这个平台，
汇聚了澳门的优秀青年，我们将用自己
所长，回馈澳门、回馈祖国。

澳门青年：到内地交流让我不断成长
本报记者 苏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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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岛内观光业者表示，大陆游客
赴台个人游遭台当局“放大镜式”审查，
无理由要求补充资料的情况越来越多。这
不禁启人疑窦，民进党真的欢迎大陆游客
吗？民进党严审大陆公职人员赴台参访交
流在先，如今背地里又动手动脚，绞尽脑
汁让大陆游客“知难而退”，其目的就在
于大开历史倒车、阻挠两岸交流，为一党
之私不惜牺牲众人利益，严重伤害两岸同
胞感情。

根据笔者和周围朋友的经历，先前赴
台个人游，手续办理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审核
陆客旅游申请时要求却越来越多，手续越
来越繁杂，比如先要有订房凭证，这迫使
陆客必须先订票订房再提申请。有陆客只
是赴台探望朋友，竟被要求提供两人的微
信通信记录，以证明两人确实是朋友。岛
内一位民宿业者称，有位个人游陆客要去
台湾的花莲海边看星星，前后竟然被民进
党当局要求补件 8次。繁难冗杂的申请过
程，让不少有意赴台的大陆民众望而却

步，最终兴味索然、无奈作罢。
2016年上台之前，蔡英文口口声声称

“绝不会减少来台陆客总量”，上台后也一
直声称对大陆“承诺不变，善意不变”。
岛内旅游业主管部门也时不时发出欢迎大
陆游客的邀请。可是，在岛内陆客大量流
失的今天，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反思造成
这一局面的原因，还加大对陆客的审查力
度，故意让大陆民众“知难而退”。这不
由得让人质疑民进党的办事逻辑。

民进党真的就那么傻吗？才不是呢！
陆客减少造成岛内观光业大倒退，民进党
当局不是不知道这里的因果联系。但为何
他们宁可花钱买游客 （例如给予东南亚民
众补贴及免签待遇，吸引他们赴台旅游）
来维持赴台观光人数上的漂亮数字，也不
肯给予陆客赴台的宽松政策？原因就在
于，民进党当局根本就不想看到两岸同胞
的密切往来。要知道，旅游尤其是个人
游，可是两岸民众深度交流、达到民心相
通的重要交流方式之一。

早在对陆客个人游动手脚之前，民进

党当局已对两岸同胞的往来交流不断设
卡。例如对希望赴台参访的大陆官员、学
者，台当局不是否决申请就是严加看管，
甚至要查阅出入下榻饭店的记录，如同监
控嫌疑犯一样。同时，民进党当局也缩短
赴台体检以及接受医疗美容服务的陆客出
入境许可证有效期，从 6 个月减为 3 个
月。此外，台湾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士若想
赴大陆交流，也受到民进党当局的各种限
制，违者将受到严惩。民进党当局的倒行
逆施，遭到了两岸舆论的挞伐。

海峡两岸是休戚与共、割舍不断的命
运共同体，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近期以
来，不论是岛内民众对于大陆的好感度，
还是岛内民众登陆交流、发展的人数，都
呈上升趋势。民意如
潮水，民进党当局违
背民意、阻挡历史大
势的做法，不过是螳
臂当车，终将被历史
所抛弃。

台当局刁难陆客为哪般？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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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 7月 4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理工大学、阿里巴巴

“图像和美”研究团队及英国纺织学
会共同主办的全球首个“人工智能

（AI）与时尚纺织”国际学术会议，4日
上午在香港红磡举行开幕典礼。约
250余名来自人工智能和时尚领域的
科研人员、工程师、从业人员及资讯
科技专家出席会议，深入探讨时尚行
业与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及应用。

阿里巴巴副总裁庄卓然在典礼上
为与会者介绍其团队研发的FashionAI

时表示，此项目是以算法作市场搭
配推荐的新技术尝试，通过人工智
能完成对服饰认知体系的重构，为
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搭配建议。

他说，算法主要基于淘宝上逾
50 万潮人的搭配方案，可迅速在属
性、颜色、风格、细节等维度进行
匹配，帮助消费者找寻单品及最适
合的穿搭方式。目前，FashionAI 能
在1秒钟内提供与消费者相符的100
套穿搭建议。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致辞

表示，人工智能与其他新科技结合
后，可令无数行业发生蜕变，进一
步提升其生产力、改善生产程序。
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合作，理工大学
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发展上
做出更大贡献。

此外，体现 FashionAI技术的时
尚零售概念店于同日下午在香港理
工大学校园内亮相。人工智能不仅
创造了全新的购物体验，同时也为
零售商提供全面智能化的蓝本。概
念店面向公众开放至本月7日。

本报香港 7月 4日电 （记者陈
然）“香约港城——2018 宁波经贸·
文化周”4日上午在香港湾仔会展中
心举行开幕典礼，标志着香港与宁
波将携手加强两地交流合作，共同
开拓多领域间的崭新机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开幕典礼上致辞表示，香港与宁波人
缘相亲、交流频繁，在经贸及文化各方
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0余万祖籍
宁波的人士是港澳地区的重要社群，
对香港多年的发展作出了深远贡献。

她强调，宁波的开放创新、区
位及港口优势，促成了今日的蓬勃
发展；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
体，同时也是国际金融、贸易和高
端服务业中心。作为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城市，香港
与宁波可优势互补，共同把握甬港
经济合作的新机遇。

林郑月娥续说，此次经贸文化
周可展现宁波多方面的城市之美，
必定能令香港市民对这座开放包
容、宜居乐业的城市留下深刻印

象。特区政府也将继续配合国家所
需，发挥香港所长，积极参与国家
策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非
常重视与内地各省市的合作。香港
是宁波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也是宁
波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地点，其中已
有不少知名企业善用香港的上市及
融资平台“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

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
郑栅洁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
公室副主任陈冬等也出席开幕典礼。

全国台联 2018 两岸婚姻家庭电子
商务研习班日前在福建开班，近百名
学员均来自两岸婚姻家庭。几天时间
里，研习班除有淘宝大学讲师授课，
还赴厦门海沧青年创业基地、石狮跨
境电商园等地进行现场教学。

这不是全国台联第一次针对两岸
婚姻家庭举办活动。两岸婚姻从总数
上看虽然不大，目前近 40 万对，却是
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与两
岸关系联结紧密。30 年前，两岸婚姻
伴随着两岸交流大门的开启而出现，
随着两岸交流的频密而逐年增多。多
年来，他们最直接感受着两岸关系的
冷暖。另一方面，两岸婚姻家庭是连
接两岸同胞的天然纽带。生在高雄的
中共十九大代表卢丽安曾说，爱大陆
和爱台湾，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两岸婚生子女来说，这种感受更加
深切。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一方来
自台湾、一方来自大陆。随着两岸人员
往来频密，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
多，成为以血脉联结两岸的坚实桥梁。

众所周知，大陆配偶在台湾遭遇
不公正待遇问题已是多年沉疴。民进
党当局上台后，通过各种方式阻挠两
岸交流，大陆配偶的待遇问题更难提
上议程。坦白说，两岸婚姻家庭尤其
是早期结合的家庭，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大陆配偶长
期遭遇偏见和歧视。这一群体不应该成为阳光照不到的
角落。近年来，大陆不少组织都把他们作为关心照顾的
对象。全国台联关怀他们，为他们提供情感交流、增长
见识的平台，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情感依归。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研习班选择的电子商务这一主
题，是目前最活跃、最具潜力和成长性的业态之一。相
比较来说，大陆电子商务较台湾发展迅猛。有的知名电
商已跨越海峡、辐射台湾，成为不少台湾民众购物甚至
创业、创新的平台。而屈指算来，最早的两岸婚生子女
已经成年。传授大陆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相关经验，协助
大陆配偶及子女就业创业，比泛泛地参观、参访，更适
合他们的所需。在联络彼此感情的同时，可以为他们开
拓思路、创造更美好生活助一臂之力。

为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促进两岸民众的心灵契
合，多年来，大陆各界举办了很多两岸交流活动。两岸婚姻
家庭研习班值得借鉴之处在于，细分群体的同时，还进行
了精准设计，选择他们所需的主题和内容，不但有助于提
升交流效果，也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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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宁波携手加强多领域合作

阿里巴巴FashionAI亮相香港
推动人工智能与时尚行业融合

近年来，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太平镇聂陈楼村村民进行“南果北种”，从台湾引进红
心火龙果在当地种植，建立数万株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经过3年的技术开发，原本在南
方热带地区生长的火龙果在北方种植获得成功，火龙果品质、口感、产量不亚于南方，
为当地产业扶贫开辟了一条新路。

图为7月3日，果农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太平镇聂陈楼村火龙果基地为火龙果花授
粉。 苗育才摄 （人民视觉）

台湾火龙果助力河南产业扶贫

前不久，第五届南安·国际郑成功文化节在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乡——福建泉州南安市隆
重举行。

本次活动以“共叙成功缘，同筑中国梦”
为主题，主要内容包括：《郑成功》南音说唱表

演、郑成功陵园拜谒活动、郑成功主题两岸少
儿书法交流暨闽南语说故事等内容。

图为来自台湾台中市清水小学的孩子们正在
表演闽南语讲古《民族英雄郑成功》，歌颂民族英
雄郑成功的丰功伟绩。 张九强摄 （人民视觉）

泉州：两岸青少年同讲“郑成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