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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非常幸运，这次来大陆，
我爬了长城，参观了故宫，体验真的很
棒！”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大三学生于
御谦近日在中华文化学院对本报说。

由台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组成的 6 个
参访团约 240 名台湾同学，近日先后来
到北京，参加中华文化研习营。期间，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北
京高校的 20 多名志愿者担任他们的向
导，两岸青年共同经历了一场中华文化
的研习之旅。

据了解，中华文化研习营由海协会
主办，中华文化学院承办，自2003年以
来，已经吸引了台湾上万名大学生参
加。

古琴悠扬 听得如痴如醉

一轮明月，一间老屋，淡黄的灯光
盈盈地透过窗棂。舞台上，琴师嘉俊跪
坐于几案前，歌者杨杉立于一边。一曲
琴歌《猗兰操》让现场的台湾同学如痴
如醉。

中兴大学研一学生许嘉优在听完由
如山古琴乐团带来的专场表演后，兴奋
地说：“之前很少听到古琴演奏，演出
结束后，我立刻去搜索了跟古琴相关的
信息。这场演奏会激起了我对古琴、对
国乐的浓厚兴趣。”

得知台下的听众多是台湾学生，琴
师们很高兴，在他们看来，文化交流是
增进海峡两岸感情的重要途经，他们非
常乐意和台湾朋友分享中华传统文化。

不仅仅是古音古琴，从故宫的红墙
到长城的烽火台，从颐和园的长廊到卢
沟桥的石狮，再到恭王府的锦翠园……
短短几天，中华文化研习营为台湾青年
学生提供了一场场文化盛宴，这些久负

盛名的名胜古迹，给台湾同学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前景广阔 向往登陆发展

来自杰青会团、台发院团、晏扬清
团以及世新大学团的 171 名学生，在研
习营主办方的组织下，还先后前往中关
村台湾青年创业驿站参访。

在中关村台湾青年创业公社总经理
郑博宇的带领下，台湾学生们近距离体
验了 Vulcan 温控智能插座、手持式 USB
数码显微镜等科技产品。来自台中科技
大学的张凯翔说：“展出的设备中，有一

些是由台湾与大陆专家共同研发的，我
很骄傲，以后也要努力成为科研专家。”

在世新大学团团长邵祖威看来，此
行有助于台湾学生了解大陆的创业环
境，融入大陆创业氛围。“台湾学生思
想活跃，对事业规划也很有想法，但台
湾类似的创业基地宣传力度还有待加
强，学生们需要到更广阔的平台去学
习。”邵祖威说。

晏扬清团中学习资讯传播的大三学
生陈俐儒对大陆的媒体市场很感兴趣。

“我非常喜欢挑战，正在学习后期制作，
明年毕业后，我会寻找机会来大陆深造，
早日完成企划书，实现自主创业。”

来自台湾屏东科技大学的蔡仁豪
说，这次活动让他看到大陆市场的广阔
前景。作为农园生产系的学生，他相信
自己能在大陆获得好的发展机会。

相识相知 收获纯真友谊

经过 9 天的朝夕相处，台湾学生和
大陆学生从相识到相知，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在北京中青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老
师的带领下，学生们通过“乌龟与乌
鸦”、“交换身份”等游戏，逐步增进了
对彼此的了解。

“这是我第二次作为学伴参加这个
活动。”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
赵希传说：“我希望通过志愿者的引
导，让台湾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大陆。”

活动中，来自世新大学的42名学生
被要求各用一个词语，形容北京在他们
心中的形象。“温馨”“美食”“热情”
等词迭出，大家兴奋地分享着北京给自
己带来的深刻记忆。

当杰青会团举办闭营仪式时，两岸
青年已经成为了知心朋友。杰青会团志
愿者、首都师范大学学生罗茜说：“我
们之后会继续联系的，因为我现在是台
湾同学的‘专业代购’！”原来，这几
天，罗茜经常帮助台湾同学在网购时代
付，并答应他们以后继续提供帮助。她
说，支付宝、微信支付的便捷，让台湾
同学很是惊讶，“我很开心能够向台湾
同学展示大陆科技的进步。”

临别之际，众人满怀不舍。来自高
雄、担任杰青会团团长的邓桢永已经带
了 8 次团，而且还会继续做下去。他表
示，这样的活动让台湾同学亲身感知大
陆，可以在书本之外主动思考两岸的关
系，这对海峡两岸而言都非常有意义。

台生在京感知时代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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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生 （图右） 和大陆志愿者一起参观中关村台湾青年创业驿站。
李 歌摄

本报北京 7 月 19 日电
（郑薛飞腾） 第七届两岸和平
发展法学论坛暨两岸法学交
流合作 30 周年纪念研讨会今
天在这里开幕，来自海峡两
岸的法学法律界240余位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为进一步深
化两岸法学交流合作献智出
力。本次活动由中国法学会
和台湾东吴大学共同主办。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
致辞时表示，30 年来，两岸
法 学 交 流 合 作 取 得 丰 硕 成
效，为服务两岸经贸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作出了积极贡
献，为加强两岸执法司法协
作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 的 重 要 保
障。两岸法学法律界要针对
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以
及同等待遇等相关法律问题
加强研究，多提法律对策，
多做法律服务。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
办主任刘结一致辞时表示，两
岸法律界人士要积极发挥专
长，为深化两岸同胞交流合作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保障，共
同传承中华法治文化优良传
统，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希望两岸法律界有识之士，坚
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作出应有贡献。

台湾法曹协会理事长苏永钦表示，两岸法学都面临
着立足于本土资源，回应现实挑战，建构更好规范体系，
发掘法治核心精神的重大责任。两岸中国人一定能够在
良法善治上做出更大超越，成为世界法治文明的领航者。

东吴大学校长潘维大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两
岸法学交流合作勾画出共同奋斗目标，下一步两岸法
学界应开展“一带一路”具体法律领域研究，推进形
成融合中外的“一带一路”法治体系。

据了解，自 2012年以来，中国法学会所属的海峡
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多次举办两岸和平发展法学论
坛，围绕共同关心的两岸和平发展相关法律问题加强
研讨交流，取得一系列高质量成果，成为两岸法学法
律界专家学者展示研究成果、推动法治实践、服务和
平发展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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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 《大公报》 报道，香港的出租
车服务水平近年常被批评，特区政府建议
引入出租车司机扣分制，对滥收车费、拒
载、绕路等 11 项违规行为，每项扣 5 分或
10分，扣满15分可取消司机驾驶执照资格
3个月，再犯则被取消6个月。特区政府建
议修改条例加重罚则，其中性质较严重的

“六宗罪”，包括滥收车资、拒载、兜路
等，若再犯最高可判监禁12个月。

对于这些建议，乘客们表示欢迎，但
有出租车司机质疑罚则存灰色地带，影响
工作情绪。

不包括13项轻微违规

香港特区运输及房屋局向香港立法会
提交文件建议，在参考现行违例驾驶记分
制度的情况下，引入出租车司机违例记分
制度，涵盖现行法例内11项刑罚较高的违
例事项。违例记分制度只针对较严重、涉
及欺诈行为和很大程度影响出租车服务质
量的违规行为，其他13项较轻微违规问题
不包括在内。

特区政府建议，出租车司机如在两年
时间内被记满15分或以上，法庭可取消其
出租车驾驶执照的资格。首次被取消资格
的时间为3个月，再犯会被取消6个月，出
租车司机如在两年时间内累积被扣分数再
次达15分，将再度收到法庭传票。

扣满10分强制学习改进课程

根据建议，出租车司机在两年时间内

若被记满10分或以上，运输署会向出租车
司机发出一份强制学习出租车服务改进课
程通知书，出租车司机须在通知书发出后
的 3 个月内，自费修完课程，修完课程的
人可少扣 3 分。被记分数在 10 分及以上、
而未满15分者，运输署会向司机发出一份
出租车司机违例记分通知书，详列司机该
段时间内的记分纪录。

另外，特区政府建议对滥收车费、拒载、
兜路、兜客，以及毁损、损坏及更改出租车计
程表等6项性质较严重的违规行为，实施两
级制罚则。他们计划明年向香港立法会提交
立法建议，再犯者的最高罚则应提升罚款至
2.5万元（港元，下同）、监禁12个月，初犯而
被定罪的罚则维持现行最高罚款1万元、监
禁最多6个月的规定。

业界质疑扣分项存灰色地带

面对特区政府提出的建议，香港汽车
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出租车分会主任杜燊棠
质疑，部分扣分罪行条件似是而非，如拒
载、绕路等存在灰色地带，他担心特殊情
况下，如司机刚好用光收据纸而无法载人
时，被扣分会很冤枉。不过杜燊棠对滥收
车费的扣分没有异议。

出租车商会主席黄保强认为，扣分制
对打击“黑的”和挽回出租车司机的声誉
有帮助，但司机担心记分制会影响到工作
情绪，认为细节需要详细说明，不能千篇
一律，尤其是绕路等条例有争拗，条文应
写清楚，让司机安心工作。

本报香港7月19日电（记者辜雨晴） 2018全球媒
体区块链峰会19日在香港交易所金融大会堂举行，与
会多家媒体围绕区块链发展前景、行业走向等议题，
就深化媒体区块链合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建言献
策，共同宣布成立全球媒体区块链联盟。

据介绍，该联盟将提供开放性的媒体会员进入机
制，进行资源整合，打造可信赖的媒体区块链平台。
会上，全球媒体区块链联盟发布了《香港倡议》，倡导
媒体在区块链领域的信息传播中，传播先进理念，鼓
励生态创新，不断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信息和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在峰
会上指出，媒体区块链只有经过充分发展，才能形成
更加健全、良好的传媒生态。主流媒体要在媒体区块
链发展中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推进技术进步和
业态创新的组织者、建设者。

全球媒体区块链联盟秘书长丁来滨表示，区块链
技术有望带来社会新的变革，需要呵护其健康发展。
在区块链领域的舆论监督方面，媒体应充分发挥作
用，挖掘行业价值，打击行业欺诈，为区块链行业走
远走好贡献力量。

新华社杭州 7月 18 日电 （记者顾小
立） 近日，浙江玉环跨界自造融创园正式
开园启动。该园的启动将进一步整合各类
青创资源，打造“一基地多中心”的基层
青创模式，使两岸青年在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技术交流等方面不断增进了解，实
现双赢。

记者了解到，玉环跨界自造融创园是
浙江省“惠台 76 条”出台后首个正式落地
的两岸青年创业交流项目。园区位于浙江
省玉环市滨港工业城，占地面积约 10 亩。
该园区集科技孵化、创客创业、人才引
进、企业文化培育、乡村振兴助力、工业
设计等功能为一体，为两岸青年提供了新
的创业热土。

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台湾青
年来大陆创业热情逐步提高，但初到大陆

“举目无亲”、“囊中羞涩”的窘境往往阻碍

了他们创业抱负的施展，基层青创工作也
呼唤更能深入行业发展的新思路。目前，
以浙台 （玉环） 经贸合作区管委会为青创
基地，玉环已建立梦工场生产性服务青创
中心、洪福堂中医中药青创中心和艾迪西
青创实操中心等多个青创中心，为两岸青
年创业提供了专业化的平台和优质的导师
资源。

“刚来这里觉得很新鲜，感觉像一场
‘冒险’。现在觉得很充实，想努力继续做
完手头的案子。”来园区创业已一年有余
的台籍姑娘孟欣桦表示，她期待自己的创
意想法能与这片土地充分融合，结出硕
果。

据悉，接下来浙台 （玉环） 经贸合作
区将继续紧抓“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进一步打造“一带一路”海峡两岸“黄金
水道”，助推两岸社会经济融合发展。

整治拒载、绕路、乱收费

香港出租车拟引入扣分制
陈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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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区块链联盟在港成立媒体区块链联盟在港成立

打造两岸青创新模式

浙江玉环跨界自造融创园开园

本报台北7月 18日电 （记者汪灵犀、
王尧） 台湾知名文创企业法蓝瓷日前获得
美国Icon Honors贡献大奖。该奖为礼品家
饰行业的全球最高殊荣，表扬对产业发展
贡献极大的代表人物与企业。这是该奖创
办9年来，首度由华人品牌摘得。

法蓝瓷是2001年在台湾创办的艺术陶瓷
品牌，经过17年的发展，如今已在江西景德
镇等著名瓷器产地设厂，拥有两岸160余家
直营柜台和全球6000多个销售点。其作品设
计灵感大多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有郎
世宁的 《十骏犬》，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
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枝头鸣
声啭喉的黄鹂，竹林中憨态可掬的熊猫……
件件作品都包含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意象

和旨趣。此次获奖作品为一座高3米、宽18
米的艺术瓷墙“生命之树”，历经30位艺匠
一年半打造，表达“医院治病，艺术疗心”
的理念。

法蓝瓷总裁陈立恒表示，公司致力于
推进中外陶瓷业界的交流互鉴，近期他们
会在景德镇举办一场中外交流活动，邀请
大陆及台湾、英国、瑞士等地的知名陶匠
碰撞合作，打造出一系列独特作品。同
时，法蓝瓷还准备借“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的平台，在景德镇开设陶瓷培训课
程，不仅教授学员3D设计、创新材料等先
进的陶瓷工艺，还教授品牌营销和国际化
等，“要让中华文化伴随精美的瓷艺漂洋过
海，重现辉煌。”陈立恒说。

台文创企业法蓝瓷获礼品界全球大奖

“情系青春——两岸青年榕城行”活动于7月19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的80名青年在为
期8天的时间里，将共同前往福州上下杭、马尾船政主
题公园、永泰嵩口古镇等闽都文化古迹参访，并赴当
地互联网公司交流就业与创业经验。他们还将就闽台
文化渊源等主题聆听专家讲座，并开展专题影视拍摄
活动，举办创作成果分享座谈会。该活动由中华文化
联谊会、福建省文化厅合作主办，福建省闽台文化交
流中心、台湾中国青年大陆研究文教基金会承办。

图为两岸青年在三坊七巷内的咏春文化展示中心
学习咏春拳。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两岸青年榕城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