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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下午，上海体育职业学院附属中
学篮球队和台北成功高中篮球队的比赛精彩不
断。台北成功高中球员虽然身高体型不占优
势，但打法灵活快速，比分领先；下半场上海
体职院附中队员调整心态后来居上，逆袭赢得
比赛。现场学子观众也表现一流，不管是哪一
队打出好球，都会献上“nice play”（好球） 的
欢呼声和掌声，令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的气氛
纯真而友好。

名校相比拼

这是 2018“海峡杯”篮球邀请赛台北站中
的一场。此次比赛由上海市体育局和台北市体
育局共同主办，从 7 月 28 日起两岸 8 支队伍在
台北和平篮球馆激烈鏖战 2 天，最终决出男女
各1名冠军和3名优胜奖。

参加今年台北站赛事的 8 所队伍分别为来
自大陆的上海市向明中学、建平中学女队，南
洋模范中学、体育职业学院附属中学男队，和
来自台湾的台北市沪江高级中学、南湖高级中
学女队，成功高级中学、南湖高级中学男队，
这些都是上海和台北的篮球名校。最后脱颖而
出的冠军队分别是上海体育职业学院附属中学
男队和台北沪江高级中学女队，其他各队获优
胜奖。

“海峡杯”邀请赛是“上海—台北双城论

坛”上两地体育局签订的交流项目，已连续举
办 3 年，每年分别在沪台两地各举办一次赛
事。8月 23日至 27日，此次台北站参赛球队将
移师上海再次交手。

深入谈合作

台湾有着非常成功的校园篮球发展模式。
自 1988 年起台湾开始举办高中校际篮球联赛，
比赛分男生组、女生组，有甲级、乙级两个等
级，为台湾职业篮球队发掘和输送了大量人
才。上海体育界对此很感兴趣，赛事期间，上
海和台北的篮球教练专门就此举行了交流座谈
会，就两岸高中学校如何组织篮球队伍，如何
推广篮球运动及筹办、运作联赛等展开研讨。

“台湾校园篮球水平相对大陆较高，我们希望学
习和借鉴台湾校园篮球的发展经验，为大陆篮
球培育更深厚的人才储备。”上海东方大鲨鱼篮
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曹健如是表示。

上海东方大鲨鱼男篮作为受邀明星队伍，7
月28日晚与台北达欣工程男篮一同为观众献上
了精彩的表演赛，最终上海队以100比74取胜。

“希望两岸篮球队特别是青年运动员通过这
样的机会多交流，取长补短，加深了解。”上海
东方大鲨鱼男篮总教练李秋平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未来如果能让台湾的篮球联赛和大陆的
联赛相结合，将为两岸篮球事业发展创造更多

机会，吸引更多观众。

体育无界限

上海市体育局副巡视员杨培刚认为，“海峡
杯”篮球赛的举行，是上海和台北相互间热络
交流的一个缩影。“篮球是强健体质、增进健
康、深受两岸民众喜爱的体育运动。希望两地
以球为媒，促进运动员、教练员之间的交流，
进一步提升两岸篮球运动水平。”

台湾知名篮球运动员郑志龙就是两岸篮球
界的“媒人”。他曾效力于台北达欣工程队，后
赴上海打球发展，与姚明结下深厚友谊，如今
担任上海东方大鲨鱼队助理教练。他对记者
说，希望提供自己的经验，为更多台湾球员提
供更高的职业舞台，也将大陆篮球的先进经验
带回台湾。

据台北市体育局局长李再立介绍，台北跟
上海的交流非常频繁，尤其是体育。除了篮
球赛，两地在龙舟、马拉松等项目也有合办
比赛的经验。2016 年台北和上海市签署马拉
松比赛协议，去年签署了篮球的交流协议。
体育无界限，他希望这样的热络交流氛围能
够持续下去，两地相互分享，相互学习，一
起往前走。 （本报台北电）

上图为上海大鲨鱼队和台北达欣工程队在
开幕式上比赛。 汪灵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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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篮球界盼加强交流
本报记者 汪灵犀 王 尧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7月31日报道，金门为
解决用水问题，自大陆晋江引水，工程完工后已
通水使用。引水工程通水典礼原定于8月5日在金
门举行，台当局陆委会7月27日却突然出声，“建
议”典礼延后。

陆委会提出的推迟理由是“时机不宜”。直接
背景是近日东亚青年运动会在台中市的举办权被
取消，民进党当局归咎于大陆“打压”。台当局这
种没道理的阻挠和赌气，引发当地民众和台湾社
会舆论的强烈不满，有评论称，“古有掩耳盗铃，
今有掩面引水”。

阻挠

针对台当局端出“时机不宜”四字而横加阻
挠，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直接质疑“凭什么”。
他说，金门人对台湾越来越没有认同感，尤其民
进党执政的情况下。民进党有没有想过到底为金
门做了什么？唐湘龙认为，金门人不只是要水，
金门跟对岸的那种感情不只是政治表演，是扎扎
实实的，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人的生活。

金门县长陈福海强调：“没有水，金门的政策
和基础建设都会被卡住；水问题不解决，金门什
么发展都是空谈。”

为解决金门缺水问题，大陆早在上世纪 90年
代就提议自福建省引水至金门。直到 2013 年 6
月，两岸两会领导人第九次会谈，才达成积极推
动金门自大陆引水共识。2015年7月，福建向金门
供水项目合同正式签署。从泉州晋江金鸡拦河闸
引水至龙湖水库，经抽水泵站抽水输送至围头入
海点，再经海底管道送至金门。如今终于尘埃落
定，台当局却出幺蛾子。

唐湘龙反问说，“今天基于政治上面的理由
说，你们家里面办喜事不要让我看到，低调一
点，你们暗通款曲就好，有这种道理吗？”台湾另
一媒体人黄智贤此前曾质疑，“恩准”金门人喝大
陆的水但不准道谢，根本是猥琐的命令。

儿戏

金门县政府 7 月 27 日晚发出新闻稿，呼吁台
当局体察民意，同意典礼按原定时间举行。台湾
方面陆委会则表示，由于大陆对台“一再打压”，
盼金门县政府“以大局为重”，不过通水时间可照
原定计划执行。

金门县长陈福海坚持说，典礼是否能够配合
陆委会想法，要取得大陆方面的认同与体谅。他
期待和陆方沟通，让金门自大陆引水能画下圆满
句点。

台湾 《联合报》 分析称，民进党此举一方面
可以“反制”大陆，同时取消被其视为“统战活
动”的引水典礼。

民 进 党 当 局 要 金 门 推 迟 典 礼 来 赌 气 对 抗
“打压”，可其绝口不提的是，东亚奥协之所以
取消台中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直接导火索是
民进党纵容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
推动所谓“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声称要以“台
湾”而非“中华台北”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
如今要求暂缓金门通水典礼，但这攸关金门民
生的大事件，都已早在规划之列，怎能就说翻
脸就翻脸如同儿戏？

金门县议员陈玉珍投书媒体表示，这又是一
桩民进党当局对外失利却打自家小孩出气的案
例。她呼吁当局，这种事不要再做了，每做一次

都重伤台湾人民的情感。古代有掩耳盗铃的故
事，今世有掩面引水的新鲜事。可怪，可笑，亦
复可悲。

无能

《联合报》 文章认为，金门县若不听陆委会
的，民进党当局后续可能不核准大陆官员赴金门
与会。因为反正两岸已实质通水，只要供水无
虞，敲锣打鼓的活动似乎可有可无。但是，金门
与大陆有着特殊的联系，如果两岸敌意螺旋上
升，最后受苦的还是金门老百姓。

陈福海 7 月 29 日回应事件时已经表示，将照
常举行“通水典礼”。但陆委会 7 月 30 日仍然声
称，目前“时机不宜”，希望金门县政府推迟仪
式。而且陆委会说，只有在台当局、大陆、金
门县三方到齐的情况下，活动才能被称为“通
水典礼”。

金门县政府随后透露，8月5日的活动敲定为
“金门乡亲见证大陆引水仪式”，不采用原“通水
典礼”名称。

台湾 《中国时报》 认为，延缓典礼但又希望
照常通水，美其名曰符合岛内利益和社会观点，
实则显示出当局无法单独解决金门民众用水需
求，必须依赖大陆。但又不甘心在此时继续彰显
两岸合作，只好采取如此下策，彻底反映了其两
岸政策的无能与不切实际，“甚至为了贯彻意识形
态，不惜拿自家民众权益当成牺牲品、筹码的不
负责任作风”。

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表示，民进党当局
应以民生为重，在两岸关系上应有更聪明的做
法，不要动辄抗议、反制，陷入恶性循环。

古有掩耳盗铃，今有掩面引水
——台当局延后金门通水典礼遭各界批评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汪灵犀

据新华社上海7月31日电（记者
许晓青）台湾“单车天使”公益骑行团31
日启动上海站骑行旅程。骄阳下，来自
宝岛台湾的30多名学生骑手，在沪上台
资企业密集的金山工业区骑行，并参访
台资企业南侨食品集团上海工厂。

“单车天使”公益骑行活动已成
功举办五届，今年为第六届。主办方
招募在生活和学业上需要资助的 12
岁至 16 岁台湾青少年参与，通过在
两岸举办的单车骑行及参访活动，旨
在帮助台湾青少年了解大陆的风土人
情，同时吸引富有爱心的台资企业为
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募集善款。

据介绍，在过去五届公益活动
中，骑行团在两岸的骑行总距离达
8800 公里。本届活动闭幕时，骑行
总距离将超过10000公里，受益的台
湾学生总数累计可达200名。

7月15日，第六届公益活动开启

“宝岛段”骑行；7 月 22 日，30 多名
台湾小骑手乘邮轮抵达浙江省，开启

“大陆段”骑行，已途经玉环、苏
州、扬州、南京、常州等地，此行最
后一站为上海。

来自台湾南投的小骑手史博文是
连续第二年参加公益骑行。他说，通
过骑行不仅可以锻炼体能，更增长了
见识、结识了新朋友，而且还对大陆
台商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在上海站启动仪式上，台湾小骑
手还合唱了公益活动主题歌《让梦飞
翔》。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
长李政宏等为公益骑行上海站领骑。

8 月 1 日至 3 日，台湾“单车天
使”公益骑行团还将赴上海金山、宝
山、浦东等地的标志性景点骑行。8
月4日，骑行团将在上海电影博物馆
举办冲刺活动及感恩晚会，宣告“大
陆段”骑行收官。

内地与香港携手打造国际组织人才

台湾“单车天使”公益骑行团开启上海之旅

就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问题

外交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闫子敏） 针对有消息称台湾地区

领导人蔡英文将于下月访问巴拉圭和伯利兹并计划“过境”美国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

耿爽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任何企图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
也不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奉劝台湾当局审时度势，尽快
回到“九二共识”上来，不要再做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的事。

他说，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在美国所谓“过境”问题，中方已
多次表明立场，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
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种“过境”。这个立场是明确的，也
是坚定的。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
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
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耿爽说。

本报北京 7月 31 日电 （俞晓）
由中华青年精英项目、浙江大学、香
港生涯规划协会共同主办，浙江海外
联谊会支持的“‘造就新时代国际组
织精英人才’内地与香港交流计划
2018”活动近日在杭州开展。

本次交流活动在全国青联副主
席、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主席郑志刚
倡议下，通过与浙江大学合作，邀请
多位曾任职联合国各职能部门的中国
高级别官员作为嘉宾，向百余名香港
及内地高校学子介绍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赴国际组织工作专业要求以
及新时代中国青年参与国际事务的责
任等内容。

活动旨在通过国际议题探讨、社
会创新能力培训、传统文化调研等形
式，鼓励青年学生在立足本土实践的
基础上，未来有机会加入国际组织并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郑志刚

认为，中国新一代青年应积极了解国
际组织、致力在国际事务中展现中国
智慧，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结合香港的国际化优势，
香港青年更应发挥自身优势，未来代
表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中华青年精英项目今后将联合
浙江大学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中国） 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
络 、 香 港 生 涯 规 划 协 会 等 高 校 机
构，开展“培养新一代全球领袖”
联合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学习项目、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青年代表
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义
工交流等活动，为当代青年参与国
际事务提供实践机会，鼓励香港青年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图为百名学子到访上海合作组织
司法培训基地考察学习。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供图）

解放军驻港部队与各界共庆建军节
新华社香港7月31日电（记者丁梓懿） 解放军驻港部队 7月 31

日晚在中环军营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 周年招待会，约
4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共同庆祝建军 91周年及驻港部队进驻香
港21周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央驻
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解
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和政治委员蔡永中等担任招待会主礼嘉
宾。

当晚的中环军营星光熠熠，充满节日氛围，招待会在振奋的军
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嘉宾随后观看了反映驻军部队建设与发展的
专题片。

谭本宏在致辞中表示，驻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一支
英雄的部队，进驻香港 21 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
坚持依法履行防务职责，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始终保持人
民军队性质本色，锻造了守卫香江的威武文明之师。

据介绍，21年来，驻港部队始终致力于深化同香港社会的沟通
和交流，先后组织了30次军营开放活动，73.1万余名香港市民参观
过多个军营；18次参与“香港植树日”，累计有15900余名官兵植树
9.6万余棵；20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7600余名官兵献血约338万毫
升。同时，香港各界人士也多次组织探访团到军营慰问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