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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台湾！”这是台湾当局甩锅大陆的口
头禅，事情不论青红皂白都可先扣上这顶帽
子。上周，东亚奥协宣布取消 2019 年台中东
亚青年运动会，因为“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和
政治干扰”，台湾当局的反应自然还是制式的

“大陆打压台湾”，全然忘记了台湾多少次将运
动场变成了“台独”的闹场，一些人以穿 T
恤、打旗子、喊口号的方式干扰赛事。2016
年，高雄举办亚洲杯足球资格赛，赛场打出政
治旗帜，亚足联开罚 5000 美元。去年台北举
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会前会中，“台独”势
力可谓铺天盖地，将体育盛会变成政治角斗
场。这一次东亚青运会未开，台湾“奥运正
名”活动已肆无忌惮，东亚奥协取消运动会，
意外吗？谁造成的？千错万错总是大陆的错，
这一招也太老套了。

如果尊重事实，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
“台独”势力自己“打压”了“中华台北”撑起

的弹性空间，剥夺了运动员上场比赛的机会。
台湾体育界人士忧心，如果台湾继续闹“奥运
正名”，不遵守“奥运模式”，不但将失去奥委
会赛事的主办权，未来恐怕连会籍资格、参赛
资格都不保。由此观之，“台独”将“搞死”台
湾的运动员，殆无疑义。

就在台中市市长林佳龙跑到台北开记者会
“控诉大陆打压”的同时，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
棒球联赛的复赛正在台中市举行，大陆并未因
为林佳龙不负责任的言辞而取消比赛，而是支
持赛事的进行，默默保障两岸运动好手参赛。
相比之下，台中市口口声声申请复办，却对停
办的原因不做任何解释，只是一味指责大陆

“打压”，甚至“号召国际抗议”，到底谁在以体
育之名搞政治？谁在伤害体育精神？台中市丢
掉主办权的症结在“奥运正名”，林市长不好好
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倒果为因。

也就在民进党当局塑造新一轮“大陆打

压”悲情气氛的同时，福建的清水注入金门，
解金门多年之困。无论两岸政治如何对立，利
泽百姓之事大陆从来不含糊，但民进党当局居
然阻挡金门办引水典礼。金门和厦门，自古门
对门，乡亲间的情谊超越政治，金门想借典礼
表达感谢之情是人之常情，连礼尚往来的民间
情谊都要“打压”，民进党当局怎么有嘴说别人

“打压”台湾？金门缺水不是一天两天，民进党
为金门做了什么？

最打压台湾的是“台独”，它伤害了两岸好
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弹性、谅解，破坏了协商的
渠道，挑衅大陆的底线，伤害台湾的发展空
间。当大陆仍然在采购台
湾滞销水果、派运动员去
台湾比赛、按期供水金门
时 ， 民 进 党 当 局 再 高 喊

“大陆打压台湾”，脸皮是
有多厚？

“还没离开就已经想再来，再会，海南。”7月31
日，随着台湾中时电子报记者喻华德在海口机场的
这条朋友圈晒出，海峡两岸记者特区行联合采访团
最后一批记者离开海南，为期5天的联合采访活动画
上了句号。

从海口的台商莲雾园到文昌的航天特色小镇，
从保亭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基地到三亚中科院深海研
究所，联合采访团的足迹遍及海南 4县市。一路上，
海南蓬勃的发展活力、鲜明的旅游特色、淳朴的民
风和尖端的海洋科技，让联合采访团的海南之行回
味无穷。

台记觉得很震撼

在海南三亚国家海岸海棠湾，一栋状似大拇指的
大楼临海而立。今年4月，在海南建省和创办经济特区
30周年之际，全球第三家亚特兰蒂斯酒店正式开业。
在海南建设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大背景下，这座高端旅
游综合体扬起的“大拇指”，像是海南岛上的一叶船
帆，寓意蓬勃发展的海南迈向了新征程。

1988 年，国务院刚宣布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
特区，来自台湾的许清朝、吴锦琼夫妇便到海口来
寻找发展机会，并在 1992年创办了海口著名的商业
街——海口泰龙城。“海口的变化太大了，刚来的时
候这周边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当时谁
能想到。”吴锦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在接受联合采访
团采访时介绍，海南办特区以来，海南的 GDP、
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 30 年前增长
了 21.8 倍、226.8 倍、256.5 倍，贫困发生率降至
1.5%。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海南依然保持着绝佳
的生态环境，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重要度假旅游目
的地。

沈晓明所言不虚。2017 年，海南全年接待游客
量达675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增长20.8%。位于文昌
市龙楼镇的好圣村毗邻文昌航天发射场，在航天旅
游的带动下，这里现在是充满航天元素的科技小康
村。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李宗芳看到眼前道路整
洁、宛如公园的村落，颇为感慨地说，难以想象过
去这样一个小渔村，会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像今天这
么美丽现代，很震撼！

农业合作结硕果

琼台两地气候条件相似，最让两岸记者感兴趣
的还是琼台农业合作的情况。沈晓明接受采访时表
示，两地农业合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30 年来，
海南共引进了80类、600多个台湾农业品种，台湾优
良的瓜果品种约九成都可以在海南种植。

琼台农业合作，海南“莲雾大王”黄益丰是实
实在在的贡献者和受益者。1999 年，黄益丰从盛产
莲雾的台湾屏东来到海南，带来台湾的莲雾种植技
术和管理经验，并结合海南水土情况培育出了营养
价值高、卖相更好的新型品种，黄益丰把它命名为

“中国红”。
“2004年第一批莲雾下树后卖不出去，那时候吃

过的人很少，我只好到处推销。”黄益丰说，后来大
陆居民对莲雾的认识不断增加，特别是大陆电商业
务蓬勃发展，他自己的莲雾已经供不应求，还带动
了台湾莲雾的销售，他的业务也从单纯的莲雾种植
扩展到莲雾采购和中转销售。

台湾中评社记者林谷隆在采访中发现，受益于
大陆庞大的市场，黄益丰的莲雾价格波动很小，且
收购价格比台湾更高。“最近高雄果菜市场的红莲雾
收购价是每斤16元 （新台币，下同），而这里的收购
价格是每斤 33 至 36 元，相差一倍。”林谷隆表示，

琼台农业合作的效应是双赢的，台商给海南带来农
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将台湾水果带进了大陆
市场。

台青乘风抓机遇

沈晓明说，最近3个月，来琼台商考察团络绎不
绝，上半年在海南注册企业有 16家，超过往年，相
信下半年将迎来高峰。

与台商一同入琼的还有更渴求施展舞台的台湾
青年。作为较早落户海南的台湾商户，泰龙城如今
也是海口的“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泰龙城董事
长助理潘柏志介绍，目前商城里共有 10余家台湾商
铺和 45位台湾商家，多数是台湾年轻人过来开设的
餐饮店铺。

29 岁的台湾青年黄介玄在泰龙城经营一家台湾
风味的烧烤店。原本在新西兰学习西餐制作的他，
毕业后在台湾开过日式料理店，但因“客人非常有
限、成本开销大”难以为继。一年前，和家人来海
口旅游，让他萌生了到海口创业的想法。黄介玄的
店铺开张后，他一天的营业额最多时可到 7000元人
民币，收入是在台湾的5倍。

潘柏志表示，随着海南旅游业越来越兴旺，台
湾青年在海南将有更大的发挥，向他们咨询创业的
台青也越来越多。

李宗芳认为，台湾在餐饮、旅游、医养等服务
行业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海南的发展会为台湾青年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近来，大陆方面出台了“31 条
惠及台胞措施”，各地区也陆陆续续出台了很多的细
则。“可以看的出来，大陆在鼓励台商台青就业发展
等方面释放出了极大的善意”，李宗芳说，希望海南
也可以尽快完善落实相关措施，让台湾青年在求
学、就业、创业方面都有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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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上半年对外贸易额增22.8％
新华社澳门7月31日电（记者胡瑶） 记者31日从澳门特

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获悉，澳门今年1月至6月对外商品贸易
总额共496.4亿澳门元 （以下简称元），较去年同期的404.3亿
元增加22.8％。

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今年1月至6月总出口额为62.0
亿元，按年增加10.2％；再出口达53.9亿元，增加13.9％，本
地产品出口为 8.0 亿元，减少 9.6％。总进口额为 434.5 亿元，
按年上升24.8％。上半年的货物贸易逆差扩大至372.5亿元。

其中 6月份货物出口总额为 10.6亿元，按年上升 12.3％。
货物进口总额按年上升19.8％至72.6亿元。6月的货物贸易逆
差为62.0亿元。

粤港澳青少年体味粤剧魅力
新华社广州8月1日电 （记者邓瑞璇） 优美写意的舞水

袖、灵活有力的耍花枪、或婉转或高亢的念唱……8 月 1 日，
在广州的粤剧艺术博物馆，一群来自粤港澳平均年龄不到 10
岁的小演员们将粤剧折子戏演唱得有板有眼，气势十足，赢
得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香港生辉粤剧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和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日前联合主办“2018年粤港澳青少年粤剧艺
术交流夏令营”活动，来自粤港澳的100多名青少年参加了此次活
动。1日的青少年粤剧折子戏汇演，就是夏令营的成果展示。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小演员们逐一登台亮相，带来了
《师公出马》《潞安洲》《打金枝》《白蛇传之水漫金山》《杨门
女将之探谷》等许多经典曲目。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系主任朱清强介绍，此次夏
令营活动在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进行，由学院教师进行粤
剧唱功、基本功、身段等基础课程教学，并在粤港澳三地进
行粤剧折子戏汇演。“希望让喜爱粤剧的青少年们更好地了解
传统文化，并为他们提供舞台。”

粤剧学习之外，学生们还参观了广东省博物馆、粤剧艺
术博物馆，近距离接触粤剧传统文化，感受古老艺术的魅力。

来自香港的洪慧慈今年12岁，在 《师公出马》 里扮演了
天神的角色。她已经学习粤剧两年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粤
剧艺术交流夏令营。洪慧慈说，这次夏令营中，她在基本功
方面有了成长，也认识了很多广东和澳门的朋友，“培训时候
练功很辛苦，我们都互相加油。”

据悉，此次青少年粤剧折子戏汇演还将于8月2日在澳门
何黎婉华庇道演艺剧院、8月4日在香港屯门大会堂举行。

本报香港 8月 1日电 （记者陈
然） 涵盖“四电一脑”受管制电器（包
括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打
印机、扫描仪及显示器）的废电器电子
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即废电器回收
计划）本月1日起正式实施。

根据计划，市民在购买新的受管
制电器时，销售商必须为顾客提供免
费的法定除旧服务，市民可安排同日
运送新电器并从处所移走一件同类别
的旧电器，无须额外付费。同时，销
售商还须向顾客提供相应的循环再造
标签，并在销售收据中列明“循环再

造征费”字样。
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会见

传媒时表示，“四电一脑”废电器计
划旨在建立循环系统，提供适当渠道
妥善回收旧电器，转废为材、保护环
境。就每一件新出售的受管制电器，
电器供应商须向环境局辖下环境保护
署缴纳15元至165元港币不等的循环
再造征费。

另外，自本月1日起，受管制电
器供应商亦必须经环境保护署登记后
才可出售相关电器，违例者最高可处
罚款10万元港币。

本报北京电 （郭嘉莉） 日前，
来自香港、澳门和北京的200余名青
年学子相聚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
第 23 届“我的祖国－京港澳学生交
流营”开营式。营员以黄山凤、敦
煌马、黄河狮等祖国风景名胜加代
表性动物组合的命名方式分为 10 个
团队，在一周内于北京和内蒙古两
地进行活动，触摸了解祖国的历史
文明和改革发展。

“交流营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非
常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认
识祖国、了解祖国。同时，香港青
年在暑期来内地实习与交流，亲身
体会并融入祖国的怀抱之中，对他
们未来事业的发展与开拓视野有巨
大帮助。”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
事苏祉祺说。

来自澳门利玛窦中学的高三学
生潘景昌数次到访北京，他认为北
京 是 个 充 满 活 力 又 不 失 韵 味 的 城
市，值得一来再来。潘景昌非常珍
惜此次入营机会，“有机会和来自各
地的营员进行深度交流和沟通”。

“我希望通过参加本次交流营，
对祖国国情有更深入的了解，让自
己更有归属感，并为将来为祖国发
展效力而做准备。” 来自香港观塘
官立中学的梁佩盈说。

据悉，“我的祖国—京港澳学
生交流营”创办于 1994 年，迄今
已有约 5600 余名三地青年参加交
流 营 活 动 ， 其 中 港 澳 学 生 达 3300
余名。交流营已成为京港澳三地学
生增进相互了解、提升祖国意识的
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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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废电器回收计划正式实施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五星社区乡愁博物馆近日开馆。据悉，
该馆占地 600平方米，经过 7个月的筹备，收集上世纪 30年代至 90年代期间
有收藏价值的生活物品 600 余件，其中最老的一个物件是 1936 年的“斗
柜”。图为市民通过参观了解大面铺地区近代现代人文历史。

王 欢摄 （人民视觉）

第五届 （2018） 福建文创奖评选启动仪式近日在福州举
行。本届文创奖评选活动包括开展竞赛、研讨、展览、孵化
等，征集文化旅游产品、文博创意产品等五个类别作品。

图为创作者在启动现场举办的福建文创市集活动上展示木
头画和石头画。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成都：社区乡愁博物馆开馆

福建文创奖评选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