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责编：任成琦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未来的地铁长什么样？
可能会长出“龙鳞”状的风轮，移动时借助气流发电；

可能会装上人脸识别技术，根据人的面部表情反应，调整
车厢内的温度；又或者加装全息投影设备，在车内就能看
到四季变换与海底世界的景象……

近日，来自北京、香港两地的350余名中学生齐聚北
京，参加首届京港中学生地铁列车模型创意科技大赛决
赛，用自己的科学创想描绘城市与轨道交通的美好未来。

奇思妙想 各显神通

走进比赛现场，紧张激动的气氛扑面而来。“左！
左！右！右！左！”来自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
的庄绰琳，正指挥一辆地铁模型，边喊着边激动地跳起
来。她参加的是“驾驶地铁”项目的竞技，安全与快速
是这一项目的主旨。在她面前，一条充满京港两地文化
特色的赛道铺展开来，这条赛道两侧的建筑沙盘上，矗
立着京、港两地的地标性建筑。

除了“驾驶地铁”，比赛还分“设计地铁”和“制
造地铁”两个组别的竞技，同学们的奇思妙想让这两组
竞技同样异彩纷呈。来自北京九中的赵紫源提出“龙傲
九天”主题旅游地铁的想法，尝试将传统文化主题与防
腐、防沙及智能调节车厢温度的高科技相融合。

灵动的模型、精妙的构思背后潜藏着选手们的不懈

努力。来自香港的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的5
名队员，从今年5月开始就为大赛积极准备，他们每天
约定时间见面讨论，连周末也不例外。从外观设计到动
力系统，从安全性能到速度平衡，都经过队员们的反复
论证，“我们会努力去跟对方讲道理，也会请教老师，
实在不行会投票决定，最后采用的方案，一定是大家公
认的。”队长毛嘉宝介绍道。

每一点看似微小的突破，都需要长时间的琢磨钻研，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的6名同学对此深有同感。
35秒和24秒，虽然相差仅有11秒，但对高二学生邓学林
而言却意义非凡。邓学林在团队中负责程序编写，最初，
他们的模型在规定距离内只能跑出35秒的成绩，“我试了
十几次，反反复复失败，速度始终提不上去。”提起最后
的比赛成绩，他满怀欣喜地说，“我后来和其他同学一点
点改，今天最后跑出24秒，很满意！”

创意碰撞 增进友谊

扣人心弦的比赛为京港两地青年架起一座互动、交
流、学习的桥梁，助推两地青年在竞争中建立深厚的友
谊。赵紫源看到香港同学制作的地铁模型，不禁感叹，

“香港同学的动手能力好强，他们做的列车模型我可能
很难做出来。”

而在毛嘉宝眼中，北京同学设计的作品有着系统稳

定、车速如飞、调度精准的优点。“最开始我们觉得很
困惑，他们是怎么实现的？”在与北京同学深入交流
后，他才发现这些车上都加装了全新的动力系统，“北
京同学有很多想法很新奇，这些想法我们之前没有考虑
过，交流之后才明白。”现场有不少同学对此深有同
感，他们表示，通过这次比赛更深入地了解地铁建设的
细节，还结交了京港两地关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热衷
于科技创新的新朋友。

在大赛中表现优异的团队和个人，将受邀参加北京、香
港两地共计6天的“京港两地中学生地铁创新科技交流营”，
两地青年深入京港地铁线路、车辆段、控制中心等运营的重
要位置及两地学府和科普单位参观、学习，并设置地铁相关
课题让北京、香港两地中学生充分沟通、交流。

“透过队伍与队伍的交流，两地青年对彼此有更深刻的
交流认识，这对香港年轻人来说是开眼界的机会。下一步，
特区政府也将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林雅雯表示，香港特区政
府重视青年交流，看到这次香港同学能够运用科技元素参
与地铁设计、制造，这种交流的形式非常新颖。

作为大赛主办方，京港地铁公司总经理邵信明表
示，京港地铁意在通过此次比赛，发挥京港地铁作为两
地合作企业的优势，促进两地青年之间的科技、文化交
流，启发青年才智，并加强青年对城市交通、城市发展
的关注和认识。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
儿开在春风里……”近日在福州闽江
的夜行游船上，两岸青年从 《甜蜜
蜜》 唱到 《月亮代表我的心》 和 《小
幸运》，流行跨越四十载，摇漾在歌声
里的岁月和记忆始终相接。

在参加“两岸青年榕城行”的 40
名台湾大学生中，有些是首次登陆，
有些已来过多达 14 次。无论初见或是
重逢，大陆似乎总充满惊喜。“大家交
流起来很自然，有很多共同话题。”他
们这样说起与此行 40 名大陆伙伴的交
流。而这同样是大陆青年的心声。

从古风到现代的多重体验

台东大学信息管理学系学生洪锦
庭是第三次来大陆，去年寒假，她作
为台湾佛光山青年义工两度赴大陆公
益旅行，古色古香的江浙城市让她一
见倾心。这次随中华文化联谊会主办
的榕城行活动来福州，三坊七巷、上
下杭、永泰嵩口古镇等闽都文化古迹
同样令她眼前一亮。

在三坊七巷内的咏春文化展示中
心，两岸青年专注聆听咏春拳传习者对
拳法创制及要义的讲述，并现场学习比
划冲拳的动作。参访马尾船政文化遗址
群过程中，台湾青年对中国船政文化博
物馆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从文献实物、
舰船模型中，“看到了许多历史课本上
描述过的人物及事迹”。

而在网龙网络公司，台湾青年在亲
身体验前所未见的高科技产品后大呼
过瘾。在虚拟现实（VR）体验馆中，他们
争相戴上 VR 眼镜，时而沉浸于海洋生
物课堂中，分辨身边游过的各种生物，
时而惊叹于模拟地貌变化的增强现实
互动沙盘，只在盒子里用耙子刮沙就能
看到投射其上的等高线瞬时变化。

“真的非常神奇”，有台湾青年说
道，“尤其是全息投影，仿佛真人就站在
我们眼前一般。”穿行于网龙网络公司
园区，全球唯一授权的《星际迷航》建

筑、随处可见的科幻元素、员工优良的
福利，让台湾青年感慨“在这里工作是
一件幸福的事”。

夜游闽江时，两岸建筑外墙的字幕
灯璀璨变幻。“光不仅好看，还展现了福
州的科技之美。”有台湾青年称赞道。

从短片呈现到全程直播

两岸青年此行不只是游赏，作为主
要由影视专业学生构成的团队，他们全
程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专题影视拍
摄，每到一处都要悉心收集素材，并在
最后一天集中展示创意短片作品。6 天
的时间内，白天拍摄，晚上讨论分工或
汇总制作，青年们为剪辑视频熬过通
宵，凌晨两三点休息也是常事。

同样全程忙于记录的，还有自媒
体组两岸青年，有人甚至坐拥百万级
粉丝量，已是两岸知名的网红和博
主。郑瀚是福建师范大学大三学生，
却已拥有两个上百万人关注的微博账
号。此行他在“台湾网红趴趴走”栏
目中发布精美图文并进行直播，其中

“两岸网红影视知识大比拼”的短视
频，播放量超过50万次，有200多条实
时网友互动留言。

郑瀚的人气让来自台湾的博主艾
咪羡慕不已，她接触微博不过一两年
时间，却已三次参加微博主办的“台
湾网红趴趴走”，跟随两岸青年活动，
在微博平台以多种形式分享。这一栏
目上线不到一年，累积阅读量已有近
10亿，高达2万人次参与互动讨论。曾
与艾咪合作拍片的台湾博主休伯特此
次同样受邀参与，并熟练操作无人机
制作精妙航拍短片，精湛技艺让也携
航拍机上阵的几名两岸青年大为惊叹。

艾咪在闽江上还用Instagram（照片
墙） 进行了半小时直播，关注者中九
成是台湾粉丝，他们好奇于直播所在
地的人文风物，实时观看的大陆当地
粉丝则会热情介绍地方特色。来自台
湾的网红江昊芹在UP直播平台上的几

次分享，都吸引超过 10 万人观看，他
们几乎全是台湾人。

从文化交融到登陆结缘

作为旅行达人，郑瀚经常往来两
岸，并在微博上分享台湾深度游攻略。
在他看来，台湾人比较热情活泼，待人
讲礼貌。而这几乎是所有参加活动的大
陆同学对台湾同伴的一致印象。而在台
湾艺术大学戏剧系学生刘韦弘眼中，两
岸青年有太多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由于
台湾很多人在追大陆影视剧和综艺节
目，两岸文化更是零距离。

“很多人在看大陆综艺，比如最近
的《创造 101》，还有之前的《奔跑吧》。”
刘韦弘说，自己也是大陆电视剧迷，最
喜欢的演员是孙俪，《甄嬛传》《芈月传》

《那年花开月正圆》都追着看完了。
“听说大陆宵夜喜欢吃烧烤，还有

来大陆没吃小龙虾怎么行。”有台湾青
年说。结伴逛夜市，在大排档大快朵颐
成为众人选择。出于对探索两岸表达习

惯的强烈兴趣，大陆青年了解到“窝心”
在台湾指“贴心”，台湾同伴也掌握了

“么么哒”“小姐姐”等流行语，福州话和
广东话同样不忘学两句。

“两岸青年榕城行”台湾领队陈君
珩告诉记者，之前多次问大女儿，要不
要来大陆交流？对方永远答“不”，理由
是“大陆那么落后，过来干嘛”。“直到她
研一时去上海交通大学交流两个月，对
大陆印象大为改观，回家对我说，‘不排
除将来去大陆工作’。”陈君珩笑着说。

洪锦庭从去年大陆之行结缘起，便
频繁使用微信联系大陆友人，并互寄当
地特产。来自台东的她寄过芋头酥和洛
神花茶饮，大陆朋友也常寄特色酸奶和
老干妈酱过去。她说，毕业后希望先来
大陆实习几个月，然后留在这边，做活
动策划之类的工作。至于工作地点，希
望在杭州等南方城市。

休伯特同样希望通过类似活动，认
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专业能力。通过深入了解大陆文
化，为今后的事业开拓更多可能性。

海峡情缘影视牵

两岸青年榕城雕刻时光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小小地铁模型，连通京港学子情
郑薛飞腾 冯学知

小小地铁模型，连通京港学子情
郑薛飞腾 冯学知

暑假期间，许多小朋友以各
种各样的方式充实自己的假期。

图为在四川省宜宾市博物院
大观楼展厅，一名小朋友在观赏
展品。

庄歌尔摄 （新华社发）

充实度暑期充实度暑期

图为两岸青年夜游闽江，台湾网红江昊芹 （前） 直播中。图为两岸青年夜游闽江，台湾网红江昊芹 （前） 直播中。

澳门

IBF携手武林群英会打造体育文化盛宴
本报澳门8月2日电（曹霜） 为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化发展，丰富澳门民众的体育文化生活，国际拳击联合会
（IBF） 定于8月5日在澳门永利皇宫路凼酒店举办“永利皇
宫名仕赛·2018IBF丝路冠军联赛”，首次将“IBF丝路冠军
联赛”融入到“武林群英会”这场澳门年度最重要的体育
文化盛宴中。

IBF“一带一路”区通过这场赛事为澳门“武林群英
会”注入更多国际元素和拳击文化，从而在发扬“忠诚、
荣誉、勇敢、坚韧、自律、进取、爱心、感恩”的拳击精
神的同时，更好地展现澳门的尚武文化以及当地体育文化
的发展成果，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这座正
在崛起的新的“世界拳击之都”，领略中西文化在这座城市
碰撞迸发出的瑰丽火焰。

IBF 丝路冠军联赛首创于 2017 年，该联赛是首个国际
体育组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职业拳击联赛。
IBF丝路冠军联赛以“一带一路”为主题，旨在以拳击运动
为桥梁和纽带，推动域内国家和地区跨民族、跨文化、跨
领域的融合发展，共享经济与社会繁荣进步的成果。IBF丝
路冠军联赛的赛事理念是“一寸江山一寸拳，万里丝路万
里魂”。该赛事由瑞怡国际出品，IBF和人民网人民体育联
合主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承办机构承办。

国家艺术基金推出惠港新举措

本报香港8月2日电（记者张庆波） 国家艺术基金日前
宣布将向在内地 （大陆） 工作学习的港澳台艺术工作者开
放项目申报，推出三项支持港澳台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措
施。香港中联办今天表示，国家艺术基金的惠港举措将进
一步促进香港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
流合作，更好引导香港文化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据悉，国家艺术基金向在内地 （大陆） 工作和学习的
香港艺术工作者开放申报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资
助对象为受聘于内地 （大陆） 艺术单位、机构，或受聘、
就读于内地 （大陆） 高等院校等，聘期或学籍满一年以
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香港艺术工作者，接受申报的时
间为2019年上半年。资助范围包括戏剧、曲艺编剧创作人
才，音乐作曲创作人才，舞蹈、舞剧编导人才，舞台艺术
表演人才，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和工艺美术创作人
才等。同时，对内地 （大陆） 艺术单位、机构与香港艺术
机构合作申报的舞台艺术创作、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人才
培养资助项目将给予重点关注。目前，已有香港艺术机构
与内地机构合作，由内地机构向艺术基金申报了资助项目。

国家艺术基金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成立，是由国家设
立，旨在繁荣艺术创作、打造和推广原创精品力作、培养
艺术创作人才、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公益性基
金。国家艺术基金成立 5 年来，高度重视对港文化交流合
作，共资助在香港开展的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和演出展览香
港艺术家作品的传播交流项目 7 项，资助资金 1130 万元人
民币。同时，香港艺术家参与了 15 个资助项目的剧目创
作、授课教学和项目策划等。

2018 年 7 月，H 股上市迎来二十五周年，经过 25 年的发
展，H 股如今在香港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近几
年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逐步加深，促进了内地资本市
场对外开放，增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1993年 7月 15日，青岛啤酒成为首家发行 H股在香港上市
的内地企业。H 股的上市之路，是内地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之路，同时也是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内地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联合交易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
拓宽上市企业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的国有企业随着市场经
济发展，开始壮大，但也缺乏外汇以引进最新的技术、企管人才和
进行企业改革。经过内地和香港各有关机构两年多的努力，在内
地尚未有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情况下，两方设计了拟在港上市的国
企公司章程内的必备条款，使其达到香港公司法的要求。

经过 25年的发展，H股在港股市场上占据了重要比重，提
升了港股的交易量，增加了香港资本市场在全球的竞争力。截
至2018年6月底，H股数目由1993年的6家增至256家，市值也
由182亿港元上升至超过6.43万亿港元。

继 H股之后，其他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也迅速增长。截至 2018
年6月底，共有1085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包括256家H股、164
家红筹股和665家内地民营企业；内地企业市值占香港证券市场
市值超六成，内地企业成交金额占股份成交金额超八成。

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表示，没有国企来港集资，香港的
资本市场不可能在国际上有今天的地位。与此同时，内地企业
在港上市为内地企业提供可自由兑换的发展资金，帮助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真正令内地和香港达致双赢，也是国家
所需、香港所长的最佳例子。

“H 股上市，本质是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引入香港资本市
场，不仅为香港市场创造多样化的投资机会，更会长期吸引全球
投资者深耕于香港股市。”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说，这赋予
了香港市场相对于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竞争对手的比较优
势，驱动香港从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

25年间，H 股上市对香港资本市场释放了双重红利，深刻
改变了香港金融体系的格局，提升了香港资本市场的竞争力。

H 股增加了港股首次公开招股的吸引力。据港交所统计，
香港的新股集资市场集资额在过去 9 年中，有 5 年名列全球之
首，全球首创的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深港通”“债券
通”等更为香港和内地市场及投资者打开了投资新天地。

H 股上市也提升了香港资本市场的监管水平。史美伦表
示，中国改革开放为香港资本市场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国
企来港上市令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市场注目。在此同时，香港联
交所和香港证监会也不断提升市场的监管水平，使香港市场逐
步国际化。

H 股有利于巩固香港金融体系稳定性。程实认为，本轮金
融危机以来，大量中国内地优质企业以 H股形式赴港上市，不
断创造出具有吸引力的港币资产，有力提振港币的多样化需
求，缓解了港币融资需求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成为了港币币值的“稳定锚”之一，进而支撑香港金融体系的
长期繁荣稳定。

（据新华社香港8月1日电 记者李滨彬）

H股上市二十五周年

增强香港金融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