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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商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香港8月23日电（记者陈然） 由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办的

“中总世界华商高峰论坛”23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论
坛以“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机遇”为主题，云集中国内地及
香港政府高层官员、海内外工商翘楚以及全球华商代表等约 1000
名嘉宾，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及香
港角色。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开幕致辞时表示，香港是全球
公认的最自由经济体，拥有广泛的人脉和丰富的国际经验，使香
港成为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平台，更是海外企业包括华商通向
内地市场的首选门户。

在论坛随后举行的嘉宾对谈环节中，来自各行业的华商代
表深入交流香港工商及专业服务优势，分享如何应用科技元素
并结合传统与新经济产业发展，驱动华商企业以至区域经济升
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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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课审大会”近日决
定，对现行中学社会领域课纲进行修改，在高中

“中国史”教学中不再使用传统的朝代编年史，并
将“中国史”放在“东亚史”架构下讨论。该决定
连日来引发岛内舆论持续抨击和批判，台湾专家学
者通过连署、声明、座谈等形式，揭露台当局“去
中国化”的政治操弄，斥其用心险恶，数典忘祖。

“去中”媚日之举

台湾文化与教育研究协会 8 月 22 日召开“反
对去中国化历史课纲”座谈会，并发表新闻稿指
出，台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的历史课纲，是一份彻
彻底底“去中国化”与媚日的课纲，目的在于斩
断台湾与中国历史、文化与民族的关系，它企图
从量变到质变，有计划地清除中国史在台湾学子
中的集体记忆。

台湾的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泓说，从李登辉、
陈水扁到蔡英文等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都竭力建
构岛内学子的“台独”史观，现在他们成功了，让“中
国史”消失以融入“东亚史”里面。外界反对这样的课
纲，但民进党不可能改变，因此他呼吁所有老师在课
堂教学时，给予学生正确的史观，坚持“中国史不是
外国史”、“中国人讲中国史”。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张昆将说，他虽然教
东亚史，但反对在高中阶段将“中国史”纳入“东
亚史”架构下讨论。初高中是建构认同的阶段，应

该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及历史，但民进党却在高中
历史课纲中，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中，这
是去中华文化及“去中国化”，非常荒谬，会造成
年轻人对国家认同的混淆及分裂。

台中二中历史老师伍少侠说，将“中国史”纳
入“东亚史”中，最后会沦为“猪八戒照镜，里外
不是人”。学生学习历史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文化基
础，否则所学的知识会片段与主观，而中国史就是
那个文化基础。台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的历史课纲，
切断台湾人和中华文化的关系，会造成文化无根及
学生历史学习的紊乱。

台湾蓝天行动联盟等 22 个团体近日到台教育
主管部门前抗议，称民进党正在推动的历史课纲，
骨子里是“去中国化”，是加强媚日。

毁伤教育本质

针对台当局教育主管部门日前通过的高中历史
新课纲，岛内 22 名大学教授发起“坚决反对不符
合历史教育的新课纲”连署，他们表示，虽然延宕
多时、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仍不顾许多历史专家
的谆谆告诫，在其同路人的强力护航下，通过这份
既不专业、更缺乏教育理念的课纲。为了挽救台湾
下一代，使他们免遭违反史学与教育原则的课纲毒
害，他们以沉痛的心情，表示坚决反对到底，更希
望民进党迷途知返。

“这是舍本逐末，扰民的课纲。”连署内容表

示，这份课纲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历史教育最重
视透过时序、理解其因果关系，进而培养学子理解
及判断力。若学生连基本历史事实时序都缺乏，又
如何期待他们能清楚掌握各种历史主题，进而展开
讨论？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更是对历史教育本质的
严重毁伤。“当这份新课纲一通过，坊间便已盛
传，补习班摩拳擦掌，准备大赚一笔历史补习财。
这不是劳民伤财，什么才是劳民伤财？”

“这是一份急就章的课纲。”连署内容称，因为
充满政治算计，所以匆促，其后的教科书都将粗糙
不堪，陷入恶性循环。希望台湾学子能接受一种可
大可久的历史教育，“而不是受宰制于意识形态如
此浓厚的一份课纲”，完全忘却自己文化、历史的
根源与历史教育的本质。

回归历史本源

中国统一联盟近日也召开执委会，对于台教育
主管部门强行通过的新课纲进行严厉批判，并发表

《坚决反对‘去中国化’历史课纲声明》。声明指
出，民进党当局自全面执政以来，口说“维持现
状”，却渐次以“转型正义”为名，从“去孙化”
到“去郑成功化”，日前更强势修改高中历史课
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企图让台湾偷
天换日成为东亚的一个国家，更想让中国与东亚的
日本、韩国都成为“外国”，彻底从根刨除下一代
对中国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其居心昭然若揭。

中国统一联盟呼吁民进党当局悬崖勒马，勿以
台湾的前途为赌注，应回归中华民族的历史本源，
认同两岸血浓于水的民族连结，切勿心逆而险，数
典忘祖。

台师大中文系教授徐国能日前在个人脸书也发
起“八月起义”计划，号召历史方面的专家学者，
共同编一套 （3册） 适合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历史补
充读物，包括政经、文化、艺术和各朝代风流人物
的趣事、值得深思的历史文化问题，为学生建构完
整的中国史观。

徐国能认为，台教育主管部门“课审大会”的
那些委员同构性高，由这样的少数人来决定未来的
高中历史课纲，才具有争议。日前通过的高中历史
课纲，是从日本史学的观点来看世界，这是错误的
方向。

台湾作家黄智贤说，此次课纲调整是新一轮
“去中国化”教育的跃进。“他们以为塑造了年轻人
‘反中’‘台独’的潜意识，就可以迫使整个台湾与
中国大陆为敌。但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反对‘去中
国化’的‘台独’教育。”他们的图谋不能得逞！

270多年前，福建平和一个叫林石
的人来到台湾彰化开荒拓土，后家族
定居雾峰，勤耕不辍，逐渐成为地方望
族。伴随着台湾的历史沉浮，这个家族
历经兴衰起落，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命
运、共前进，坚守爱国爱乡情怀。

近日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的雾
峰林家历史特展，通过翔实的史料
和图片，讲述了沧海变迁中这个

“百年台湾世家”的不变情怀。

兵马从戎，守乡卫国

雾峰林宅是台湾现存最庞大、
最精致的古建筑群。展厅中，一幅
规模宏大的雾峰林宅分布图，让北
京观众一窥这个家族曾经的基业。

雾峰林家一直以“力田习武”为
训，开基展业。直到第五代林文察，在
咸丰、同治年间效力于清政府，受左
宗棠举荐成为福建陆路提督，曾国藩
评价“闽中健将，文察为最”。1864年，
年仅36岁的林文察不幸战死，被追赠
为太子少保，其宅第被赐为“宫保
第”。自文察之后，林家数代都为保台
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一张发黄的文书中，我们可
以看到林文察长子朝栋的功绩，“候
选道林朝栋着赏穿黄马褂”。1884
年，法军据基隆，谋犯台北，林朝
栋率领乡勇支援清军并多次击退法
军，林朝栋因功受奖。此后，林朝
栋也得到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赏
识和重用，协助刘铭传发展农商、
畅通交通、推行新政。

1894 年甲午战败，台湾进入日
据时期。一张“闽南军司令”的任
命状，证明林家后人没有缺席民族
解放事业。林朝栋之子林祖密疾呼

“国且不国，更何有台”，誓死不当
日本殖民地的臣民，于是变卖台中田地，捐资台
湾抗日义军，并大力支持孙中山护法活动，被任
命为闽南军司令。1925年林祖密被军阀杀害，他
秉持的“国比家大，有国才有家”的信念深深地
影响了林氏后人。

展览中，一封字迹已有些许模糊的信件读来让
人动容，其中这样写道，“台湾光复，父亲生平遗志
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国家能获得胜
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个人粉身碎
骨也是值得”——这是抗战胜利后，林正亨写给母
亲的信。林正亨，是林祖密之五子。1944年抗日战争
如火如荼，他毅然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任步兵

团指挥连连长，在战争中身中16处刀
伤致残。

“我们林家的爱国之心、民族之
情，是先辈用生命铸就的，也需要
我们后人接续。”林祖密嫡孙林光辉
指着这封信动情地说，“我现在能做
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多为两岸
交流作贡献。”

传承文化，启蒙民智

200多年来，雾峰林家也见证了
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一张题着“文魁”两字的牌匾
照片让人眼前一亮，这块悬挂在林
宅景薰楼内的匾，为的是纪念林家
唯一一位举人林文钦。林家先辈多
是武将出身，直到 1893 年林文钦取
得科举功名，林家因此更重文教，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 文 武 双 全 世
家”。在后来的动荡年代中，林家也
因此有了武功之外的方式，来保护
和传承中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

“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
有时。”这两句经典之作便是出自林
家后人林朝崧笔下。在日据时代的高
压统治下，雾峰林家通过兴办学校等
持续推动社会启蒙，引进思潮观念。
林朝崧与侄子幼春发起成立“栎社”，
通过唱和古典诗词弘扬祖国文化和
民族意识。林幼春更积极参与文化
启蒙运动，大力支持新文学，被称
为“汉学界的台湾第一才子”“台湾
新文学的开拓者”。

在这些历史照片中，我们还可以
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1911年梁启超
受邀到林家莱园做客，将一张自己与
女儿留影的照片赠与林朝崧。其间，
他劝说林献堂、林幼春叔侄不可“以
文人终身”，须努力研究政治、经济等

学问。受此启发，林献堂等人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
愿运动，并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定期举办演讲、
发行书报，促进台湾文化进步。

“‘一新义塾’就是我们明台高中的前身”，林
献堂孙媳妇林芳媖指着一张“雾峰一新会活动合
影”的照片介绍道。1932年林献堂之子林攀龙从德
国学成回到雾峰，在当地发起成立“雾峰一新会”，
推动女子教育，并开办了“一新义塾”汉语讲习所。

“每年在林献堂逝世纪念日，我们都会在明台高中
举办文化活动，向大家讲述林家历史和两岸渊源，
努力传承雾峰林家的爱国爱乡精神。这是我们林
家后人的责任。”林芳媖说。

本报南昌8月23日电 （记者魏本貌） 第十六届赣台 （南昌）
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8月30日至9月2日在江西省南昌市隆重
举办。本届赣台会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
举办，南昌市人民政府和江西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具体承办。本届赣
台会主题是“携手新时代·推动新融合·共谋新发展”，围绕这一主
题，大会在开幕式后将同时举行5个专题产业对接会和1个专题论
坛，分别是：赣台新能源及智能汽车产业对接会、台商与江西国有
企业战略合作对接会、赣台智能移动终端产业对接会、赣台现代农
业合作对接会、2018“江西风景独好”（赣台） 旅游推介会和赣台
青年创业论坛。

本届赣台会各项活动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紧贴深化两岸
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主线。预计今年
赣台会参会人数800多人，其中台湾嘉宾500多人。

江西涉台商事仲裁中心23日在南昌揭牌成立。该仲裁中心是经
南昌市仲裁委员会批准并设立的直属分支机构，由江西省台办和南
昌仲裁委员会共同管理。该仲裁中心欢迎广大台商朋友在签订商业
合同时，约定通过南昌仲裁委江西涉台商事仲裁中心解决争议；仲
裁中心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
胞投资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仲裁的方式，公正、快速、高效地
化解涉台商事纠纷，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岛内学者痛批“去中国化”历史课纲

台当局充满算计 其用心昭然若揭
本报记者 张 盼

第十六届赣台会将举办

台湾文化与教育研究学者“反去中国化历史课纲记者会”现场。 姚志平摄台湾文化与教育研究学者“反去中国化历史课纲记者会”现场。 姚志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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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2 日，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
中国澳门选手李祎以 9.72 分的成绩获得亚军。图
为李祎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8月23日，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赛中，中
国香港选手萧颖莹获得冠军。图为萧颖莹在比赛后
庆祝。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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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8月23日电 （记者
许雪毅） 1958 年“炮击金门”战役

（台湾方面称“八二三炮战”） 发生
时，洪水平还没出生。这一年，他的
父母在炮声中结缘。一个是 23 岁的民
兵，负责运送炮弹；一个是 18 岁的护
士，帮忙包扎伤员。在福建晋江围头
村，这对年轻情侣经历了战火考验。

这一年，与围头村一水之隔的金
门岛上，小学生王再生看到家里突然
来了好多军人，他们把客厅当成排
部，把门板拆了当床铺。8月23日，炮
战开打那天，王再生还懵懵懂懂地跑
到屋檐上“看热闹”。

转眼一甲子过去。23 日上午，纪
念“炮击金门”战役 60 周年活动在围
头村举行。当时，围头这个不到3平方
公里的小渔村落下5万多发炮弹，由此
得名“海峡炮战第一村”。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

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
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开
始走向缓和。随着两岸恢复交流，围
头村有了新的名字——“两岸通婚第
一村”。

8月17日，村里两年一度的“七夕
返亲节”迎来第五届。作为围头村党
支部书记，洪水平自豪地介绍，围头
目前共有146对两岸夫妻，其中嫁过去
137人，娶过来9人。“战火变烟火，围
头新娘已成为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见
证。”他说。

而今年 8月 5日，福建正式开始向
金门供水。晋江流域的水，通过围头
入海点，经海底管道输送至金门。如
今年逾古稀的王再生，在晋江亲眼见
到“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成现实。

自古以来，金门与对岸的泉州、
厦门之间就往来频繁。王再生的爷
爷、爸爸都是泉州人。上世纪 30 年

代，爸爸在泉州和金门之间走船运。
“当时金门人经常用地瓜和其他干货过
来交换他们缺的米和油。”

1984 年，洪水平在围头村当民兵
时，围头和金门的海岸线氛围已和炮
战时有所不同。1985 年，21 岁的台北
青年陈清隆在金门当兵。陈清隆的驻
地离厦大白城很近，他经常通过望远
镜看对岸景色。陈清隆没想到，望远
镜里的景致会成为他未来长期生活的
所在。2003 年，陈清隆落户厦门。如
今，他经营的“马克客栈”紧邻厦门
海边。从客栈四楼房间望出去，可以
看到当年他在金门当兵的那个岛。他
清楚地记得，当时金门还有 4 万多兵
力，如今更多的是居民和游客。这种
跨越时空的“隔海眺望”，让他感慨万
千。这个曾经的“阿兵哥”说：“在和
平的基础上，百业才能兴盛。环境稳
定了，美好的一切才能持续。”

昔日“炮打炮”今朝“心连心”

据新华社澳门8月23日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中企协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委员会 23日在澳门举行发布会，推出 10个重点项目，
助力澳门融入大湾区建设发展。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在致辞时表示，中央
高度重视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希望澳门发挥
优势，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希望澳门中企协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委员会继续做好重点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工作，
为大湾区建设和澳门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此次发布会推介的10个项目，涉及跨境金融、交通设施、环
保合作、民生服务、物流运输、建筑工程、经贸平台等多个领
域，全是已在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重点项目。其中包括设立粤澳
合作发展基金、澳门废旧车辆处理、跨境移动支付平台、装配式
建筑产业化基地、港珠澳大桥口岸穿梭巴士等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项目发布

▲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第 18 届亚运会
上，港澳选手大显身手，成绩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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