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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晚 7 时，三五成群的台湾
市民吃完晚饭，偕老携幼来到台北亲子
剧场早早就座。再过半小时，“梨园雅
集——两岸京剧名家演唱会”就要在这
里拉开帷幕。这场由北京京剧院和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华之声联合举办的演
出，从昨晚开始首场表演，一连在台
北、台中演出 3 天，为台湾观众带来一
场精彩纷呈的京剧盛宴。

两岸名家同台献艺

主办方告诉记者，此次演唱会精选
台湾观众耳熟能详的京剧经典剧目选
段，同时邀请台湾京剧名家同台献艺。

每场演唱会从开场设计到剧目选择都匠
心独运，让台湾观众在短短两个半小时
内大饱耳福。

其中，台北场将上演 《穆桂英挂
帅》《锁麟囊》《霍小玉》《断密涧》《西
施》等20个经典选段。台中场演唱会共
有 23 个唱段，将加入《苏小妹》《赵氏孤
儿》《霸王别姬》《鼎盛春秋》等经典唱段。

北京京剧院选派了23名优秀中青年
演员来台演出。王蓉蓉、李宏图、迟小
秋、张慧芳、胡文阁等各路名家领衔主
演，拿出代表唱段，展示京剧表演艺术
的最高水准。“梅”“尚”“程”“荀”

“张”各派青年演员悉数到场，表演均

为彩唱，展示京剧妆容、华服之美，表
现各京剧流派的声腔神韵。

除了来自北京的头牌名家之外，演出
还特别邀请台湾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
华及梅派青衣刘珈后联袂演出。两位都是
台湾京剧迷耳熟能详的岛内名家。透过这
次演唱会让两岸京剧名家同台献艺，除
了演出外也能加深两岸京剧文化交流。

吸引青年走入剧场

让记者稍感意外的是，剧场中不少
观众都是青年面孔。这得益于台湾京剧
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对于在台湾推广京
剧，唐文华以“不遗余力”四个字来形容。

“从知识分子、文艺青年甚至到中小学
生，我们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设立了不
同的戏码。譬如面向儿童，我们主要演出
武打类和新编戏曲，同时采用小剧场的
演出形式，将传统戏曲中有趣的部分进
行浓缩表演。”唐文华对记者如是说。

大陆京剧名家李宏图对此表示认
同。他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共
同的责任，关键是要不断吸引年轻人走
进剧场。记者了解到，北京的京剧名家
也将走进戏曲学校，与台湾青年学生交
流传统艺术传承与发展。

对于来欣赏京剧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唐文华表示欣慰。他强调，京剧演
员也需要进校园、接地气，告诉年轻人

京剧表演艺术有多好，“讲解给他们
听，示范给他们看。”

唤起台胞文化情结

京剧艺术是两岸华人乃至全世界华
人共同的精神文化记忆。中华之声副主
任李联向记者介绍，两岸京剧交流由来
已久。特别是1987年两岸开启民间交流
之后，台湾掀起一股“京剧寻根热”。
2010 年 6 月，梅葆玖先生和台湾京剧名
家李宝春联袂，将京剧 《长生殿》 演绎
得如梦似幻，续写了63年前他们父辈的
同台之缘。台湾“梅派大师姐”魏海敏
把梅派艺术发扬光大，大陆的京剧大师
裴艳玲与台湾国光剧团渊源深厚……两
岸京剧交流一直以来佳话频传。

戏迷林先生表示，京剧的华美唱
腔、铿锵鼓点、悦耳弦音，凝结着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粹。京剧所传递的“仁、
义、礼、智、信”等宝贵品质，更是两
岸同胞的共同精神财富。

北京京剧院副院长秦艳则希望，通
过这次活动，让台湾同胞欣赏到纯正醇
厚的京剧唱段，真切感受到两岸共有的
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永恒魅力，希望京剧
艺术能唤起台湾同胞共生的文化情结，
在观赏、聆听京剧艺术独特魅力的同
时，感受到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血脉。

（本报台北电）

9 月 23 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
要通车，香港正式迎来“高铁时代”。
对于旅游行业来说，香港接入国家高
铁网络无疑是一大利好，增加了游客
出行的便利性和规模。如今，香港旅
游界已然摩拳擦掌，纷纷打起“高铁
牌”，力推旅游新玩法。

景区推出高铁套票

“过去 1年，迪士尼乐园就已着手
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
后的旅游服务工作。”香港迪士尼乐园
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蔡少绵表示，
高铁通车后，迪士尼乐园与珠三角地
区各城市的往来时间大幅缩短，该地
区赴港的短期游、周末游将会兴起。
为此，迪士尼乐园特别推出广东省居
民专享的优惠套票，期望可吸引周边
的旅客。“在高铁西九龙站附近，我们
会设立服务中心。有在乐园内订房的
旅客下了高铁可以直接办理入住手
续，服务中心会将行李托运至酒店。
这样，游客就可以直接到市区游览，
避免带着‘大包小包’的累赘。”

不只是迪士尼乐园准备搭高铁的
东风，香港海洋公园近日表示，公园
将推出 3 款结合交通及入场门票的旅
游产品套票及1款半年内入园2次的套
票，其中就包含高铁车票连同乐园门
票的套票。内地指定城市的居民可经
当地旅行社购买有关套票。据园方评
估，园内当前内地客源占四成，预计
高铁及港珠澳大桥通车可带动内地旅
客访港客流。除一线城市外，园方期
望褔州、厦门、长沙和武汉等城市也
为公园带来更多自由行游客。

昂坪 360 前不久也宣布推出新优

惠：今年 10 月至明年 4 月前，游客凭
高铁车票票根，可以 88折购买任何缆
车车票、套票及旅游产品。昂坪 360
董事总经理关敏怡表示，昂坪 360 已
与部分发售高铁车票的旅行社商议优
惠政策，向高铁旅客提供“港铁旅客
全日通”车票或其他优惠，如景点入
场券及小吃券等。

旅行团定制“高铁行”

“以前从香港出发到广东省内各
地，一般都需要坐跨境巴士，时间比
较久。等有了高铁，我们到深圳福田
只用14分钟，到广州南用48分钟。即
便到潮汕、粤西等地，时间算下来也
比大巴快。”谈起高铁通车后的便利，
香港市民思琪兴奋地表示。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进达称，
目前 10多家旅行社正与高铁方面商讨
售票安排，准备推出高铁团，尤其是
短途高铁团。业界预计，未来香港会
以四五小时车程内的中短途高铁团最
受欢迎，比如前往厦门、福州、武
汉、长沙、桂林、贵阳等地。此前，
香港市民前往这些地区都需要坐飞
机，赶上旺季时可能一票难求。而
且，机场一般距离市区较远，乘客在
安检、托运行李等阶段花的时间也比
较久，整个算下来，坐飞机的时间未
必比坐高铁短。

不过，香港旅游业者表示，对于
在内地的长途旅行，航空团还是比高
铁团有优势。比如从香港坐高铁到北
京，需要近 9 小时车程，而且每日开
行的班次少，大多需要游客早起摸黑
出发，晚上摸黑到达，容易让人有舟
车劳顿之感。另外，长途旅行的高铁

票价格高，与淡季时的机票相比没有
优势。

“一程多站”未来可期

作为国际化都市、便利的交通枢
纽，高铁给香港旅游带来的红利绝不
只是港人走出去和内地游客赴港游。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香港可以发挥好
纽带作用，带动“一程多站”“多地联
游”的发展。

例如对于内地中西部地区的游客
来说，他们来港旅游时可以与周边的
澳门、广州、深圳等地结合在一起，
沿着高铁线作多站式观光，增加了旅
行的丰富程度。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
员姚思荣认为，广深港高铁的通车将
为内地旅客来港提供更大便利，并进
一步带动珠三角地区的旅游增长，尤
其会吸引福建、湖南、江西、云南等

周边省份的旅客。“这部分客源群将促
进香港过夜游客人数的增长，并拉动
酒店、餐饮等方面的消费。”

不仅如 此 ， 作 为 国 际 著 名 的 邮
轮港，各大在港邮轮公司也正定点
向中西部地区民众推广“高铁+邮
轮”的旅游模式，届时这些地区的
游客通过高铁往返既可以享受在香
港的行程，又可以由香港搭乘邮轮
前往东南亚、日本冲绳游览，一举
多得，性价比高。

对于到港的外国游客来说，随着
高铁的通车，他们可以把香港作为枢
纽地，接着再搭乘高铁前往广东、福
建、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
做到“一程多站”，沿途观赏中华大地
的优美风光和特色民俗。

正如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
所说，香港与内地高铁网络接轨，将
巩固香港作为“中国南大门”的角色。

香港旅游摩拳擦掌“玩高铁”
本报记者 柴逸扉

两岸名家珠联璧合唱京戏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孙立极

本报台北9月13日电（记者汪灵犀、孙立极） 悠扬的驼
铃声和西域风格音乐，美轮美奂的飞天壁画副本，把台湾观
众带入三千公里外位于西北大漠的莫高窟艺术世界。13 日，
一场展现敦煌千年文化艺术之美的艺术展在台北科技大学开
幕，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此次展览包含 8 个主题，包括“丝路漫行”“庄严佛宫”
“霓裳美仪”“薪火相传”等，以平面、雕塑、建筑模型、影
片、经典洞窟原貌重现等方式立体展现敦煌的千年万象。

主办方向记者介绍，展览从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缘由
开始，带领观众认识敦煌各式壁画及雕塑体现的宗教与艺术
结合之美，再延伸介绍壁画反映的千年前敦煌乐舞、建筑、
服饰、妆容、装饰艺术等生活文化面貌，最后让观众了解敦
煌壁画的制作过程及敦煌研究院近年的保护成果。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说，敦煌莫高窟是多元文明荟
萃融合形成的宝库，凝结了人类千年的智慧结晶，如今在世
界的艺术创作和中华文化传承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希望能
借此机会把艺术的种子播撒在台湾大学生的心田，两岸携手
守望敦煌文化，传承给下一代。

台湾沈春池基金会副董事长严隽泰到过敦煌3次，每次都
非常震撼。他表示，基金会去年举办“走进敦煌—青年丝路
行旅计划”，带领许多青年学生亲身到敦煌去体验古代艺术，
今年这一活动还将继续，10月1日起开放报名。

本次展览由宋庆龄基金会、敦煌研究院和台湾沈春池文
教基金会共同主办。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月，除台北科技大学
外，还将赴桃园中原大学和嘉义南华大学巡展。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特区行政会 9月 11日
完成讨论 《网络安全法》 法律草案，将设立澳门特区网络安
全体系，并规范其运作，旨在通过强化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
网络安全，维护社会福祉、公共安全及秩序等重大公共利益。

行政会表示，随着互联网及通讯技术高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网络攻击及网络入侵层出不穷，为促进澳门社会的网络
系统良好运作，确保网络数据完整并得到充分保障，特区政
府有必要对网络安全进行立法。

澳门现有的 《打击电脑犯罪法》 为针对电脑及网络犯罪
行为的刑事法律，属事后的刑事侦查措施。为规范网络安全
行政管理，特区政府参考内地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
制度，遵照“保障市民安全、尊重个人隐私”的原则，并经
咨询业界及公众的意见，制订该草案。

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网络安全各个领域的定义、适用
主体、组织框架、相关义务、行政处罚制度等，其中建议网
络经营者应核查及登记客户的身份资料。草案规定，澳门网
络安全体系由网络安全常设委员会、网络安全事故预警及应
急中心、网络安全监察实体组成。

其中，网络安全常设委员会为政府的决策机关，主要负
责订定实现网络安全目标的一般性及策略性的方向及目的。
网络安全事故预警及应急中心由在网络安全方面具特别技术
职权的公共实体组成，并由澳门司法警察局统筹，职责主要
包括管理及执行紧急事故应对措施。

行政会完成讨论后，特区政府将向立法会提交 《网络安
全法》法律草案。

新华社香港9月13日电（记者丁梓懿） 香港邮政13日宣
布，将于17日发售“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一套四枚特别
邮票及小全张、已盖销首日封、套折等相关集邮品。

香港邮政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香港邮政高级经理 （集
邮推广） 李振宇介绍说，这套邮票采用四枚连票的设计概
念，一辆高铁列车贯穿四枚邮票，从左至右分别代表广州、
深圳和香港。四枚邮票分别印有广、深、港的标志性元素，
象征着广深港高铁联通三地。

第一枚邮票上印有广州塔、天河体育中心等，象征着广州；
第二枚邮票上印有京基100等，象征着深圳；第三枚和第四枚邮
票印有中银大厦、金紫荆雕塑、中华白海豚等，代表着香港。

第二枚和第三枚邮票的相接处采用了握手造型，李振宇
表示，这象征着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紧
密交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除这套四枚特别邮票外，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
为题的小全张、已盖销首日封、套折也将于 17 日公开发售。
而首日封已于本月3日发售。

据悉，这套邮票由香港设计师黄玲设计。

澳门拟制订《网络安全法》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特别邮票将发行

敦煌文化艺术展在台举办

图为观众在参观欣赏敦煌壁画和敦煌乐器的复制件。
本报记者 汪灵犀摄

2018浙江·台湾合作周摄
影作品展近日在杭州浙江美
术馆开幕，展览汇集展出浙
台两地 25 位摄影人拍摄创
作，以两地自然风光、人文
风情为主题的 160 幅摄影作
品。图为观众在欣赏系列摄
影作品《张掖丹霞》。

施健学摄
（人民视觉）

浙台合办

摄影展

新华社宁波9月13日电 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
示范点授牌仪式暨经验交流会12日在浙江宁波举办。中共中
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向23个新设立的海峡两岸青
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授牌。

刘结一表示，设立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
点，目的就是搭建服务平台，提供政策支持，为台湾青年
来大陆实习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为更多台湾青年到祖
国大陆追梦圆梦创造有利条件。希望基地和示范点发挥优
势，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紧扣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需
要，为促进两岸青年共同发展、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作出新贡献。

据了解，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已在北京等20个省
市批准设立76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累计
超过1万名台湾青年在基地和示范点实习就业创业。

两岸青创基地和示范点再增23个两岸青创基地和示范点再增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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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外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