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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并蒂 月映两岸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书法艺术是其
瑰宝之一。中秋是团圆佳节，两岸书画艺
术家聚在一起，用书画艺术交流情感，传
承文化，更显亲切。”台湾书法家陈胜德
说。在中秋来临之际，中国文联和厦门市
政府在鹭岛举办书画笔会，两岸近 50位
书画家以笔会友，以画传情。

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叶国
华已连续 5年参加笔会，这次他召集了
30位台湾书法家共同创作苏东坡词《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书法长卷，表达
中秋佳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骨肉亲情。他说，书法艺术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维系两岸血脉情缘
的重要纽带。期待两岸书法界更多地交
流合作，将书法文化推广到世界，让全
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台北中山堂，上海音乐学院方琼
教授带领的“长相知”团队与台湾爱乐
民族管弦乐团，为岛内民众带来一场别
开生面的音乐会《来自上海——古调不
句号》，音乐会以古诗词与民歌的结合
为表现形式，以人声和乐器的配合，传
递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神内核。

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一年一度的
两岸中秋灯会 20 日晚将在江苏昆山启
动。昆山市台办主任何蓉蓉介绍说，今年
的灯会以“两岸情一家亲”为主题，设
立昆山印象、宝岛风情、周庄故事、祈
福中华四大主题特色灯区，将灵秀的江
南水乡风韵与多彩的宝岛民俗风情融为
一体。灯会期间，还邀请了台湾新北
市、南投县基层民众到昆山品文化精
粹、叙手足情深，并举办“昆山印象周
周演”“两岸美食汇”“南湖秋月周庄雅
集”“彩船巡游”“灯谜竞猜”等活动，
彰显两岸民俗特色，加强两地交流融
合。

中国节日 国际范儿

中秋节，团圆夜。对于海外游子而
言，这个节日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在海
外，中秋节的气氛越来越浓。中国驻外

使领馆发起的聚会、祖 （籍） 国亲人送
上的精彩表演让海外游子心中暖暖。住
在国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越来越有认同
感，无论是政要的祝福还是当地社区的
参与都让中秋这个中国传统佳节越来越
有国际范儿。

加拿大温哥华市“荣誉市民”、加拿
大华商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席庞燕今年中
秋要在北京过，但她还是早早就收到了
来自领馆的邀请。“虽然身不能往，但是
很感动，很温暖，有家的感觉。”她说，“这
些年，加拿大过中秋节的气氛越来越浓
了。主流社会也越来越关注这个节日，比
如，我总能收到加拿大总理在节日期间
寄来的贺卡。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对于
我们海外侨胞而言，这是大家的团圆，是
中外和谐的共鸣。”

在澳大利亚，中秋节的氛围已经很
浓。“悉尼很多的商店推出了种类繁多
的中秋礼品，甚至能买到上海杏花楼牌
和北京稻香村牌的月饼，一些公司也会
制作创意型月饼作品出售和赠送。除了
家族内部的团圆聚会，还有各种华人社
团组织的中秋晚会、文艺演出等。”澳
中商业峰会执行主席华商卞军已经忙起
来了，“9 月 17 日，参加了一场同乡会
举办的中秋晚会，中央电视台还在当地
录制了一段节目。我还应邀出席了安永
公司组织的悉尼庆中秋鸡尾酒会。活动
很有特色，当地人和我们华人同胞一起
品尝月饼，分享中秋故事，互道中秋祝
福。这些反映了当地社会对中国节庆传
统的认可，对中华文化的重视。”

尼日利亚华星艺术团团长倪孟晓最
近忙碌的是即将于9月22日在经济首都
拉各斯举办的“庆中秋 迎国庆”联欢
会。“既是拉各斯侨界的一大盛事，又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大好事！”他很兴
奋，活动邀请到了拉各斯总领馆总领
事、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夫人、4
个州的州长、联邦政府的两位部长、尼
日利亚制造业协会会长以及尼日利亚当
地嘉宾和侨胞 700 多人出席。为了回馈
当地社会，主办此次联欢会的华星艺术
团还设置了捐赠环节，将特别赞助20名
优秀的贫困生直至其上大学。

海内共祝 月在杯中

又到素月分辉、明河共影的中秋好
时节。明月普照四海，对于全球华人和向
往中华文化的人们而言，中秋佳节是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
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契机。

中秋节前后，全国各地将结合节日
历史、节日诗词、节日饮食等开展丰富多
彩的节日活动，阖家团圆、喜庆丰收，润
物无声地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
广东江门、江苏扬州、四川德阳、江苏昆
山、内蒙古阿拉善盟、云南玉溪、福建三
明、江西遵义、贵州安顺、重庆渝北、河南
濮阳、河北沧州、山东青岛……都将依托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公园等开展雅俗共
赏、趣味性浓、全民参与的节庆活动：赏
月、拜月、祭月，观灯、猜灯谜，做月饼、品
月饼，还有大小文艺演出、美术书法展
览、笔会、经典诗词朗诵会等，不胜枚举。

9月10日，第十六届鼓浪屿中秋文化
节开始举办。鼓浪屿管委会苏玲介绍，今

年的文化节的活动很有趣味性，又能雅俗
共赏，比如鼓浪屿“七桃斗阵”景区的博饼
文化体验、文化专家的“讲古”、菽庄吟社
诗歌活动等。尤其是钢琴码头的“艺术快
闪”活动，把鼓浪屿原住民的家庭音乐会
形式搬到广场，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和现
代生活的结合，很受游客欢迎。

“在外游子，中秋佳节倍感思念家
乡。但愿家人健康平安！”“中秋节爱吃
的是香甜的月饼，想起的是你可爱的模
样。祝你幸福地久天长。”这是琼海从9
月 15 日开始举办的“我们的节日·中
秋”网上寄语活动中，网友寄语中的几
条。琼海市委宣传部丁之美告诉记者，
公众通过琼海文明网、微信公号“文明
琼海”“青春琼海”以及琼海市和各镇
的微信公号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她
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通过新媒体，
天南海北的琼海市民可以不受时空限
制，用手机便捷地对家人朋友表达思念
之情，也广泛地传播了中秋传统文化。

再过 4 天，我们就将迎来中秋佳
节。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宇内一
尊同……

“中国考古学不仅映照五千年辉煌的
文明，也折射出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
爱国情怀，这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更多人来
了解我们的学术和文化。”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9月18日在“两岸共
话书生救国，探寻烽火文化传承——《朵
云封事》新书座谈会”上说。

在“9·18”这个中华儿女共同铭记的
悲怆之日，与会两岸嘉宾共同撕开了中国
近代史“书生救国”的信封，烽火文化传承
者的群像跃然纸上。与会者呼吁，两岸有
识之士及海外广大学者共同思考如何接
续文脉，一道守护灿烂的文化中国。

摹画知识分子群像

《朵云封事》系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
院长李霖灿之子李在中所著，书名有着风
雅的典故。“朵云”的讲法，源自唐朝能臣
韦陟在信函最后所写、形似云彩的署名，
后演绎成信纸的雅称。“封事”本指密封的
奏折，后引申为信封之意。

20 世纪 30 年代，爱国知识分子蔡元
培、傅斯年、李济等奉“科学研究”为圭臬，

在“教育救国”理念下，提议建立集典藏展
览、学术研究、公众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大
型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希望通过整
理文物、研究历史，凝聚民族文化向心力，
树立民族自信心。由此开创中国集科研与
教育于一身的博物馆建设先河。

撕开中国近代史的信封，李在中以其
父李霖灿“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
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为出发
点，结合近70年亲历亲闻，用15年时间写
出30篇文章，并配以300余幅全彩珍贵历
史图片及书信手迹，较为完整地还原与讲
述了 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之
后，到 1965 年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间所
经历的暂驻李庄、渡海东迁、蛰藏北沟与
合符双溪等阶段。

勠力维护中华文明

李在中在座谈会上说，抗战期间，
虽国家遭受灾难，但多难兴邦，在艰困
的环境下，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潘
天寿等一代知识分子坚守爱国信念，用
辉煌灿烂的成就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

“书生救国”的故事。他们为中国近代科
学考古文博事业、民族社会学研究、中
国艺术研究体系的发展贡献良多，也为
日后中国人文艺术学术蓬勃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20世纪国画大师潘天寿之子、曾任中
央美术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公凯
对记者说，《朵云封事》记录了一代知识分
子真实的生活，每个细节都核对过，非常可
信。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重温那个非常艰
苦的年代。人们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脉保
存下来，而且保存得那么完整，一点不受损
伤，这对当下的年轻人非常有教育意义。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张
平在书面致辞中说，此次座谈会更深更高
的意义并不在一本书、一个人，而在于中
国文化传承和发扬。本书是一个榜样、一
个开始，新时代两岸及海外中华儿女的新
使命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为建立人类文
明共同体作出中国独特贡献。

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潘公凯认为，如今台湾当局用政治

区隔和否定文化，将文化贴上政治标
签的做法是错误的。“台当局在博物馆
和教科书上的‘去中国化’非常不应
该，因为台湾的文化传承跟大陆是分
不开的。”

“中华民族经历了许多次外患内乱，
每一次只会让中华文化更加坚强，我们
对此越来越有信心。”李在中引用“中国
考古学之父”李济的话告诉记者，中国
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最光荣的一面，
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
光辉才显得更加鲜明。“这让我们对中华
历史文化有无穷的信心。”

座谈会上，“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之女、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
娜作为亲历者，分享了常书鸿在抗战
期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故事。知
名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外孙女于葵分
享了梁思成与“中央博物院”的建院
点滴。故宫博物院文博专家朱家溍之
女、紫禁城出版社副编审朱传荣则诉
说了两岸故宫人无法割舍的文化故事
与情感纽带。

烽火文化 传承不绝

两岸共话“书生救国”往事
本报记者 张 盼

由民革中央、黄埔军校
同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

“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
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海内
外的黄埔师生及亲友和各
界嘉宾出席。

首届“中山·黄埔·两岸
情”论坛于2010年在台北举
行，此后第二至七届论坛分
别在北京、上海、武汉、香港、
天津等地举行。本次论坛在
前七届论坛成果的基础上，
以“两岸黄埔情·共圆中国
梦”为主题，旨在通过发扬中
山精神，缅怀黄埔先烈，凝聚
与彰显论坛所涵盖的中山、
黄埔与两岸和平发展之主
题，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共叙黄埔情谊

“在孙中山精神的感召
下，包括国共两党诸多精英
在内的黄埔师生，继承和发
扬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
精神，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
用以身报国、血战到底的英
雄壮举报效了祖国和人民。
我们在此缅怀黄埔先烈为
民族振兴事业作出的卓越
贡献，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就是传
承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强
大精神力量，鼓舞海峡两岸
同胞和全世界中华儿女，共
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千秋伟业而奋斗。”全国政
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
主席郑建邦说。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先辈们的革命历程，我们
更加认识到今天黄埔精神的伟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其核心
就是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当前，弘扬黄
埔精神，就是要努力推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黄埔军校
同学会会长、黄埔十八期学员、今年94岁的林上元说。

再现黄埔精神

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丘智贤，用大量的
图片再现了革命烽火中锻造的黄埔精神。“在艰困的环境
中，黄埔师生以亲爱精诚与爱国爱民的精神，投入战场当
中，为国家打出血路，赢得各界的尊敬支持，作战中，师生
勇于牺牲，真正做到了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丘智贤看来，黄埔的故事，就是一个个鲜活的青
年故事，是迎接困难，接受挑战，在开创中失败、成长
与成就的故事。“作为黄埔后人，我们以传承黄埔精神为
荣；面对今天，我们应该掌握机运，勇于创造，发挥黄
埔大家庭的精神，互助合作，共同勉励；眺看明日，两
岸的深度融合，能够取长补短，发挥群体智慧。”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期待，与会者呼吁，两岸同胞相互关
爱、信赖，消除彼此隔阂，携手共创双赢，为共享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成果而努力奋斗。

“近两年多来，岛内‘去中国化’、‘渐进台独’等逆流再
起，一些人企图削弱甚至割裂两岸的血脉联系，磨灭台湾
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对于这种数典忘祖、贻害无穷的行
为，全体中华儿女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郑建邦说，“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
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共吁反“独”促统

聂荣臻元帅的外孙女聂菲在论坛上宣读了聂力中将的
书面发言。在这份发言稿中，聂力表示，祖国统一是我们父
辈为之奋斗不止的目标，也是我们这些黄埔后代继承他们
的遗志而不懈努力的目标。2017年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今
年的全国两会，更加明确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这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目标，
更是两岸黄埔师生及其亲属的共同目标。聂力呼吁，两岸黄
埔师生及其亲属团结起来，与“台独”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林上元指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这是全体
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大道之行，人心所向，无论国际
风云变化、还是岛内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都阻挡不了
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广大黄埔人要坚决捍卫一个中国
原则，广泛团结海内外同胞，坚决反对“台独”，积极开
展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今年 100岁的台湾新同盟会原会长许历农表示，“天
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中华文化，将给世人带来启迪，
他同时呼吁：“中国人！加油！”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有所
变有所不变。虽然世界在变，但弘扬中山精神不能变，弘扬
黄埔精神不能变。民进党上台以来倒行逆施，岛内统的声
音不断升高。共圆中国梦，台湾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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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里 人 心 共 赏 时
本报记者 吴亚明 张 红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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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月圆 （资料图片）

9月 19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教育局组织迎中秋活动，欢迎新一批刚到
南浔不久的南非、荷兰、美国、哥伦比亚四国的外籍老师，让他们亲身感受手
作月饼文化。 沈勇强摄

9月19日，以“天上氆氇、锦绣扎囊”为主题的“2018扎囊
氆氇文化节”在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开幕。文化节为期4
天，期间将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民族特色商品展销会等活
动。图为文化节开幕式表演。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氆氇之乡”办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