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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居住证，我在内地 （大陆） 的衣食住行方面
有了更多便利。尤其是‘十一’黄金周快到了，我希
望好好体验一把居住证带来的好处。”从 9 月 1 日起，
部分申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同胞已顺利拿到
证件。问及最想体验的事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
到，希望可以手拿证件在黄金周期间出门畅游，体验
各种服务上的便利。

如今，黄金周已经过去，已拿到居住证的港澳台
同胞们感受如何，他们在哪些方面体会到了便利，对
于居住证的使用还有哪些建议？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机场车站可自助取票

“以前用回乡证订高铁票，到了车站大多需要到人
工窗口排队领票，人多的时候一排就是 1小时。只有
少数车站投放了可以识别回乡证的自助取票机。但现
在我有了居住证，就可以在车站的任意自助机上取票
了，甚至还能直接刷卡进站。”来自香港的蔡先生告诉
记者，因为香港刚开通到北京的高铁，所以特意选择
坐高铁回香港过假期。“从北京坐车一路南下，沿途风
光绮丽又各不相同，感觉很棒。”

不只是坐高铁变得方便，领到居住证的港澳台同
胞乘飞机也比以往更便捷。在北京工作的台胞李先生
表示，虽然“十一”期间他乘坐早班机出行，但因为
自己可以用居住证直接在自助机上刷卡值机、办理自
助行李托运，所以无需很早就到机场。“可是在过去，
因为值机、托运行李都要排人工柜台，一旦坐早班机
就意味着摸黑起床，早早地来到机场。不然很容易就
会错过航班。”

此外，据中国政法大学的港生梁晶描述，假日
期间她去住酒店，就用居住证办的入住手续。“以
往在内地住酒店，有的地方无法接受回乡证办理
入住，很是麻烦。感谢居住证让我们的住宿选择
更多元。”

畅快享受互联网经济

“自从拿到居住证，我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在各种服
务类软件中输入我的居住证号码，享受互联网经济带
来的便利。”来自福州的台胞陈先生表示，假期因为出
门自驾游，所以开车频率高，也难免会出现压线、超
速等违规情况。“以前都是等罚单到了才知道自己违规
了。现在我只要登录‘交管 12123’查询就可以了。
还有像买大巴车票，以前用台胞证号就没法买，但现
在输入居住证号就可以了。”

来自澳门的王女士说，因为前不久看到中国证券
业协会发布关于“港澳台居民自9月1日起已可使用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报名参加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办理
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注册登记”的通知，因此自己打
算利用“十一”假期好好复习，准备考试。“多亏有了
居住证，让我在内地的专业资格考试中有了更多选
择，为将来在内地择业打基础。”

还有部分在内地（大陆）读书的港澳台籍青年告诉记
者，过去看到内地（大陆）朋友去游乐场、海洋世界这些场
馆玩之前，都会在网上买特价票。但是大多数APP或购票
网站不支持使用港澳回乡证或台胞证。现在有了居住证，
大家输入证件号后也可以买特价票了。许多人黄金周期
间就享受到了这一实惠，玩得尽兴又省钱。

期待证件识别度更高

采访中，一些已拿到居住证的港澳台同胞表示，
现阶段证件带给大家各种便利的同时，还存在使用范
围不够广、接受程度不够高的问题。

梁晶告诉记者，自己在酒店拿出居住证办入住
时，有些前台服务员并不了解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已经
开始使用。经解释后，前台服务员才接受了证件的使
用。“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对各行业服务人员和窗口办

事人员的培训，让证件的接纳程度变得更高。”
北京创业公社港澳台及国际事业部总监、台青郑

博宇说，由于此前银行系统已能接纳台胞证和港澳回
乡证，而且同一个人不能同时用两个证件在一家银行
开户，所以想要用上居住证，就需要证件持有者前往
银行营业厅更改信息才行。“只有把我在银行用台胞证
注册的信息改为居住证的信息，我才能进一步在该银
行办理信用卡、购买理财产品、绑定支付宝等。而在
此之前，这些实惠都暂时无法享受。”

另有一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者表示，虽然居
住证号已经是18位数字，与内地 （大陆） 居民二代身
份证相同，但目前仍有些网站或APP还无法识别这些
证件号。“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更新系统，所以误认
为 810000、820000、830000的地址码不正确，从而导
致认证失败。因此到目前为止，有些网上服务我们还
无法体验。”郑博宇这样表示。

港澳台居住证在手 畅行黄金周
本报记者 柴逸扉

“保生文化”一直是两岸民间尤其闽台交流的热
门话题。日前，世界保生大帝庙宇联合会第一届第
二次会员大会暨戊戌年秋祭大典，于台中大甲区泽
安宫举行，两岸三地近200家庙宇、3000人共同参加
活动。台湾庙宇执事人员指出，两岸保生大帝信仰
同宗同源，未来每年都要联谊，维系这份血缘情缘。

追思先祖 祈愿平安

世界保生大帝庙宇联合会于今年1月成立，两岸
及港澳、东南亚地区共400多家庙宇加入，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保生大帝信仰联合组织，总会长为台湾台
南学甲慈济宫董事长王文宗。大陆厦门青礁、漳州
白礁、泉州花桥等3大保生大帝祖庙并列为荣誉总会
长，此次也都派员前来。

保生大帝的原型乃是北宋年间一位民间医者，
本名吴夲，生于福建。他医术高超、品德高尚，深
受乡民爱戴。去世之后，闽南乡民在吴夲家乡漳州
白礁村为其立祠塑像，尊为“医神”“吴真人”，后
世朝廷敕封为“大道公”“保生大帝”。历代帝王多
为其追赐封号、扩建庙宇，保生文化从闽南逐渐传
开，明清之时传到台湾。

台南学甲慈济宫是一座有着 357年历史的古庙，
其所供奉的保生大帝像已有800余年历史。王文宗向
记者介绍，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民众将神像从

福建白礁慈济宫请出，随军渡海至台南，立庙祭
拜，自此保生文化在台湾落地生根。

王文宗说，早期台湾自然条件恶劣，瘴气四
起，从福建渡海来台垦荒的先民既遭瘟疫疾病之
害，又要忍思乡之苦，保生大帝便成了他们在困难
环境中的精神寄托。

如今，台湾各地民众仍然年年举行各类保生文
化祭祀活动，既是祈愿健康平安，也是感念从大陆
来的先民们为台湾早期开发作出的巨大贡献。

血浓于水 割舍不断

保生大帝以医德医术为后世景仰，被视为中
医在台湾的象征。庙宇里常有供信众占卜的掷
签，台湾各地保生大帝庙里的签，有不少就是药
签。今年的秋祭大典活动中，一项重头戏便是请
两岸和港澳的专家举行中医讲座，科普中医知
识，传播中华文化。

作为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民间信仰之一，保生大
帝祭祀活动还承载了大量闽南地区传统习俗，如

“放火狮”“布袋戏”“过火”等。本次秋祭大典也举
行了精彩的传统习俗表演，各式阵头绵延数公里
长，鞭炮声不绝于耳，街道因此非常热闹。

在秋祭大典现场，记者遇到台中大甲泽安宫的
理事长薛秋雄。他说，他的祖先从福建而来，自己

是台湾第四代。他告诉记者，大甲泽安宫已有195年
历史，保生文化深入大甲地区民心。这回主办会员
大会暨秋祭大典，让他看到很多两岸的新老朋友，
极为高兴，这种血浓于水、香火传承不分彼此的亲
缘，是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断的。

交流热络 亲缘愈厚

“秋祭大典是保生文化的重要部分，适逢第二次
会员大会召开，两岸及港澳地区庙宇热烈响应，见
证了保生大帝慈悲仁爱的精神。”王文宗相信，两岸
血浓于水，血缘亲缘不会断绝，未来会员大会还将
继续，这样的联谊能让两岸亲缘愈加深厚。

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的诗浦慈济宫主任严
福林告诉记者，两岸保生大帝慈济宫交往频繁，很
高兴能获邀来台湾参加会员大会，这回诗浦派了9人
前来，晋江宝来庵、厦门市青龙宫等供奉保生大帝
的庙宇，也都有派员全程参加，合计有 20家大陆宫
庙与会。

厦门市林后青龙宫理事长陈世明说：“保生慈济
文化是我们闽南以及台湾地区共同信仰的民间文
化，两岸之间关于保生文化的交流不断，还建立了
秋祭大典这样的平台，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两岸之间
的联系互相交流、增进友谊，使保生慈济文化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 （本报台中大甲电）

闽台“保生文化”交流连民心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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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电 （记者汪灵犀、孙立极） 10 月 4 日起，
台北故宫推出“国宝再现——书画菁华特展”，展出26件
精品文物。

此次展览作品自东晋横跨至元代，兼具历史、文化
和艺术价值。展品包括13幅“限展”书画，为保护脆弱
文物，单幅书画每次只能展出42天，因此将分两期陈列。

第一期展出的六件“限展国宝”，包括晋王羲之平安
何如奉橘三帖、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宋萧照画

《山腰楼观图》、宋夏珪《溪山清远图》、宋陈居中《文姬
归汉图》 和元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展品将于 11 月 14
日结束展出，并于当晚进行展件更换。其中平安何如奉
橘三帖是现存王羲之最高等级的“双钩廓填本”，自上次
特展结束后睽违七年再度展出。

此后登场的七件“限展国宝”，分别为唐玄宗书《鹡
鸰颂》、唐徐浩书 《朱巨川告身》、宋易元吉 《猴猫图》、
宋钱选 《桃枝松鼠》、宋人 《翠竹翎毛》、宋人 《折槛
图》 和金武元直 《赤壁图》。展期从 11月 15日持续至 12
月25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期望通过这批“国宝级”书
画的展陈与诠释，让更多的观众体会到保存珍贵文化遗
产的重要性。

据介绍，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继去年推出“国宝的
形成——书画菁华特展”后，再次集中展出中国书画史
上的传世之作。

本报香港10月 7日电 （记者陈然） 香港迪士尼近日宣
布，将于本月底参与一年一度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首次
将新奇有趣的乐园美食带入市区，与众同乐。

乐园度假区餐饮部营运总监黄庆龙会见传媒时表示，近
年乐园3间酒店餐厅接待的本地客次升幅可观，因此特意参加
美食巡礼，推广迪士尼标志性的中西餐点及甜品。

据介绍，第十届“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定于本月25日至
28 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迪士尼届时推出“魔法点
心”、“华特三重奏”及“米奇厨房甜品荟”等一系列造型精
致的餐点，包括米奇叉烧餐包、阿 Jack 带子蟹肉芝士慕丝多
士、米妮红桑子慕丝饼等，完美融合万圣节特色及米奇老鼠
元素，兼具设计感及口感。

黄庆龙又介绍说，在巡礼期间，乐园还推出香港居民专
享的“迪士尼朋友自助餐套票”，使宾客能以最低988元港币
的价格享用园内2至3间酒店餐厅提供的自助午、晚餐等，进
一步吸引本地客源。

台北故宫展出26件“国宝级”书画

金秋十月，河
北省献县 20 万亩
金 丝 小 枣 喜 获 丰
收，当地农民抓住
晴好天气采摘小枣
进行晾晒，到处是
一派火红的丰收景
象 。 图 为 10 月 7
日，献县马兰村的
农民在晾晒小枣。

傅新春摄
新华社发

金 秋
枣 熟

据新华社香港10月7日电（记者朱宇轩） 香港特区
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7日表示，特区政府未来十年在基
础设施建设上总投资将超过一万亿港元。

张建宗7日在网志发表文章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9
月23日正式通车后，运作顺利。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
政府也积极为港珠澳大桥开通作准备，并于上周一连三
日进行联合试运，试运取得预期效果。

张建宗表示，投资基建等于投资未来。他表示，过
去十年，香港基建总投资由每年200多亿港元，增加至当
前800多亿港元。张建宗预计，未来五年，香港每年的整
体建造工程量会维持在2500亿港元至3000亿港元的高水
平，包括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房屋发展、中九龙
干线及医院发展计划等。而未来十年，特区政府在基建
方面的总投资将超过一万亿港元。

“十一”黄金周期间，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当地围绕
“乡野童趣 亲子淳化”打造乡村亲子游市场，吸引游客近 28
万人，旅游总收入达 8234 万元。鑫淼龙锦园的“醉”美龙
鱼，水乡特色电商游乐节，三国村的烧烤篝火晚会……各景
区活动异彩纷呈，广大市民和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图为游客
在三国村参观游玩。 武俊堂摄

香港未来基建投资规模大香港未来基建投资规模大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吴济海、刘欢） 台湾劳动力市场
老化严重，台统计部门日前发布的调查显示，受雇员工平均
年龄首度突破 40岁，五年来老了 1岁。45岁以上中高龄劳工
比率逐年上升，25至44岁的受雇员工比率逐年降低。

台统计部门日前发布的2017年事业人力雇用状况调查统
计显示，受雇员工年龄平均40岁，较前一年底增加0.2岁。近
五年来受雇员工年龄逐年提高，45岁以上中高龄劳工比重从
2012年的29.6%，逐年攀升至32.8%。同时，25至44岁族群比
重则从62.2%，降至58.4%；未满25岁青年比率则始终在8%多
一点。

人口老化造成劳工年龄逐渐提升，期间台湾又发生劳保
退休给付从一次领取改为年金月领制，劳工想提早落袋为安
还担心劳保基金破产，出现劳保挤兑潮，这些都造成劳工提
早退休。

台统计部门官员称，劳保以及劳退新制实施10年，制度
逐渐成熟化，近五年来中高龄劳动参与意愿提高，受雇员工
退休年龄往后延。民众平均寿命增加，人口老化但劳工却提
早退休，会造成劳动力不足，现在劳工平均年龄逐年上升，
对于人口逐渐高龄化的社会有正面帮助。

香港迪士尼力推乐园美食

台受雇员工平均年龄破4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