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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是内地再也没有农村孩子要淌水过河上学。”多
年前，“无止桥”项目发起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吴恩融
在公开活动中曾这样意志坚定地表示。为了坚守这份初衷，他
和志同道合者于2007年在香港注册了“无止桥慈善基金”，为
内地偏远山区义务架桥。

时光荏苒，2018年已是“无止桥”踏入另一个十年的新
开始。这一年暑假，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在云南玉
龙黎明傈僳族乡黎光村修建了3座无止桥，改造了河北丰宁汤
河乡小窝铺村的溪芽环境中心，参与了甘肃马岔服务团，凝聚
爱心、传递温暖。与最初单纯的修桥相比，“无止桥”项目的
内容已变得日渐多元，并增添了更多文化元素，逐渐迈向人心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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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便之桥”到多元项目

2003年，吴恩融在甘肃庆阳西峰区
显胜乡毛寺村参与学校兴建项目时，发
现当地超过半数学生每日都要涉水过河
上学。雨季时河水可淹至成年人大腿处，
不时有泥石流，让不少上学孩童望而却
步。于是，他发起了这一项目，并于 2005
年在当地修建第一座“无止桥”。

随后，他与另一位“无止桥慈善基
金”发起人、荣誉会长纪文凤一起成立
了基金会。“为边远地区建桥的理念很
好，但一座座桥去筹款建造太慢了，为
何不成立慈善基金会，持续建设？”纪
文凤说，为了实践这一理念，她亲力亲
为，参与募款、招人、与国家有关部门
商谈、推广活动等工作。幸运的是，她
很快就集合了一批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志
同道合的朋友，并成功筹得资金，让基
金会运转起来。

与港珠澳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这
些超级工程相比，“无止桥”项目参与
建造的不过是小溪小河上的小桥。但就
是这些不起眼的小桥，对当地民众来说
有着重要意义。

在云南昭通，一湾河水将偏僻的小
村与对岸隔开。当地“无止桥”落成之
后，村民们开心地说，去对面山上医院
的路程从 3 小时缩短为 1 小时。在落成
仪式上，一位老奶奶执意要将一篮煮熟
的鸡蛋给纪文凤。事后当她得知一篮子
鸡蛋几乎相当于老奶奶一个月柴米油盐
的花费时，这份真情让她感动得落泪，
同时也更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如今，建桥的工作还在继续。与此
同时，基金会的志愿者们还参与了各种
扶贫与改善民生的项目，例如建设公共
厕所、沼气池、焚化炉、太阳能路灯，举
办乐器班、环保知识讲座等，服务的项目
更加多元。截至目前，“无止桥”基金会完
成了超过60个项目，包括50座桥、3个农
村示范项目、3个村民中心和多个绿色民

居，超过 6 万名内地贫困地区的村民改
善了交通状况和生存环境。

从“娇生惯养”到收获成长

纪文凤认为，人生最关键的十年是
从读书到投身社会的这段时间，因此

“无止桥”项目主要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来参与活动。刚开始，她对于大学生们
能否吃苦耐劳、敬业奉献抱有一丝疑

虑，但实际情况让她充满信心。
“因为山区条件很艰苦，所以我们

的志愿者只能住在当地残破的小学校舍
里，晚上要在教室里席地而睡。这些平
时‘娇生惯养’的大学生，竟然可以顺
其自然，去适应环境，还用爱心去教导
小朋友！”纪文凤感慨地说。

在这群志愿者中，有愿意清理猪
粪、建化粪池的男生，也有黎明时分就
要起床买菜、准备 50 人团队一日三餐

的女生。他们许多在城市长大，但为了
帮助内地偏远农村的人修建便桥及村庄
设施，即使居住环境十分简陋、7天不
能洗澡，也还是一次又一次为他们服务。
不少香港同学告诉纪文凤，他们从修桥
活动中学会了反思人生、珍惜幸福。

“建造化粪池前，清理猪圈真是令
人难忘的体验。我戴上 3个口罩、穿上
3层雨衣，仍闻到令人窒息的臭味。我
清理一会儿就必须到圈外休息。过程虽
然艰难，但最终我们成功建起了化粪
池，帮助居民改善了环境。”谈及志愿
服务的体会，香港珠海学院的张嘉豪同
学自豪地表示。

从了解内地到沟通心灵

“在活动中，我们从不刻意向学生
们灌输什么大道理，就是让他们亲眼看
看大西北的黄土地，看看西南山区老百
姓的生活，从胼手胝足的劳动中亲身感
受内地人民的善良淳朴。”纪文凤说，
我们要建的桥不仅是点对点的人行便
桥，更是人对人的“心桥”。在她心
中，“搭桥”就是要找机会让香港青年
来内地看个究竟，让香港学生到内地进
行志愿服务，进而了解内地的风土人
情、与内地人民交朋友。这是很好的国
情教育方式。

据统计，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来自
香港、内地和海外 25 所不同院校的逾
3000名学生志愿者参与了活动。纪文凤
原本希望每个香港的大学生都能争取参
加一次“无止桥”，不曾想有不少同学
去一次就把心留下了，反复不断地参加
他们的项目，并把心留在了当地。

展望未来，纪文凤还有更宏大的
梦：“无止桥”的服务范围，将扩展到公共
卫生、社区发展、文化保育和城乡调研，
坚守“以人为本”，实行“引智入乡”，切实
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她也希
望，“无止桥”不仅连接河流两岸，更沟通
香港与内地民众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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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地与香港筑“心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
兴，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兴盛。日
前在中华文化两岸交流长沙论坛
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
夫就如何通过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发表了主旨演
讲。他认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
柢固、枝繁叶茂，在两岸关系中，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仅是个文化问
题，也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行径的斗争，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
要任务。文章观点摘编如下：

——两岸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
化，要有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应该
是最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中华民族
在 5000 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
创造了博大精深、瑰丽灿烂的中华
文化，孕育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
过的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
化发展的母体，是中华文明延续传
承的“基因密码”。文化自信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强大的向心
力。只要对中华文化抱持热烈的爱
和坚定的信心，就会去传承它，弘
扬它。

——两岸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
化，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文化交流合
作。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已经取得长
足进展、获得宝贵成果，也打下了
自身发展的良好基础，应该乘势而
上，再接再厉，日精日进。

在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
要坚持以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为主
线，增强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文化
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同时应该汇
集两岸同胞的聪明才智，进行富于
时代精神的创造，创作出新的文化
精品，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精
神财富。

——两岸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
化，要坚决反对“台独”。要批驳各种“台独”言行，在文
化、教育领域更要着力批驳“台独”势力推动“去中国化”
和“台独史观”“台独文化”，以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在台湾文化、教育等领域，要敢于宣传中华文化、中华
民族意识和中国意识，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
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文化基础。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
逢。这种文艺腔十足的话听来煽情，
在日常生活中冷不丁说出来，对方多
半要起一身鸡皮疙瘩。然而在台东县
池上乡，重逢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让
人忍不住惊叹，怎么总是你？

原因何在？池上很小，当地人笑
说，开车穿乡而过，一路不堵车只要
5 分钟。主要的街道统共就那么几
条，大多数人选择游赏的地方也集中
在几处，早上刚在大坡池看日出时认
识，午饭时段转角又遇到，晚上还能
凑在同一家杏仁茶店排队。

这也就罢了，前天在台东夜宿同
一家民宿的陆生小伙伴，都能在池上
排队买奶茶时发现。夜间投宿各自入
室，本不大会有交集，只因民宿老板
从机场先后接站后都送去铁花村，才
有了兴尽而归的同车相识。

“如果下半天来的话，直接送去
远离市区的民宿多可惜，时间就浪费
了，多去我们的家乡台东看看嘛。”
民宿老板憨直朴拙，对家乡抱有一腔
热忱。接站后必定把房客放在市区想
去之处，自行开车先把行李运回在房
间放好，再在房客市区夜游后将人接
回。如此往返，分文不取。

民宿老板娘说，因为铁花村落
成，台东市民晚上有了消闲的去处。
不然只好去电影院，或者跑到山上去
喝喝茶，但未免不够经济或方便。在
铁花村走走逛逛，见有人骑着脚踏车
来卖手冲咖啡，还有临时设立的集
市，街头艺人也会唱上半天歌。

“从前台东发展比较落后，台湾
好基金会选在这里做旅游规划推广，
整个面貌就不一样了。”老板娘说，
台东有些咖啡店、简餐店不是本地人
开的，而是其他地方的人过来旅游，
发现很喜欢这个地方，就留下来了。

老板娘笑说，在台北，小确幸的
成本也很高，租金那么贵，开家咖啡
店可不容易。但在台东，价格就便宜
多了。“台东很慢，在都会区打拼的
人，来这边可以放松下来。”但据她
说，来民宿度假却全程接打电话忙工
作的人也见过，都没能多出去逛逛。

好心问起对方，反倒答说因为远离了
工作场合，处理起问题就更焦虑了。

“人和人的差别啊就那么大。”
她也遇到过寻求改变的房客，原

本做着理工科的工作，40 多岁时辞
职去学烘焙，在池上打工换宿，想跟
民宿老板学一手。本想介绍给我认
识，又想起最近那位客人请了短假去
别处云游。

我到池上的时候正赶上“秋收稻
穗艺术节”，原本路上野狗比行人多
的乡间，一夜间涌入与村民人数相当
的游客。问起他们来池上的缘由，大
多数人是为了观看云门舞集的两场演
出，还有些人没抢到票，单为池上而
来。他们来自大陆、香港和欧美，有
些已是多次造访的熟客。

池上人率性可爱。曾启发林怀民
编创舞作《稻禾》的农友卢美锜、叶
云忠家中生趣盎然，阁楼上卢美锜的
油画和书法习作颇具灵气，社团书法
老师赠予其“滴水穿石”表达激赏，
四个孩子的妈妈卢美锜绝不是玩票。

既要带一群孩子，还要忙好几块
田里的农活，再加上在当地小学一周
六堂课教客家话，看似分身乏术的卢
美锜却开发了很多爱好，画起油画、

练起书法有时要到后半夜，眼见天都
快亮了。

在打田这种体力活通常由男人担
当时，卢美锜还在池上率先独自上
阵，乡亲们观之啧啧称奇。即便农事
家务劳累，卢美锜每每不忘犒劳自
己，会开车的她经常约上三五好友，
一个月自行批假一天，去别处逛吃。
她管这叫“忙里偷闲”，因为深觉

“我们自己太辛苦了”。
单是种田已足够劳累，卢美锜还

在山上新种了 2000 棵芒果，每天开
车上山下地，把自己忙得够呛。劳作
之余又要拿笔在阁楼上“自己的小天
地”练字，家里人自然不会打扰，外
人来了她也不作理会。看着她如此饱
满丰盈的人生状态，我小心翼翼地评
价她“活得很自我”，她听了非常高
兴，让我下次回来品尝芒果。

面对池上，说再见好像有点草
率，不仅有多次前来的游客足可为
证，池上人也认定你不会远走。被我
连日打扰的池上书局主人简博襄就
说，有些熟面孔经常出现，他都把

“你来了？”顺口改成“回来了？”见
我一边说拜拜一边返身摸猫，他云淡
风轻地说，再回来哈！

在台东，与美丽邂逅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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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对云门舞集的报道吸引池上游客的目光。

本周中国最大的一件喜事，
莫过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的主
旨演讲，受到港澳台舆论高度关
注。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大
海”比喻，“中国经济是一片大
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
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
翻大海”，得到港澳台主流媒体

的重点报道。
港澳台舆论一致认为，“大

海”之喻凸显了中国的底气和信
心。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
头，自由贸易受到冲击，中国凝
聚世界各国力量，决心推动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实现共同发展，显示
了中国自信和中国担当。

对香港、澳门而言，两个特

区作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门户与
重要枢纽，在国家进一步扩大开
放进程中，将受益于广阔的内地
和海外市场。

对台湾而言，进博会则是台
商搭上大陆经济发展列车的最佳
平台之一。近百家台商纷纷在进
博会上寻找商机，期望进一步扩
大市场版图。

（雷 蕾）

“香港婚纱暨结婚博览2018”日前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各
式礼服缤纷亮相，尽显香港“时尚之都”风采。

图为模特在博览会上展示婚纱。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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