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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迁台二代，幼时随父亲沈春池赴台，
见证了各省迁台民众从暂居到定居、从磨合到
融合的时代历程。”11 月 28 日，台湾沈春池文
教基金会董事长沈庆京在北京分享了自己家族
的两岸情缘。他说，因为眼看迁台长者陆续辞
世，产生了记录历史的急迫感，因此发愿启动

“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透过影音纪录及
史料典藏，为迁台长者及其家属珍贵的生命记
忆留存历史见证。

当天，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30周年感谢茶
会暨“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发布会在京举
行。两岸文化界、公益界近百名嘉宾参加了活
动，分享两岸文化交流30年来的经验和感悟。中
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常务副主席杭元祥等出席活动。

百感交集的生命纪实

发布会上，主办方播放了抢救计划介绍影
片，叙述迁台历史人物百感交集的生命纪实。

影片中，台湾水墨画家刘国松当年孤身一人
辗转抵台，因为思念母亲，于 1949 年画下 《妈
妈，您在哪里？》，画中婴儿眼神充满依恋和忧
伤；出生于山东的台湾前主播傅达仁只身赴台数
十年，两岸开放后不断回山东老家寻找父亲墓
地，却没料到父亲的牌位早已供祭于台北；有的

第一代赴台者在白发苍苍之际，面对镜头时老泪
纵横，喊出：“妈妈我好想你！”……受访者真情
实感的流露令在场嘉宾动容，眼眶湿润。

“我1949年离开大陆时才13岁，如今已经80
多岁了。”在现场，《感动中国》 2012年度人物、
台湾律师高秉涵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
说，因两岸隔绝，当年想要得到一封家书都成了
奢望。苦等近40年，自己终于盼到回家的路，但
不少同乡熬不过漫长的等待而离世。数十年来，
他不辞劳苦背负上百个沉甸甸的骨灰坛回故里，
护送离乡的老兵孤魂落叶归根。

保住珍贵的历史记忆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 30年来为促进两岸文化
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感情、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作
出积极贡献。”刘结一在活动中致辞说，两岸共同
开展“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很有意义，两岸
同胞要共同保住珍贵的历史记忆，正确认识两岸
同源的历史轨迹，不断增强血脉相连的纽带。

刘结一表示，民族强盛是同胞共同之福，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两岸同胞的共同
事业。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书写充满希望的新
时代故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要顺应历
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杭元祥对沈春池文教基金会“三十而立”表

示衷心祝贺。他表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沈春
池文教基金会已携手合作近十载，结下深厚情
谊，共同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台湾民众尤
其是青年中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希望两会携
手不断续写两岸文化、青年领域交流的新篇章。

体认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我深为惋惜，自己已经年过 70，若能提早
数年启动此计划，定能抢救更多历史记忆。”活
动现场，沈庆京回忆启动“迁台历史记忆库”计
划的初心时发出以上感慨。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8年，是长期致
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民间组织。自2016
年开始调研以来，参与“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
计划的工作人员寻访了 500 多位迁台一代、二
代、三代及早期迁台的闽南、客家后代，拍摄口
述历史，通过影音及史料典藏，为迁台长者及其
家属珍贵的生命记忆留存历史见证。

据介绍，当天启动的《我家的两岸故事》征
文征影活动旨在加速抢救计划工程，以网站征集
形式进行。主办方还将在两岸举办巡回展览及纪
录影片制播，让两岸年轻世代共同认识历史，体
认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本报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柴
逸扉） 国务院台办 28 日在京举行例
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马晓光应询表
示，目前，“31条惠及台胞措施”的
落实和推进已取得显著效果，迄今有
20 个省区市的 49 个地方结合当地实
际推出落实的具体办法。

马晓光介绍，11 月下旬以来，
又有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省武汉市、
广东省东莞市、江苏省无锡市和扬州
市 推 出 了 “31 条 ” 的 具 体 落 地 措
施。在各地区、各部门推出的具体措
施中，不少富有地方特色，受到了普
遍关注和好评。

他举例说，北京市规定，鼓励中
关村示范区的台资企业以知识产权质
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通过评审的项
目可获得相应补贴；上海市规定，支
持台资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的展示、销售和采购；江苏省规定，
定期举办针对台资企业的“紫峰奖”
评选活动，获奖企业可享受相关产业
的政策支持；福建省规定，实施“源
头管理、口岸验放”的闽台商品快速
验放的模式，扩大台湾进口商品等第
三方检测结果的采信范围；贵州省规
定，支持台资企业参与贵州大数据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和“健康贵州”战略
行动；内蒙古自治区规定，支持台资
企业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参加中蒙博览会等自治区重点会展。

马晓光还就“31 条”的落实和
推进效果作了举例说明：

——在文教科技领域，福建省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设立促进海
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批准立项
107 项，资助经费 2.73 亿元，130 多

位台湾科学家参与了项目研究。
——在台湾同胞参评各类荣誉奖

项方面，湖北省、江苏省、江西省已
有数十位台胞获评当地的“三八红旗
手”“五一劳动荣誉奖章”“青年五四
奖章”等荣誉称号。

——在两岸影视合作方面，大陆
广播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制作聘用台湾
人士的数量限制已放开。两岸合拍电
视剧在主创人员比例、大陆元素、投
资比例等方面均已取消限制。台湾人
士踊跃参与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北京、上海、新疆等地广播电视主管
部门收到了多家两岸制作公司合拍电
视剧和纪录片的意向。多家台湾制作
公司正积极筹备两岸合作拍片。

——在资金支持方面，福建已有
华佳彩等 5 个台资项目获专项补助
1830 万元、技改基金投资 4.6 亿元。
两岸合作设立的光电集成一体化技术
两岸联合研发中心和东南汽车研究院
共获得资助 1630 万元。江苏海门慧
聚药业等3家台企获得省科技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获科技资金资助共计
1750万元。

——在参与公共工程建设方面，
台企研华科技公司与昆山交发集团达
成战略合作，将为昆山智能交通提供
专业解决方案。目前，已有6个项目
正进行设计，将通过优化政府采购流
程促进台企产品实现本地化应用。

——在农业领域，鲜活果汁、波
力食品等台企入选江苏农业产业化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福建集辰农林科技
等3家台资农业企业享受农机购置补
贴，并有 13 款台企农机产品列入农
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

20省区市49地
具体落实“31条” 留住连结两岸的生命记忆

——台民间机构在京发布“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留住连结两岸的生命记忆
——台民间机构在京发布“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本报北京11月 29日电 （欧海）
29日上午，陈映真纪念座谈会在北京
举办。陈映真先生遗孀、亲属、生前同
事、研究陈映真的海峡两岸专家学者
等4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代表全国
台联致辞。他说，陈映真先生的精
神绝不应该随波而逝。希望通过这
次座谈会，能够更深入地揭示陈映
真精神的内涵，阐明陈映真精神的
时代意义，联结起陈映真精神与当
代青年的关系。

黄志贤指出，我们把今年的纪念
活动主题定为“纪念与传承——走进
青年”，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紧迫

感，我们需要主动走进青年，宣传陈
映真先生，宣传陈映真先生的作品，
宣传陈映真先生的精神。

本次纪念活动还走进清华大学，与
清华学子一起诵读陈映真经典作品。

本次活动由全国台联、中国作
协、台湾人间出版社共同主办，清华
大学合办，全国台联文化宣传部、陕
西省台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及人文
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共同承办。

陈映真，1937 年 11 月 6 日出生
于台湾苗栗，2016年 11月 22日逝世
于北京，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
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文学家、台湾
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

已有85年历史的上海著名娱乐
场所百乐门舞厅，日前迎来了一批
来自沪港澳台四地的年轻舞者。他
们以舞会友，共同展现出中国体育
舞蹈事业所取得的进步以及两岸四
地青少年互动交流的热络场景。

这一场主题为“国际静安 舞动
明天”的沪港澳台联谊交流会，由
上海市静安海外联谊会与香港大中
华会联合举办。香港大中华会主席
胡葆琳在致辞中表示，大中华会自
2014年创办后，一直致力于开展沪
港青年交流工作。此次希望通过体
育舞蹈联谊交流，加强海峡两岸及
港澳地区的交流交往。

活动的另一主办方，上海市委
统战部副部长、上海海联会执行副
会长赵福禧表示，静安海外联谊会
成立一年来，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在凝聚和团结广大港澳台和海外朋
友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未来
希望继续加强友好互动，加强沪港
澳台同胞的联系、交往与合作。

来自上海、香港、澳门和台
湾的体育舞蹈选手进行了现场展
示交流。上海市天千少年体育舞
蹈团的 32 位小朋友首先表演了开
场舞，随后由来自沪港澳台的 4 对
少年选手、4 对优秀菁英选手为大

家展现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舞蹈演
出。表演者有刚开始学舞的小朋
友，也有享誉国际的冠军级选手，
胡葆琳和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
名誉副会长耿梅波也分别登场，精
彩纷呈的展演引起全场阵阵热烈的
掌声。

体 育 舞 蹈 又 称 国 际 标 准 舞 ，
1992 年 被 列 为 奥 运 会 表 演 项 目 ，
2010年在广州亚运会上首次被列为
正式比赛项目。体育舞蹈伴随着改

革开放而得以引进中国大陆，30多
年过去，年轻一代的选手已经开始
在国际比赛中名列前茅，体育舞蹈
也走进小学校园。这次参与沪港澳
台联谊交流会的四地选手，都在国
内外比赛中获得佳绩。

青年组别中，来自香港和深圳
的程丹和李祯妮组合，今年刚刚在
世界职业标准舞超级大奖赛上勇夺
第三名，是中国选手迄今为止在世
界职业标准舞组别的最好成绩。来

自上海的阎棒棒和杜玉君是2018中
国 A 组拉丁舞冠军、2018 年亚太锦
标赛冠军，吴树威和萧聿辰是台湾
职业标准舞亚军，谢文俊是 2017、
2018年全澳公开体育舞蹈选拔赛暨
港澳粤公开体育舞蹈邀请赛拉丁舞
四项第一名，伍盈美也曾为澳门夺
得多项奖项。

少年选手中，来自上海的陆圣
博和刘逸凡是2018黑池青少年舞蹈
节12岁组别第四名，香港的高嘉岚
和李慧珊则是英国黑池世界锦标赛
标准舞团体比赛亚军队队员，台北
的黄子倩是2017亚洲国际标准舞锦
标赛 13 岁拉丁和摩登五项双料冠
军，12岁的王子纶曾获第六届国际
标准舞公开赛12岁以下单人单项拉
丁第二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台湾地
区金门县的张丞驹和李采轩。今年
8月5日，福建正式向台湾金门供应
淡水，清清的水流从金门田埔水库
奔涌而出，“两岸共饮一江水”的愿
望终于成为现实。两位小选手带来
的不仅仅是欢快的舞蹈，还有深厚
的两岸亲情。青少年选手们场上热
舞、场外互相学习和沟通，增进了
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本报上海11月29日电）

本报北京11月 29日电 （瑞安）
29 日，由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主办的“新时代视角下的祖国统一事
业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聚焦

“九合一”选举后的台湾局势和两岸关
系问题，逾50名大陆专家学者与会。

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韩宪洲表
示，岛内选举结果表明，加强两岸交
流合作，分享大陆发展机遇，进一步
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使两岸关系
走近走好，是台湾民心所向、民意所
在，企图割裂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切
身利益是不得人心的。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携手致力民族复兴，是符
合民族整体利益、顺应时代潮流、得
到同胞拥护的正确道路。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
表示，面对今后的两岸关系，要坚定
不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毫不动摇地反对和遏制“台

独”，同时真心实意秉持“两岸一家
亲”理念，一如既往团结台湾同胞，
千方百计开展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以
实际行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黄嘉树预判，未来台湾政治将呈现多
党多派缠斗竞合态势，价值观与政治
诉求将更加多元，各股政治势力和党
派之间的界线将更加模糊，政治角斗
与合纵连横亦将更为复杂。

“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
向 的 关 键 因 素 是 祖 国 大 陆 发 展 进
步。”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李维一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大陆
的软硬实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当
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所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把大
陆自己的问题做好。

本报香港11月29日电（记者张
庆波）“成员认为自上次检讨以来，
中国香港在多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并确切认为中国香港是开放和营商
友善的模范。”世界贸易组织29日在
瑞士日内瓦进行的贸易政策检讨会
议上，再次赞扬中国香港奉行自由
和开放的贸易体制。

世贸贸易政策检讨委员会主席
贝宁大使在会上发言时说，中国香
港的自由贸易政策和投资体制，令
其在竞争力、经济自由和营商便利
方面的指标皆取得佳绩。“中国香港
借其对自由市场和多边贸易制度的
坚定支持树立榜样。”

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署长
甄美薇率领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席检

讨会议。她表示，对世贸成员赞扬香
港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对多
边贸易制度的坚定支持感到鼓舞。作
为世贸的创始成员，中国香港坚定支
持多边贸易制度，并会继续扮演积极
和建设性的角色强化多边贸易制度。

她认为，以规则为本的多边贸
易制度已被证明对成员经济体的持
续增长及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全
球贸易发展正面对保护主义抬头的
威胁，中国香港会与其他成员共同
努力应对世贸面对的各种挑战。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世贸的创始
成员，根据香港基本法以“中国香
港”名义及单独关税地区地位参与
世贸。世贸对香港的贸易政策定期
进行检讨，上次检讨于2014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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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舞会友 以情聚情

沪港澳台举办联谊交流舞会
本报记者 姜泓冰

11月29日，别具特色的“白色圣诞市集”在香港鲗鱼涌太古坊糖厂街举行。集市除了琳琅满目的圣诞礼物之外，还有青年创业空间展示
和特色街区美食品味等元素。

图为两位“白色圣诞市集”宣传大使在集市上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上海天千少年体育舞蹈团的32位小朋友为交流会表演开场舞。
张 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