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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2月2日电（记者连锦添）“山歌好比春江水，
不怕滩险弯又多……”唱歌的“刘三姐”近日翩然舞至香江，
大型舞剧《刘三姐》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连演5场，门票销售
一空，大剧院特别开放了三楼的座位。

早在1971年，香港民众就通过电影 《刘三姐》 认识了这位
敢爱敢恨、热情正直、锄强扶弱的广西歌仙。舞剧 《刘三姐》
用舞蹈“讲故事”，不仅勾起老一代香港观众的回忆，也受到年
轻观众的喜爱，演出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这是一部献礼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力作，融汇了
中国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和民族民间舞等多种舞蹈语言，
搭配以诗情画意的山色水影，融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悠扬山歌，讲述壮族姑娘刘三姐与情郎阿牛哥的爱情故事。

桂港两地精诚合作，重塑民族文化经典。该舞剧由香港舞
蹈团与南宁市艺术剧院携手制作，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届主席
冯双白担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丁伟执导，香港、南宁50多位
舞蹈演员出演。香港舞蹈团邀请内地演员担任客席主演，由香
港舞蹈演员潘翎娟、李涵和内地演员王倩、刘迦分别搭档成“刘
三姐”与“阿牛哥”组合。

为了香港演出，导演丁伟带领主创团队对原作再次进行打
磨，在舞台、灯光等环节重新编排，突出以追求爱情幸福为主
线，更强调现世的幸福，相应的舞蹈亦更加柔和，剧目则更加
丰富，结合了现代舞、街舞、国标舞等舞种。

两地艺术团体已有多次合作，这次的参与者都赞扬合作默
契。潘翎娟认为，内地导演更追求舞蹈动作上的“满”，动作无
时无刻都在发生，为此香港演员加紧了练习。“刘三姐的性格层
次丰富，敢爱敢恨，正直善良。面对阿牛，她有少女情怀；在
群众里，她又是泼辣的。排练期间，演员都对角色加深了理
解，且有了自己的处理方式。”

舞剧《刘三姐》在港演出受欢迎舞剧《刘三姐》在港演出受欢迎

据新华社深圳12月2日电（记者王丰、陈
键兴） 经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由深圳
市人民政府、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联
合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2
日在广东深圳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逾千名大
中小学棒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齐聚鹏
城，展开此项大规模的两岸体育交流赛事。

开幕式上，精彩的中华传统武术、现代街
舞、棒球啦啦操等文艺演出，赢得现场观众和
选手的阵阵掌声。热闹喜庆的开幕演出后，国

务院台办副主任、组委会主任龙明彪，深圳市
委常委林洁，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
名誉主席彭诚浩，与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
台湾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等受邀嘉宾共同为
比赛开球。

去年成功举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
联赛，在两岸特别是在两岸青年学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成为一项广受关注的两岸青少年体育
交流赛事。今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
赛总决赛规模进一步扩大，参赛队伍由 32支扩

大到 42 支，并且增加了 U10 组别，实现 U10、
U12、U15、U18、大学组 5 个组别全覆盖。两
岸选手共计 888 人，其中 20 支台湾地区学校代
表队分别来自岛内10个县市，共计445人。

1 日至 8 日，42 支球队将进行 100 场比赛，
决出 5 个组别的冠军。“去年我们获得了亚军，
希望这次再接再厉能获得冠军，也希望通过这
次交流切磋，认识更多的大陆朋友，加深我们
对大陆的了解，增进我们彼此间的友谊。”新北
市二重中学的选手陈政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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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阳关和嘉峪关，我才真正体
会到了唐代诗人王维‘西出阳关无故
人’的心境。还有虽然在中学课本里学
到过丝绸之路的内容，但置身其间感受
是很不一样的。”台湾艺术大学舞蹈学系
学生石汶欣对记者说，敦煌当地老师还
教授了反弹琵琶的舞蹈动作，令一直对
中国传统舞蹈兴趣浓厚的她受益颇多。

五大主题游大陆

在近日于台北举行的“青春的一百
种故事”展览开幕式上，回忆起 9月间
甘肃敦煌研习交流之旅，石汶欣现场比
划起了敦煌飞天的舞蹈动作。同她一
样，80余名台湾青年今年寒暑假也参加
了大陆交流活动。四川大熊猫保育体验、
云南茶马古道摄影纪行、贵州传统工艺
工作坊、甘肃敦煌艺术交流、北京冬奥体
验和体育交流，五大主题，同样精彩。

石汶欣说，敦煌一行体验颇丰，莫
高窟很壮观，巧夺天工的彩塑和壁画令
人赞叹。骑骆驼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穿行在沙漠之中，有种古时候携带货物
开展商贸的感觉。自己有幸学到敦煌舞
蹈的几个动作，在汇报演出中也欣赏了
西北高校学生的表演。

“别看舞步没有移动，但重心要找
对，要很稳定，所以有难度。”石汶欣
说，单是学习敦煌舞蹈简单的动作，已
经花费了不少时间。自己在学校里主要
学习现代舞和芭蕾，民族舞也会学习，但
敦煌舞蹈独具特色，还是第一次接触。

“我们汇报舞蹈的名字是《英》，其中
运用了红布条，有两岸连接的用意。”石
汶欣说，“虽然来自不同地方，但热爱舞

蹈的心都一样，可以一同学习进步。”

两岸伙伴齐动手

台湾虎尾科技大学研究生卢亭宇已
经是第二次参加系列活动。此前她在网
上看到报名信息，当即报名参与，前往四
川卧龙、雅安、都江堰三处熊猫基地，在
实践中学习大熊猫保育知识。能与大熊
猫亲密接触，让她现在想来还满心欢喜。

“台北动物园的熊猫人气很高，总
是有很多人排队。”卢亭宇坦言，自己
在台湾的时候并没能亲眼见到熊猫，到
了四川熊猫基地，每天都能见到几十
只，初次目睹熊猫风采让她非常兴奋，
她也对有幸摸到熊猫倍觉感恩。

今年卢亭宇再度踏上旅程，走访贵
州苗寨，学习马尾绣等当地少数民族传
统工艺，还与少数民族朋友一同跳舞，
和贵州大学生脑力激荡，完成一系列设
计作品。在听到当地蝴蝶妈妈的传说之
后，她和同伴们一起排了出舞台剧，并
设计了全套服装。

在台北展览现场，卢亭宇和同伴们
亲手制作的蜡染作品、民族服饰和挂件
吸引众人目光。“一系列纸质创意品和
活动宣传海报也都是我们设计的。”卢
亭宇告诉记者。

在卢亭宇之后，台湾世新大学的郑
钰铃今年报名参加了“四川大熊猫保育
实习体验营”，她说，大熊猫饲育员很
辛苦，大清早就去清扫圈舍，扫具有时
清理不到，还要直接上手。营员会喂食
大熊猫苹果和豆类玉米做成的窝窝头，
好奇心强的她还品尝了熊猫餐。

通过分析大熊猫粪便，营员学习掌

握其饮食和健康状况。在与四川农业大
学同学交流的过程中，郑钰铃发现大陆
同学虽不来自相关科系，但对大熊猫保
育拥有很多知识，这点让她叹服。

追梦大陆收获多

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陈致玮两年前
爱上了滑雪，梦想是滑遍全球滑雪场。
今年寒假，他从近 300名报名同学中脱
颖而出，参加为期一周的北京冬奥体验
营。他坦言北京之行收获颇丰，既实现
了走进奥运场地的梦想，又游览了从小
向往的万里长城和故宫，更重要的是结
交了不少大陆伙伴。

云南茶马古道上，台湾中国文化大
学的陈威霖与云南大学生身骑骡子，用

镜头记录行迹，追溯藏地与古道的历史。
虽然骑行比较颠簸，也造成身体疼痛不
适，但他乐在其中。他向记者展示图片墙
上自己的作品，还说自己梦想从广州一路
骑马到西藏，并以写书的方式加以记录。

陈威霖说，茶马古道的骑行和随后
去北京的参访，让他对大陆的印象大为
改变。茶马古道像是宁静的世外桃源，
可以体验到藏族民众的热情，北京则是
步调非常快的都市。虽然媒体和课本上
也会介绍大陆，但只有亲身体验过，才
能领略其丰富的样貌，类似的交流活动
非常重要。

本次展览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主
办。该校重视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并较早
地参与两岸交流，曾多次举办两岸青年
实习和交流活动。

四川喂熊猫 敦煌弹琵琶

台湾青年游大陆开眼界
本报记者 张 盼 冯学知

新华社香港12月2日电（记者战
艳）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2
日撰写网志表示，特区政府 12 月将举
办专题研讨、展览等活动，庆祝国家
改革开放 40 周年，并探讨香港在国家
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新角色。

其中，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专题
研讨会将于10日举行，以“改革开放
辉煌 40 载，香港与国家同发展共繁
荣”为主题，内地及香港讲者将总
结 国 家 改 革 开 放 成 就 、 香 港 的 贡
献、香港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
的新角色等。

此外，政府新闻处将于本月 12 日
至明年 1 月 28 日举行“飞跃 40 载 同
发展·共繁荣”展览，展览将通过互动
方式和多媒体应用，让市民感受香港
在国家改革开放中不可替代的角色。

张建宗指 出 ， 国 家 改 革 开 放 40
年，香港既是贡献者和促进者，也
是受惠者。香港一直发挥“国家所
需，香港所长”的优势。香港与国
家同发展，共繁荣，凭着国家改革
开放 40 年，香港成功转型，从一个
制 造 业 中 心 转 为 一 个 服 务 业 中 心 ，
进一步发展成为现在的国际金融、航
运和贸易中心。

他说，国家近年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
港是全新和宝贵的发展机遇，香港享
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只要乘
势而上，找出新定位、扮演新角色、
发挥新作用，就能作出更大贡献。

张建宗说，为推进大湾区建设，
特区政府定下三大重点工作。第一是
打造大湾区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今年9月国家科技部与特区政府签署创
新科技合作安排。同时，特区政府与
中国科学院于上月签署备忘录，确立
中科院将在香港设立院属机构，并作
为日后在港成立“大湾区院士联盟”的秘书处。

第二是便利香港优势产业落户大湾区，一方面广东省居民
可获更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香港优势产业可拓阔发展空间。

第三是通过政策创新，加强大湾区内城市互联互通。自去
年起，多项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的措施陆续出台，涵盖教育、
就业、创业和日常生活等方面。

张建宗指出，为推进大湾区建设，特区政府会担当“促成
者”的角色，助港人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种种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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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2018 内地高等教育
展”12月1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总
共108所参与2019年免试招生计划的内
地高校在展览上摆设摊位，提供有关院
校及学科的资讯。

由国家教育部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
局合办的高等教育展，吸引了大批香港
学生和家长前往了解内地高校对香港学
生免试升学的最新情况。

陈太太与高中生女儿禧华驻足浙江
理工大学摊位，仔细查询招生要求。对
于女儿日后可能到内地升学，陈太太表
示很放心。她说，随着高铁香港段的开
通，即使女儿前往距离香港较远的内地
省市升学也不会很舍不得，反而认为有
助于女儿开阔眼界。

“内地尤其是深圳的科技发展迅
速，内地高校也有不少与科技相关的专

业，增加了香港学生的选择。”将来希
望从事软件开发的禧华认为，若想投身
科技相关领域，到内地发展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特区政府教育局透露，参与 2019
至 2020 学年免试招生计划的内地院校
数目增加至 110所，部分新增的院校开
办了香港高校未能提供的课程，为香港
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科选择。新增的
高校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湖北大学、广东海洋
大学、长安大学、兰州大学和吉林大学。

来自港岛东区的夏同学与朋友结伴
参观展览。他们认为，趁年轻“北上”
了解内地发展和建立人脉，有利于将来
的个人发展。

“我考虑到内地升学，除了是给自
己多一条出路，更因为内地科技先进，

例如手机支付等十分发达，让人看见理
想的前景。”夏同学表示，高中毕业后
打算修读与电脑有关的专业，她相信到
内地升学能带来更好的发展。

特区政府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杨何蓓
茵当天在教育展开幕礼上表示，受惠于
内地政策，香港学生在内地学习、创
业、就业和生活获得更多的便利。在发
展机遇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为
香港学生提供发挥所长的平台，让他们
有更广阔的出路。

内地高校对香港学生的免试招生计
划自 2012 年开始推行，香港学生对免
试招生计划反应一直热烈，近年香港学
生考虑到内地升学的意向不断上升。

据特区政府教育局统计数据，2017
至 2018 学年，通过该计划获内地高校
录取的香港学生共有 1295 人，分布在

150 个不同的专业。2018 至 2019 学年，
约 3200 名香港学生通过该计划报读内
地大学。

香港升学辅导服务机构学友社今年
初访问了逾 1100 名应届香港中学文凭
考试 （相当于内地高考） 的考生，结果
发现，考虑赴内地升学的香港学生比例
保持稳定增长，由 2016 和 2017 年的 17%
增至今年的19%。

负责处理免试招生计划申请事宜的
中国教育留学交流 （香港） 中心表示，
今年参加免试招生计划的香港学生人数
同比增加 20%，相信与香港学生对国家
发展前景乐观、对内地高校了解不断增
加，以及内地高校实力提高等因素有关。

目前香港学生升读内地高校主要可
通过三个途径，除了参加部分院校的免
试招生计划外，还可参加专门为台港澳
侨生而设的联招考试，以及个别院校的
独立招生计划。

数据显示，今年通过各种途径报考
内地高校的香港中学毕业生超过 9200
人，其中参加免试招生计划并已进行确
认的有 3200多人。报读人数最多的专业
依次为经管金融类、医学类、工程类、语
言类和新闻传播类。

看好内地发展机遇

港生钟意“北上”升学
张雅诗

12 月 1 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举办一年一
度的“舞阳侯会”传统民俗活动，吸引当地村民争相观
看。民间文艺团体上街表演了跑马灯、舞龙、舞狮、打腰
鼓等民俗和非遗文化节目，展示传统文化魅力，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民俗活动魅力大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舞蹈系同学表演群舞。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12月2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在深圳开幕。图为南方科技大学代表队在开幕式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12月2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在深圳开幕。图为南方科技大学代表队在开幕式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