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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随着北京、高雄两地嘉宾
共同敲出的一声锣响，2018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5 时，“第八届北京特色周
暨 2018 年地坛文化庙会·高雄之旅”
正式开市。从12月28日起到2019年
1 月 1 日，高雄市民纷纷到香蕉码头
餐厅体验地道的老北京民俗和地坛庙
会文化。

活动主办方、北京东方信达资产
经营总公司董事长彭湘介绍，本次地
坛文化庙会分为地坛庙会小吃街、非
遗传承及创新工艺展、文化展演、工
艺制作互动教学和魅力东城图片展五
大板块，集萃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和民间手工艺者等 40
余个传统文化项目。他表示，无论是
创立100余年的吴裕泰茶庄，还是手
工制作的惟妙惟肖的糖人、糖画，抑
或是手法高超的剪纸、面塑以及龙飞
凤舞的掌画、龙凤书画，都会带给民
众原汁原味的地坛庙会的“年味儿”。

“这是高雄市民的福气。”台湾中
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堂
立表示，北京特色周曾多次在高雄举
办，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作为活动
承办方，能让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
地坛文化庙会落脚高雄，陈堂立感到
很自豪也很欣慰，他希望两岸民间交
流能持续扩大，也让更多大陆朋友感
受到高雄的热情。

开市当天，活动举办地香蕉码头
布满了以红色打底的活动旗帜和展
板，让这个浪漫的海滨码头添了些许
喜庆。众多游人被热闹的集市吸引，
簇拥在一个个摊位前。市民章先生专

程从左营区赶来，他对自己买到的一
条真丝手工刺绣围巾很是满意。“上
届北京特色周，我买了条这样的京绣
围巾送太太，没想到她特别喜欢，所
以这次我早早赶来，以免好看的颜色
都被人挑走了。”

在众多的摊位中，范书峰的龙凤
字画人气最旺，前来买画的民众络绎
不绝。问得来人想要书写之字，然后
以特制画笔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远
看是字，近看则是活灵活现的花鸟龙
凤，范书峰的手艺引得众人啧啧称
叹。“太漂亮了！简直就像是机器印
出来的。”家住高雄前镇区的陈女士
拿到了画后便向旁边友人感叹。她请
范书峰用她小孙子的名字作了一幅
画，并在侧面题上了“平安是福”。

“孙子在大陆发展，等春节回来我想
把这个送给他，图个吉祥。”不过，
最让陈女士惦记的还是当天晚上第二
次上演的京话剧《缂丝箭衣》。“前一
晚看了首演的邻里乡亲都跟我推荐，
说此剧非看不可。”陈女士笑言。

2018 年 12 月 27 日晚，作为第八
届北京特色周的“开胃菜”，由北京
老牌剧团风雷京剧团出品的京话剧

《缂丝箭衣》 在台湾首演，让高雄民
众特别是戏剧迷大饱眼福。

一件从清末皇宫里传出来的缂丝
箭衣，引发一段剧装租赁行业的恩怨
纠葛，展现世道沉浮中坚守传承的艰
难与可贵。扣人心弦的剧情、掷地有
声的台词、精湛投入的表演……演出
现场，观众们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或
大笑或叹息，多次对演员们的表演报

以热烈掌声。
“这部剧的主旨就是强调要立好

规矩守好规矩，传承好中华文化及京
剧艺术。”担任该剧编剧兼主演的京
剧团团长松岩介绍，《缂丝箭衣》是该
剧团“梨园三部曲”的第二部，首部

《网子》2016 年在高雄演出后大受高
雄市民好评，“后来一直有剧迷问我
什么时候出第二部，这次演出大概有
一半观众都是我们的老剧迷”。这次
风雷京剧团再次赴高雄演出，松岩希
望能够引起更多共鸣与感动，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投入到传统戏曲的创新

工作中来。
“过瘾！感人！”从小港区赶来的

张顺和老先生看完演出后连连称赞。
祖籍天津的他2年前看过首部《网子》
后，便对京剧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听说《缂丝箭衣》要在高雄演出，便让
女儿驱车十几公里送他来看演出。“这
些老艺人对品德和艺术的执著让人感
佩，老祖宗们很了不起。”张老先生说，
希望正在创作中的“梨园三部曲之三”

《好角儿》也能尽快在高雄看到，“明年
他们要能来，我一定来看”。

（本报高雄电）

辞旧迎新，又是一载。早早地，香港的街
巷楼宇已装点起来，以各种灯饰、各样花树宣
告着新年的到来。中环的天桥上，人流如织，
市民的脚步愈加轻快，他们正走向的，是全新
的一天、全新的一年，想拥抱的，是更美好的
生活和未来。

“三百六十五里路呦，岂能让它虚度……”
2018岁终盘点，香港露出的是微笑的表情，让人
欣慰，又予人新的期待。民建联主办的香港年度
汉字评选，“顺”成了共识；《信报》回望香港一年，
用一个“稳”字总结；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这是“充实的一年”“丰收的一年”。

岁月静好，在时光绘就的画卷里得到了呈
现。高铁开通了，港珠澳大桥连接起了三地，
人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快；取消了强积金对冲安
排，教育投资再创新高，更多青年走进政府参
政议政，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专属的医院；修
改议事规则后的立法会秩序重塑，议事效率提
高了，与行政关系更为和谐；“港独”组织被依
法取缔，非法“占中”分子终于被置于法网之
下，正义就在身边；多少港商开始沿着“一带
一路”启航，多少创业者开始在粤港澳大湾区
里逐梦，多少人企盼这一年，远离了聒噪与纷
争，催化出生机与希望，感受到了奋斗在路上

的踏实与满足。
香港安顺，我们心念于此。任国际风云变

幻，它的经济表现依然亮眼，预计年 3.2%的
GDP增长率，远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尽
管转型发展困难、民生问题尚多，政府观大
势、谋长远，投资未来的脚步未曾停歇，解民
忧、务实事，对社会基层有了更周到的照顾。
施政者默默耕耘，“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困
扰社会已久的“上楼难”开始破题，各界也紧
抓机遇、赶追时代，用心守护、经营香港这个家。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我们还看到不同的人们都动
了起来，为香港的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鼓与
呼，为国家决意改革开放再出发而振奋。

这一年，同胞们更能感受到来自中央的关
怀。习近平主席多次对涉港事务作出批示。给

“少年警讯”的孩子们回信，勉励他们“健康成
长、早日成才”；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作出重要
指示，部署解决了国家科研项目经费过境香港
使用、科研仪器设备入境关税优惠等问题；会
见港澳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访问团，
肯定“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
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
代的”；他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创建机遇和平台。一
年中，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惠港便民政策，更
多香港同胞拿到了居住证。

表达祝福，体现支持，为香港谋划明天。
香港“刷新”又一年、局势向好的背后，倾注
着中央的心血，是这春风化雨，塑造着香港新
的气象。国家始终注视着它、珍视着它，为它
遮风挡雨、铺路搭桥，为它实现长期繁荣稳定
努力着、奔跑着。中央驻港机构忠诚履行着职
能，“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更为贴心的服务，联系着家与国，串
联起情与爱。

2018已过，2019已来。国家迈向改革开放
新征程，“一国两制”实践正行稳致远。香港与
国家同频共振，抓住一系列重大战略实施的机
遇，前路可期，有梦可圆。桥已通、蓝图已擘
画，只待奋进者、实干者。把传统优势和融入
国家大局里的整体优势发挥出来，沿着看准的
路走下去、走扎实，这颗璀璨的南海明珠不乏
舞台、不缺平台，再也不会蹉跎岁月。维多利
亚港绽放的烟花寄托着我们的祝愿，740万香港
同胞所盼望的，13亿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它
又要舒展的风采。

2019，你好！香港，你好！

岁月静好，香港安顺
张庆波

高雄飘来“北京味儿”
本报记者 冯学知 张 盼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中共中
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在
2019年第1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题
为《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民族复兴》的
新年贺词，代表中台办、国台办向台湾
同胞致以新年祝福和诚挚问候。

刘结一说，2018 年是两岸同胞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的一年。
面对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面对民进
党当局、“台独”势力阻挠破坏、蓄
意挑衅，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对台工作
大政方针，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更大力
度为两岸同胞谋利造福。

刘结一说，我们出台促进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 条措施”并迅
速落地见效，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取
消台湾居民就业许可证，在率先同台
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逐步为台
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方面迈出新步
伐。我们启用向金门供水工程，解决了
长期困扰金门乡亲的吃水用水难题。
我们一系列积极举措给台湾同胞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受到台湾各
界普遍欢迎和肯定。两岸同胞的经贸
合作和相互往来再创历史新高。

刘结一指出，事实证明，两岸关系
走近走稳走好，是民心所向、民意所
归，广大台湾同胞对民进党当局制造
两岸敌意强烈不满，希望维护台海地
区和平稳定，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红利、改善岛内经济民生。

刘结一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和平统一方针提出
40 周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
在。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展
望新的一年，两岸关系发展机遇与挑
战并存。尽管前进路上不可能一帆风
顺，但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风
险挑战，团结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历史
大势，把握时代机遇，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国台办主任刘结一发表新年贺词

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民族复兴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海峡两
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2019年第1
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题为《合流
知禹力，同共到沧瀛》 的新年贺词，
代表海协会祝福两岸同胞门迎百福、
吉祥如意。

张志军指出，回首去岁，大陆方
面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综合施策
遏阻“台独”分裂活动，在错综复杂
局面下保持了两岸关系的正确方向，
维护了台海局势的基本稳定；出台一
系列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政策
措施，提升了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融
合度，展现了构筑两岸命运共同体的
感召力。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
岸民间交流合作保持良好势头，和平
发展更获广泛认同。

张志军说，过去一年，海协会
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展现在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两
岸 协 商 谈 判 、 造 福 两 岸 民 生 的 诚
意；妥善处理各类涉台突发事件，

保 障 同 胞 合 法 权 益 ， 增 益 同 胞 亲
情；充分发挥受权民间团体作用，
努力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
福祉；统筹调动理事单位积极性，
配合宣传落实各项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措施，凝心聚力推动两
岸关系发展。

他指出，两岸同胞维护台海和
平、谋求合作发展、携手打造美丽家
园的真诚愿望和热切期盼是我们工作
始终不变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对我们
来说，两岸同胞的每一份情感，都没
有理由辜负；每一件小事，都没有理
由懈怠。在新的一年，我们定当一秉
初衷，全力以赴，恪尽职守，服务台
胞，为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
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融洽两岸同胞
感情作出新的努力。

张志军表示，我们衷心希望两岸
同胞携手，顺应历史潮流、不负伟大
时代，共同奏响和平发展时代最强
音，同心谱写两岸关系新篇章。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发表新年贺词

合流知禹力 同共到沧瀛

本报香港1月1日电（记者张庆
波） 香港交易所日前公布，2018 年
共迎来207家企业在港上市，首次公
开招股 （IPO） 集资额达 2778.5亿港
元，位居全球第一。

香港交易所数据显示，2018 年
证券市场日均交易额为 1093.2 亿港
元，同比上升 23.9%，衍生产品市场
中期权及期货成交为 286656880 张，
均创下历史新高。2018年度三大IPO
分别为中国铁塔、小米集团和美团点

评，金额分别为 588 亿、426 亿以及
331亿港元。

2018 年，香港交易所还实施了
25 年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出台
了“容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
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容许拥有不
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上市”等新规
则，有效吸引了新兴及创新产业企业
来港上市。全年共有 28 家新经济和
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首次公开招
股集资额达1360亿港元。

据新华社澳门1月1日电（记者
郭鑫） 澳门市政署1日正式成立。当
天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陈海帆
监誓下，8名市政管理委员会成员宣
誓就任。

澳门市政署是统管民政和市政事
务的非政权性市政机构，其前身为澳
门民政总署。

澳门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
戴祖义在致辞时表示，市政署将会依
照法规，负责为居民提供文化、康
乐、环境卫生等服务，同时加强相关
咨询功能，向特区政府提供资讯及建
议。因应市政署职能，将着力构建市
民综合服务、跨部门服务及电子政务
工作，强化公共市政服务的效能。

澳门市政署正式成立

港交所2018年IPO募资额全球第一港交所2018年IPO募资额全球第一

近日，香港赵聿修纪念中学等 4所学校的 46名中学生走进陕西省西安市
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开展“放飞梦想 挑战未来”主题活动，通过体验航模
表演、模拟飞行以及与学生结对互动等项目，感受祖国航空及科技的发展。

图为香港中学生 （右二） 在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航模馆体验航模
飞行。 张树忠摄 （人民视觉）

香港中学生内地体验航空科技发展

2019年1月1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石牛山，游客们登上主峰迎接新年第一缕阳光。当日是新年第一天，人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
庆祝新年的到来。 张九强摄 （新华社发）

2019年1月1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石牛山，游客们登上主峰迎接新年第一缕阳光。当日是新年第一天，人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
庆祝新年的到来。 张九强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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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高雄市民咨询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冯学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