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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
25686家侨港资企业。改革开放之初，港商同侨
商一道，成为第一批来深圳投资办厂的群体。
40 年来，作为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香港同胞始终积极参与改革开放进程，在珠三
角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敢为人先 抓改革机遇

1985 年，43 岁的马介璋来到深圳市南头，
收购了一家制衣厂并成功进行现代化改造。彼
时，香港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土地租金、
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式微。
在马介璋的带动下，大批港商跨过罗湖桥来到
珠三角闯荡。

“刚来深圳横岗时，这里还是荒山野岭，
房屋破旧，交通极为不便，水电等基础设施
也很不完善。”放眼现在的横岗，高速路通
达，高楼建筑拔地而起。40 年，这里换了模
样。抚今追昔，力嘉国际集团董事长马伟武
感触颇深。1986 年，马伟武在深圳市横岗观
音山下开设了第一间做包装印刷的厂房。他
从香港引入先进设备，还请来香港师傅对内
地技工进行培训、指导，逐渐克服软硬件方
面的困难。

“当时，不少企业家对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
是否能成功，心里其实没有底。”马伟武对本报
记者说。面对这片待垦的土地，他们没有太多
可以借鉴的经验。那个时候，马介璋已在英
国、德国、南非、泰国等7个国家有投资。“但
我的根在祖国内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我们
应该回去支持。我们在那么多国家都投资了，
为什么不回自己的乡土投资？”

事实证明，这批改革开放之初来到内地的
港商，凭着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对祖国的赤子之
心抓住了先机。他们将资金与现代技术带到内
地，也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收获了发展
机遇。

产业转型 与时代共进

在制衣厂取得成功后，马介璋发现当时的深
圳很难找到一个吃饭的好地方。“东西不太好吃，
卫生环境也不行，高品质的酒店乏善可陈。”这让
他看到了机遇。上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仍以“三
来一补”为主要贸易形式，以第二产业为发展重
点。为什么不在深圳开一家高品质的酒楼？

1988年，由马介璋创办的深圳市第一家佳宁
娜潮菜大酒楼在罗湖区落成。酒楼开业以后，生
意红火，仅两年营业额便高居全国第6位。此后，
佳宁娜相继在广州、昆明、成都、上海等十几个内
地城市开设了分店，甚至还开到泰国、加拿大等
国，成为引领风气之先的中餐跨国饮食集团。

与时俱进的前瞻眼光并不局限于此。1991
年，马介璋看中毗邻深圳火车站的一块土地，
决定在此建起一个商业区。

最初，这片土地并不为人看好：低矮连片
的平房，闹哄哄的夜市排档，更别提一下雨就
积水到膝盖的街道。但如今，地处深圳市罗湖
区的佳宁娜友谊广场内坐落着四座大厦，带动
了罗湖区商圈的繁荣。

从制衣厂到“佳宁娜”，身为佳宁娜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名誉主席，马介璋在几十年的拓荒
中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金字招牌。

纵观港商在内地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
转型升级、与时俱进是他们的共性。

2009年下半年，国务院下发 《文化产业振
兴规划》，马伟武随即着手集团转型升级，对深
圳龙岗区横岗原有的旧厂房进行改造。2011
年，马伟武修建了力嘉创意文化产业园，将印
刷与创意文化新产业结合，推动环保包装印
刷。2014年，他又在东莞桥头创建力嘉环保包
装印刷产业园，进一步深化集团的转型升级。

2003年，佳宁娜、力嘉、香港建业、民生和京
晖等五家集团还共同投资26亿元，在深圳市平湖
兴建了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如今，华南城已成为

深圳乃至全国第一个将纺织服装、电子、印刷纸品
包装等五大制造业原料整合在一起交易、展示的
基地，开创了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新模式。

情系桑梓 促深港合作

在事业成功的背后，马介璋、马伟武等港
商始终不忘回馈故乡，回报祖国。

建学校、修医院、捐资金……他们用相似
的方式反哺家乡，捐资涉及医疗、社区、救
灾、养老、治安和教育等多个领域。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马介璋积极履行参政
议政职责，在深圳成立见义勇为基金会，为深圳
市警察基金会、广东省潮剧基金会等捐款。为加
强与海外侨胞联系，他还牵头创办了深圳市外商
投资企业协会、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

“我希望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优惠政策宣
传出去，让海外侨胞知道多一点，回祖国投资多
一点。”马介璋说。他也为“加强深港合作，两地优势
互补”积极建言献策。当年，从香港来内地，没有“两
地车牌”，得排一个小时队才能过关。如今，“深港一
体化”已获得广泛共识，广深港高铁也已开通，坐
高铁从香港到深圳只需要14分钟。

2003年，因马介璋对内地及香港的卓越贡
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时向马介璋及其子
马鸿铭颁授铜紫荆勋章。“如果没有回内地投
资，我的事业不会有如此发展。作为中国人，
我们希望国家未来发展得更好。”马介璋说。

马伟武也用他的行动践行着爱国爱港精神。
在他的积极引荐、策划与努力下，2002年3月，中
国包装技术协会（现为中国包装联合会）成功加入
亚洲瓦楞纸箱协会，极大提高了世界竞争力。2005
年，马伟武被授予当年“世界杰出华人奖”。如今，
他的子女们都已在力嘉国际集团担任要职，参与
中国改革开放的接力棒成功传到了下一代手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的建设，香港企业家将继续为祖国的发
展做出贡献，也必将从国家的发展中收获更多。

情系深圳 港商书写人生传奇
本报记者 何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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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台湾戏曲艺术节 1 月 9 日
在台北举办记者会。主办方介绍，本
次展演将包括京剧、豫剧、歌仔戏、
客家戏和传统布袋戏等 10 多个剧
种。台湾知名剧团“国光”、当代传
奇剧场、台湾豫剧团等将带来精彩演
出，聚焦历史、女性、时代等议题，
以传统和跨界兼备的演出，唤起观众
对戏曲的热情。

台湾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济民介
绍，该中心的核心任务是推广与发展
传统艺术展演，特别从深度和广度两
个方向，全力推动“传统戏曲人才驻
团演训”和“开枝散叶”两大计划。
同时希望借助艺术节活动，邀请各地
一流的传统戏曲剧团及跨界团队，拓
展戏曲观剧族群，再创“全民观剧”
的黄金时代。

“国光”剧团团长张育华告诉记
者，去年剧团在首届戏曲艺术节上演
出了 《孝庄与多尔衮》。今年则与新
加坡湘灵音乐社合作，结合京剧、南
管和现代舞，取材于希腊神话和法国
剧作家创作的形象，推出实验剧《费
特尔》，表现女性在爱情与精神上的
自我探索。

张育华介绍道，“国光”剧团近
来的创作，既注重海外合作，又在题
材和表演形式力求创新多元，同时不
失深沉的古典精神。《费特尔》 在艺

术节演出后，也将去新加坡实验剧场
演出。另两出戏 《十八罗汉图》《天
上人间·李后主》 今年 4 月将受邀去
上海演出。

台湾当代传奇剧场京剧演员朱柏
澄今年仅 23 岁，却已积累了丰富的
演出经验。他告诉记者，自己连续3
年参加台湾戏曲中心“承功：新秀舞
台”单元演出传统戏，此次在戏曲艺

术节将演出《英雄武松》。
《英雄武松》 由当代传奇剧场创

始人、艺术总监吴兴国领军，与台湾
知名作家张大春合作，朱柏澄、黄若
琳、杨瑞宇等新秀参演。朱柏澄说，

“可能西皮二黄和锣鼓，跟现代人有
点距离，我们会采取摇滚、电音、流
行说唱，与京剧的成分相结合。这个
戏会关注武松从平民到英雄的心路历

程，在唱腔上，京剧和昆曲兼备。”
杨瑞宇在台湾戏曲学院读书时受

中国戏曲学院的来台演出震撼，转而
赴大陆重新学习4年。随后他在第八
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大放异彩，以大
陆失传已久的武旦戏《朝金顶》在南
京引发关注。如今回台执教的他在

《英雄武松》中演出孙二娘。
台湾纪录片 《红盒子》 主角、

布袋戏艺师陈锡煌，将演出家传戏
码 《年羹尧传奇》。该戏出自台湾布
袋戏大家李天禄代表作 《清宫三百
年》，并邀请歌仔戏名伶王金樱演出
剧中唱段。

每届台湾戏曲艺术节都有一档由
台湾戏曲中心制作的旗舰节目，今年
的节目《当迷雾渐散》由一心戏剧团
制作，融合歌仔戏、京剧、音乐剧等
表演形式。

本届台湾戏曲艺术节由近 20 个
艺术团体演出 15 部剧目，将于 3 月
28日至 6月 2日在台北举办。除台湾
表演团体外，四川省川剧院将来台演
出经典剧目 《白蛇传》，并奉献川剧
传统经典折戏专场，不仅展现变脸、
托举、水袖等技艺，更在剧情、人
物、行当的设定上大胆创新。今年新
开幕的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也将
带来小剧场粤剧《霸王别姬》。

（本报台北1月10日电）

台湾戏曲艺术节

将呈现传统与现代戏曲群像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陈锡煌 （右） 和徒弟陈冠霖在记者会上演出《年羹尧传奇》片段。陈锡煌 （右） 和徒弟陈冠霖在记者会上演出《年羹尧传奇》片段。

本报香港1月10日电（记者张
庆波）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 10 日出席立法会会议时表
示，尽管2018年环球经济出现单边
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磨擦、利
率上升和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等
一系列不利因素，但香港全年经济
增长预测达3.2%，远高于过去10年
平均每年 2.7%的经济增长率，充分
说明香港人很优秀，香港底子也很
好，只要认准方向，团结一致，我
们一定可以再创辉煌。

她表示，尽管2019年经济前景
面对挑战，但特区经济的基础稳
健、金融监管审慎、公共财政充

裕，有足够能力应对外来的冲击。
特区政府会密切监察经济环境的变
化，适时作出回应，抓紧国家进一
步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及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的机遇。作为
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
成员，将善用相关渠道为香港在经
济和民生方面拓阔机遇，亲自领导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全
面统筹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事宜，
确保政策措施到位、有序实施。

她指出，特区政府会继续巩固
香港体制上的优势，持续提升香港
的长远竞争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
实的基础。

林郑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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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汪
灵犀）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
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
室秘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秘书行政司日前联合下发通知
指出，在内地 （大陆） 学习、工
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申请参加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

通知指出，港澳台居民可申请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等
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
实习指导教师资格，提请申请的有
效证件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有效期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同时，
申请人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 规定的学历要求，还应达到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相
应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

通知指出，港澳台居民持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内地 （大陆）
居住所在地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和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港
澳居民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台湾居民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在内地 （大
陆） 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在考试所在地认定中小学教师
资格。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其他
条件、程序和提交材料与内地 （大
陆） 申请人相同。在内地 （大陆）
就读师范专业的港澳台居民，执行
就读省份相应师范生政策。

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

可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

新华社香港1月10日电（记者
张雅诗） 2019年是己亥猪年，香港
邮政将于 1 月 12 日发行以宝猪贺岁
为主题的“岁次己亥 （猪年） ”邮
票和相关集邮品。闪闪生辉的金
猪、雍容华贵的牡丹……方寸之间
满载着浓厚的春节气氛。

香港邮政10日举行发布会，介
绍“岁次己亥 （猪年） ”邮票的设
计特色。这是香港邮政发行的第四
辑第八套贺岁生肖邮票。一套 4 枚
的猪年邮票以不同的工艺品为题
材，包括布艺、木雕、陶器和玉
器，表现猪的各种形态。

除了邮票，香港邮政今年推出的
生肖集邮品同样精巧夺目。十二生肖
金银邮票小型张系列“灵犬宝猪”有送
旧迎新之意。其中狗年邮票以银箔烫
印而成，猪年邮票则嵌有22K镀金金
片，更附有黄金成色证明书。

至于以“猴、鸡、狗、猪”为
主题的银箔烫压生肖邮票，利用平
版加压印和银箔烫压印刷技术制
成，各款生肖动物金光灿烂，生气
勃勃。

另一重点集邮品是一款以金猪
牌为主题的丝绸邮票小型张。金色
大母猪底下挂着六只小猪，背景以
雍容华贵的牡丹作点缀，寓意如意
吉祥，喜气洋洋。

据香港邮政高级经理 （集邮推
广） 李振宇介绍，丝绸邮票小型张
采用了真丝制作，有助提升邮票设
计的立体感，并凸显贵气。

据了解，内地和澳门也分别于
日前推出猪年邮票。内地的生肖猪
邮票体现温情，以“家”为核心主
题，将生肖的形象特点与中国人的
家国情怀结合，活脱脱地展现“全
家福”概念，呈现出“肥猪旺福、
五福齐聚”的喜庆氛围。

澳门邮电局发行的猪年生肖系
列 邮 票 将 “ 猪 ” 的 多 种 形 态 与

“金、木、水、火、土”的特质结
合，使用压印技术和幻彩全息箔片
印制。农历己亥猪年为“土猪”，5
枚邮票中以此为主角，同时使用猪
造型的紫砂茶壶和翡翠茶壶作为图
案主体，取翡翠珠宝的“珠”与猪
年“猪”同音之意。

本报台北1月10日电（记者张
盼） 台湾豫剧团新编戏 《兰若寺》
将于 1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台湾戏曲
中心演出。该剧取材自 《聊斋志
异》，以青年男女的青春爱恋为诉
求，于传统戏曲深厚底蕴之上，注
入人性关怀，并结合前卫现代剧

场，开启豫剧在台湾多元发展的新
面向。

作为台湾豫剧团推出的新编青
春豫剧，《兰若寺》由刘建帼执笔改
编，团内青壮演员萧扬玲、刘建华
与张瑄庭主演，艺术总监刘海玲则
献声扮演树妖姥姥。

香港将推出猪年邮票
喜庆气氛满载方寸间

香港将推出猪年邮票
喜庆气氛满载方寸间

台湾豫剧团创新演《聊斋》

日前，福建省晋江市新建成的10座百姓书房开门迎接读者。这些百姓
书房是2018年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也是晋江市建设书香城市、文
化惠民的重要举措，藏书主要为各类畅销书、经典名著等。

图为读者在百姓书房内看书。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福建晋江：百姓书房受欢迎百姓书房受欢迎

时下正值草原冬季旅游旺
季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西 乌 珠 穆
沁 旗 的 牧 民 们 在 雪 原 上 一 展
身 手 ， 为 游 客 展 现 独 特 的 民
族风情。

图为牧民进行套马表演。
新华社记者 邹 予摄

马背民族
雪原展绝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