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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关心台海局势的人聚焦台湾，可叹难觅春消
息，萧索似冬，肃杀如昨。

年后台议事机构的新会期，优先讨论的是“禁陆令”，现行条例为政务人士、
涉密人员、县市长退离职3年内赴大陆，要报批审查；民进党提的“修正”条例
是以上人士赴大陆参加“政治性活动”，15年内都要报批审查，违者剥夺退休金
并罚款500万元新台币。大概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为堵悠悠之口，台当局巧言
闪避“15年”，声称“3年”是时间管制，“15年”是“行为”管制，也就是“政
治性活动”要15年，但什么是“政治性活动”得由审批部门认定吧？这让人想起
骗子的“中奖”伎俩，通知中有一行小到看不见的字：“主办方拥有最终解释权。”

对此，台湾媒体最直接的反应是“这是马英九、吴敦义的禁令”，并列出陈水扁在
天安门、吕秀莲在福建祖居、蔡英文在香山碧云寺的照片，找出李登辉“到过青岛”的
谈话，佐证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中唯一没到过大陆的就是马英九。其实，列管对象何止
马英九、吴敦义？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此条款无异于“视全民皆敌”。最重要的
是，它还是民进党两岸路线的风向标，预示着民进党将继续恶化两岸关系，在
2020年领导人选举中狂打两岸牌。

除了退职人员，在职的也不放过。当下红遍台湾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因坚持
“九二共识”成为民进党的“黑户”。近日，韩国瑜表示3月份要到大陆做城市交
流，台“陆委会”马上跟进“指示”地方不得与大陆“以任何形式签署协议”，虽
然没点名，但长着脑袋就知道这是在“警告”韩国瑜。台湾众多县市长都到过大
陆，只有韩国瑜享受了“警告”待遇。韩国瑜表示自己这边刚有点声音，“陆委
会”就大惊小怪，高雄只是要拼经济，“陆委会”不用急着向蔡英文表忠心。

台湾资深媒体人在社交网络质问：订单上有许多合约内容，也不能签？如
何接单呢？求解！是真怕韩国瑜签协议吗？当然不是！“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塑
造韩国瑜‘卖台’形象，升高两岸对立，否则 19% （支持率） 的蔡英文 2020 怎
么选啊？”

将认同发展两岸关系者打成“卖台”分子是民进党的老把戏，但现实是韩国
瑜在民进党自认的大本营高雄市喊出“九二共识”却高票胜出，民进党那套车马
炮还管用吗？有网友讽刺民进党：抢菜摊丢市长，现在抢市长不知道会掉啥米碗
糕 （闽南话：什么东西）？“卡韩”如“卡高雄”，民意已经如此，民进党当局却活
在旧思维里，连蔡英文都上阵“卡韩”，她在自己的网络账号发表文章，称“以为
多了好几位‘陆委会主委’”，不指名地讽刺韩国瑜坚持发展两岸关系，不仅毫无
领导者的高度，也暴露其铁了心在两岸关系中“拉仇恨”。

台当局开春之际将阻挠两岸关系列为头等大事，全然不见街头巷尾，又一轮
倒店潮来袭。台北知名餐厅“永福楼”承载了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是忠孝东路
上的地标之一，却宣布在2月底歇业；南京东路上去年底停业的六福皇宫饭店至
今无人接手，漆黑一片，专业人士忧心出现“鬼城效应”；台北各商圈处处可见

“停业”“出租店面”……经济低迷涉及升斗小民的生计，却从未入当家人的法
眼，就连春节期间影响民众出行的华航纷扰，蔡英文也只用了“谢谢”二字回
复追问。

该管的事惜字如金袖手旁观，对抗大陆开足马力长篇大论，以斗争搏“网
红”拼“业绩”，是欺人还是自欺？两岸
你来我往 30多年，大家都经了风雨见了
世面，别再用“守护台湾”这套说辞忽
悠人了，恶化两岸关系，输的是台湾。

“火辣辣的腰鼓，火辣辣的情，火辣辣
的民歌，火辣辣的爱……”2 月 16 日晚，
陕西歌手野强强在台湾南投水舞广场唱起
这首高亢热烈的情歌时，四周看台上亮起
点点白光，汇成摇曳的光点河流，那是南
投观众自发打开手机照明为他打节拍。正
月里，包括陕西安塞腰鼓在内的大陆多地
民俗文化亮相台湾，给宝岛的新春佳节献
上了一场又一场文化盛宴。

宝岛劲吹“西北风”

黄土高坡豪迈的“西北风”吹进台湾
温润的山水间，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
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很震撼！”“第一次见！”面对记者询
问，不少台湾观众这样表达观看安塞腰鼓
的感受。上百名鼓手齐上阵，一边敲打腰
鼓，一边舞动红绸，节奏欢快热烈，动作
大开大阖，特有的摇头、晃肩、踢腿、旋
身，配上陕北民歌和民族乐器，安塞腰鼓
令台湾观众耳目一新。

应南投县县长林明溱邀请，安塞民间
文化表演团近 140 人于 11 日来台，连日来
与南投县演出团队联合在南投进行多场演
出交流。安塞腰鼓是流传于陕北安塞的民
间广场舞蹈艺术，据传已有 2000 多年历
史，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安塞腰鼓演出队队长郭岐武告诉记者，
今年是安塞腰鼓第二次来到南投，腰鼓演出
队伍从去年 114 人增加到 138 人，场面更加
壮观，而且增加了秦腔、陕北说书等表演形
式，“希望能传递我们黄土地的声音，让台湾
同胞感受震撼的大陆民间艺术魅力”。

16 日晚的演出是陕西演出团队今年春
节在南投的第四场，吸引数千名观众前来
观看，现场座无虚席。为了迅速与台湾观
众拉近距离，演出团歌手特意先演唱邓丽
君名曲《甜蜜蜜》，然后再送上西北风情浓

郁的唢呐独奏《黄土情》、歌曲《刮大风》等。
“在台湾演出最大的感觉就是亲切，无论我
们唱什么跳什么，台湾同胞都看得懂，喜欢
看。”郭岐武说。

安塞腰鼓是当晚南投灯会的压轴演出，
表演进入尾声时，南投当地舞蹈团的表演者
上场与陕西鼓者跳在一起，努力模仿秧歌动
作，现场气氛十分欢乐。

香茗一杯品文源

春节期间，高雄佛光山迎来了好几拨大
陆文化交流活动，“七彩云南·相约台湾”活
动是其中的重头戏之一。2月1日至18日，来
自云南的 160余人代表团，通过佛教艺术展
览、民族歌舞表演、美术书法摄影艺术展、特
色美食文化等，为台湾民众展现了云南丰富
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灿烂的人文历史。

14 日，两岸茶文化论坛在佛光山举
办。台湾茶文化理事长陈怀远现场拿出自
己珍藏的云南普洱茶给现场民众一起品
尝，“这饼茶价值一辆奔驰轿车。”他笑
说。春节期间，云南普洱茶团在佛光山先
后举办茶会 30 余场，接待贵宾几千人次，
敬奉几万杯香茗。每场品鉴茶会在沐手礼
宾、静心调息、普洱茶品鉴等内容中，穿
插了茶道美学表演、普洱茶主题讲座。专
业讲师从地理位置、历史轴线、制作工
艺、品鉴技巧等方面向到场民众传播普洱
茶文化，让茶友们收获满满。

香醇地道的云南普洱茶，增进了云台两
地民众的友谊。来自台湾元培医事科技大学
的茶艺爱好者朱老师，每天坐一小时公交车
来参加活动，“我喝了三十几年茶，十年前去
过云南，第一次尝到生普（普洱茶生茶），喜
欢得不得了。听说在佛光山有这个活动，那
我一定要来。”他说。

一杯香茗，品出两岸文化源流。陈怀
远在演讲中说，自己 1994年第一次进入云
南古六大茶山，见到那些千年古茶树，并

从当地老艺人那儿学到了制茶工艺。他
说，两岸茶文化息息相关，是郑成功将茶
文化带入台湾，清朝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
传鼓励台湾人大量种植茶叶，才有台湾今
天浓郁的茶文化。

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大觉堂的圆形剧
场内，绮丽多姿的云南民族歌舞让台湾观
众大饱眼福。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云南
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带来的杂技 《阿细跳
月》、民乐组合《竹林深处》等节目，不时
引来观众热烈掌声。“这是我们第二次到台
湾演出。”云南民族歌舞表演艺术团团长、
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副院长杨洲说，去年
歌舞团在佛陀纪念馆共演出 60 余场，近
200 万观众观看了表演，“今年我们准备的
节目内容更丰富，艺术形式融合了云南 25
个少数民族的风情、人文等元素。”

冀豫闽各献绝活

“河北文化月”活动早在春节前夕就在
佛光山拉开帷幕。春节期间，河北的武强年
画、井陉拉花、刘吉舞狮三大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同时赴台表演，为台湾民众假
日文化生活增添了喜气和亮色。

有着“北狮王”称号的刘吉舞狮，以粗犷
热烈的表演为大家带来节日的祝福。作为河
北刘吉舞狮技艺的传承人，卢春玲说，这是
她第一次来到台湾带队表演，希望能与当地
的舞狮团队切磋技艺。“我们的表演结合沧
州的武术、吴桥的杂技，比较粗犷凶猛，展示
北方人的豪壮。希望我们的演出能给台湾同
胞的春节增添欢乐，让大家喜欢北狮。”

中原文化宝岛行活动也于大年初一在
高雄登场，并将持续到2月19日。其中，河南
民俗艺术展集中展出136件中原文化遗产珍

品，包括“朱仙镇木版年画”，针法细密、格调
高雅的开封汴绣以及洛阳剪纸、方城石
猴、豫北泥塑等。

在澎湖，福建省杂技团于大年初一、
初二为当地居民奉献了4场精彩的演出，这
是福建省杂技团第十次在春节期间赴澎湖
演出。此次福建省杂技团带来了 《幸福启
航》 专场晚会，晚会以“憧憬——启航
——梦想”三段式篇章，由 《绳技》《抖
杠》《地圈》《空竹》 等约 20个获奖、经典
杂技节目组成，演职人员多达91人。

由于福建省杂技团已在澎湖赢得良好
口碑，演出前一个半小时，就有大量乡亲在
演艺厅前广场排起长队。容纳1000人的演艺
厅人山人海，连过道上都坐满了观众，不少
观众成了每年必看演出的铁杆粉丝。

福建省杂技团团长涂国柱在微信朋友
圈分享了此次演出的动人点滴：“澎湖第一
场演出，连过道都坐满人，演出备受欢
迎”“精彩演出感动观众，送的黑糖糕太好
吃了，感谢澎湖乡亲”“感受杂技魅力，共
享闽台亲缘”……

两岸一家话团圆

春节是中国人团圆的日子。大陆交流
团春节赴台，是两岸之间文化的交流，也
是两岸同胞情感的对话。

16 日，在台湾彰化的陕西村，陕西演
出团在村中空地上表演安塞腰鼓，不少村
民加入队伍，一起舞动奔跑。在该村的宗
祠内，挂着多块颇有年头的匾额，上书

“三秦雄风”“三秦遗民”“黄渭源流”等，
内容都关乎先民足迹。

相传 300多年前，郑成功举兵收复台湾
时，有 72名大陆籍将士随同征战，其中有陕

西籍部将“乌面将军”马信。马信率部从彰化
的鹿港登陆，之后进驻现在的陕西村一带，
并在当地整训队伍，垦殖开拓。这段历史，即
陕西村名字的由来。

陕西村乌面将军庙管理委员会主任委
员林家冠说，虽然当地几已无存陕西文化习
俗，但看到来自黄土高原的文化表演还是
会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就在课本中读到
过，知道中国的地理和历史。去大陆旅
游，看到文化景点，也同样会感动。”

两岸一家人，理应相知相惜。高雄市
长韩国瑜 14日出席“七彩云南·相约台湾”
活动表示，虽然他没有去过云南，但提到
云南就会想起过桥米线、云南白药，想到

“火车没有汽车快，三只蚊子炒一盘菜”的
“云南十八怪”，云南有许多传奇，更有丰
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云南是大陆的后花
园，四季如春，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拜
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两岸要和平
交流，“九二共识”是最重要的定海神针。

为了参加此次文化交流，昆明市民族
歌舞剧院的演员何文婷和她的同伴们一
起，在高雄度过了除夕夜。当晚，佛光山
灯火通明，百余名云南团员和佛光山僧信
二众 3000余人一起围炉夜话，与台湾南部
民众饮宴相谈甚欢。“作为舞蹈演员，每一
年的春节几乎都是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或国
家工作，今年第一次来到台湾佛光山过
年，感觉真的不一样，很热闹年味很浓！”
何文婷说。

来自云南的周先生一家今年除夕也在
高雄围炉。“一样的吃年饭，一样的放烟
花，一样的发红包。在台湾过年，与在大
陆没有什么两样，两岸都是一样的中国
年。”周先生说。

（本报台北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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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民俗文化闪亮宝岛新春大陆民俗文化闪亮宝岛新春
本报记者 王 平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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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二下午，香港新界沙田公园内人头攒
动、暖意融融。伴随着悠扬嘹亮的侗族大歌和欢快清灵的苗族舞
曲，来自峻美贵州的“2019香港欢乐春节文化庙会”活动正式拉
开序幕，与香港市民共闹农历新春、同叙中华情怀。

本届庙会由国家文化部、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携手贵
州省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也是香港特区政府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首个大型综合文化活动。庙会以“山地公
园省·多彩贵州风”为主题，通过精彩的展演、推介及互动体验等
方式，让香港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贵州文化，体验“大海”与“群
山”、“火热”与“清爽”、“时尚”与“古朴”的别样对话。

热情洋溢的开幕式上，一支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 《祈福》
令在场观众大开眼界。来自民族村寨的少女身着及膝红裙、头
戴传统帽饰，舞步轻盈、身姿舒展，赢得阵阵掌声。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致辞时表示，
贵州与香港长期以来商贸往来密切，两地人民骨肉相连，情感
纽带跨越山海；此次庙会走进香港，相信可为香港市民带来更
多元、更多样、更多彩的贵州印象。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希奎也致辞说，春节是
内地与香港民众心中共同的年节，凝聚着中华儿女真挚深远的
家国情怀。今年将享有“文化之州、美酒之州、歌舞之州”美
誉的贵州省文化精品带来香港，可为新春佳节增添别具一格的
贵州元素。

庙会展品丰富，令人惊喜连连。泥哨、苗绣、蜡染、竹编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区前人流如织，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来自铜仁、六盘水、毕节等9个市州带来千余件特色农产品及
手工艺品，黎平白茶、遵义红茶、红心猕猴桃……让香港市民
尽情体验了一番“贵州风味”；另边厢，360度沉浸式全景体验
场令观众身临其境，演绎风动、水流及雨落的芦笙音乐引得不
少小朋友围观叫好。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慕德贵向记者介绍说，广深港高
铁的全线开通大大缩短了香港与贵州的时空距离，黔港交流合
作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前景。此次庙会特设“贵州幸福号高铁体
验”展馆，以多种方式与市民互动，见证两地携手、机遇无限。

（本报香港2月17日电）

多彩贵州文化庙会在港开幕
本报记者 陈 然

台湾台中市大甲镇澜宫妈
祖近日首度在台北市进行绕境
祈福大典，期间还将举办“妈
祖光影科技互动展览”，把宗
教文化与科技相融合，带领民
众透过光影互动了解妈祖文
化。图为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
祈福大典上的巡游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台中大甲妈祖
首赴台北绕境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