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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28日电 （俞晓）
据香港文汇网报道，年度艺术展览
盛事“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28
日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开幕，29日
至31日将向公众开放。来自36个国
家及地区共 242 间国际艺廊将展出
由新晋及知名艺术家创作的现当代
艺术作品。

展览包括 6 个分区，分别为艺

廊荟萃、亚洲视野、艺术探新、艺
聚空间、策展角落及光映现场。其
中，艺聚空间展览区将展示12件博
物馆规模装置艺术，8 件是于香港
展会首次展出。

巴塞尔艺术展拥有近50年的历
史，是现今全球一致推崇的国际艺术
交流平台，每年于瑞士巴塞尔、美国
迈阿密海滩及香港举行艺术展会。

本报香港3月28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迪士尼全新漫威主题游乐
设施“蚁侠与黄蜂女：击战特攻！”
揭幕典礼28日下午举行，吸引本地
政府官员、漫威影业代表、漫威粉
丝及传媒等逾1000人齐聚香港迪士
尼乐园度假区，率先尝试独一无二
的互动体验。

作为全球首个以“蚁侠”为主题的
游乐设施，“蚁侠与黄蜂女：击战特
攻！”也是香港迪士尼第二个漫威主题

项目，其开幕进一步奠定了乐园作为
漫威超级英雄宇宙亚洲重心的地位。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
裁杨善妮表示，这个结合科技与精
彩情节的历险旅程可引领游客全情
投入，其中的原创音乐及视听特效
将游乐体验提升至更高层次。

据介绍，此项全新漫威主题游
乐设施将于本月31日正式开启，预
计可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宾客共同参
与，体验奇妙旅程。

本报北京3月28日电（记者张
盼） 北京市涉台法律事务研究会
与台湾海巡警察消防领导人总会
近日在北京联合举办研讨会，就
建立两岸应急法务合作机制相关
问题进行座谈交流，并签署 《交
流合作备忘录》 等。

活动由北京市涉台法律事务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沈腾主
持。据沈腾介绍，近两年来，研究
会与台湾海巡警察消防领导人总会
在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可喜实效。相信本
次研讨会对于维护与各阶层、各界
人士原有友好关系、深化各领域合
作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希望以此

为契机，两岸法律实务工作者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进一步加强交流，
为强化两岸应急法务机制作出贡献。

台湾海巡警察消防领导人总会
理事长蔡俊章说，当前两岸民间交
流仍然紧密，总会一直保持着与大
陆相关协会的来往和交流。希望两
岸民间交流持续进行，两岸在司法
领域互动更加热络。研讨会上，北
京市涉台法律事务研究会与该总会
签署 《交流合作备忘录》 与赴台考
察专案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带动两
岸在法律事务方面深入交流，并进
一步协助解决台商在大陆发展、大
陆同胞到台湾寻亲、大陆配偶在台
湾生活遇到的问题等。

两岸应急法务研讨会在京举办

据新华社海口电 （记者刘诗
豪） 40名台湾青年日前入职海南航
空，在位于海口的飞行训练基地接
受客舱服务、应急医疗与逃生等方
面的理论课程与实际操作培训。

“海南气候宜人，人也很亲切，
跟台湾很相似。”来自台北的宗孟
璇说，“希望借加盟海南航空的机
会，在大陆学习更多东西，促进自
己成长。”

过去几十年来，琼台经济、旅
游合作交流日渐深入广泛。海南省
去年底出台了惠台30条措施，在投
资与经济合作、社会文化交流、促

进台胞就业创业等方面推出了多项
优惠政策，为台胞在海南生活、工
作提供更多便利。

海南航空董事长谢皓明表示，
海南航空自2015年以来多次赴台开
展专场招聘，目前有 130 名台湾籍
员工上岗，其中空乘 110 名。他们
以优质的服务和出色的职业素养受
到乘客广泛认可。

已在大陆航空公司有两年工作
经验的台籍乘务员张弘宜说：“来到
海南，气候和食物都很适应，让人
没有顾虑。因此更要不断学习，做
一名称职的乘务员。”

40名台湾青年入职海南航空

为期近 40 天的第 47 届香港艺术
节日前闭幕。与内地一些戏剧节展相
比，创办于 1973 年的香港艺术节虽
已走过近 50 载，却仍凭借多部亚洲
独演与首演的国外剧目及对香港本地
青年创作力量的持续扶植，赢得大批
拥趸。

本届艺术节以“一步一舞台”为
主题，旨在阶梯式呈现位于不同人生
及创作阶段的艺术家构思与表达。来
自世界各地的近 50 部作品中，既有
包括互动戏剧 《家》、话剧 《887》、
歌剧《唐豪瑟》等在内的难能一见的
国外大师之作，又有戏曲《百花亭赠

剑》、音乐剧场 《陪着你走》、话剧
《哈姆雷特》 等华人导演的作品。以
老道的眼光遴选新鲜有趣的国外剧
目，亦兼顾华语创作的标准，是香港
艺术节一脉相承的传统。

有趣的是，本届艺术节上演的多
部作品共同关注了人类社会构建的基
石——家庭，指出亲情关系对于个体
生命的重要。不同艺术家讲述亲情的
角度与层面的差异，又侧面印证了香
港艺术节的创意与生机。

世界形体大师杰夫·索贝尔创作
及演出的 《家》，以全球愈演愈烈的
城市化进程和移民浪潮为背景，探

讨“居所”与“家”之间的关系。
一座临时兴建于舞台的房屋，曾是
纽约某个家庭的“新家”，之后成为
包括各国移民在内的形形色色打拼
者的“庇护所”。这所房子一度带给
他们“家”的假象，让他们获得暂
时安慰，不过他们终究因为各种原
因纷纷离开。主旨虽然严肃，本剧
却是一部集舞蹈、现场音乐、手工
制作等于一体并邀请大量观众上台
参与互动的幽默之作。众多住客之
间没有交集，但是因为一场盛大的

“大家庭”聚会，他们逾越时空在这
栋 房 里 相 见 。 创 作 者 希 望 不 同 国
家、肤色、年龄及性别的人，都能
找到理想的栖身之处。

英国话剧《攀越冰峰》是舞台剧
《战马》 导演之一汤姆·莫里斯的新
作，取材自真实事件。1985 年，登
山客乔与同伴携手挑战安第斯山脉某
座山峰时，意外跌入深渊，凭借强大
的求生意志，他拖着断腿艰难挣脱死
神的怀抱。乔的故事经由纪录片《冰
峰 168 小时》，感动了世界各地的观
众。话剧则以新颖别致的故事讲述方
式，不仅让观众在笑声中看到人性的
坚强与乐观，更感动于主角姐弟深情
中蕴含的正能量。

最近几年在世界剧坛崭露头角的
柏林正点剧团带来的《哈姆尼特—莎
士比亚之子》，以当代儿童视角，讲

述父子亲情的永恒。哈姆尼特作为莎
士比亚的儿子，仅仅活了 11 个年
头。由于莎士比亚忙于工作，他活着
时，并没得到多少来自父亲的关爱。
他死后3年，莎士比亚悲痛写出《哈
姆雷特》。今天，“哈姆雷特”成为人
类文化长河里的不朽形象，与他名字
仅有一字之差的“哈姆尼特”，却早
已被历史遗忘。作品通过哈姆尼特与
莎士比亚亦真亦幻的对话揭示出：来
到世上的每个生命，都有得到父母之
爱的权利，即使生命短暂，也有谱成
短歌的价值。

同样的主题，在香港导演邓伟
杰执导的 《陪着你走》 中也有明显
体现。该剧用歌舞串烧的形式，关
注多动症与自闭症少年的成长与教
育 问 题 。 老 师 的 努 力 和 音 乐 的 作
用，帮助不合群的孩子们走出自我
封 闭 的 世 界 ， 让 他 们 彼 此 成 为 朋
友。但是，如果所在的家庭父母矛
盾重重、代际关系紧张，孩子们很
难真正以健全的心态走向更为广阔
的社会。好在，剧中父母最终主动
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上述几部形态有别、规模不一的
作品，显示香港艺术节不拘泥于狭隘
的个人偏好，以开明多元的眼光把好
戏引进来、让原创立起来。这对内地
戏剧节展如何办得更好也有一定启示
作用。

把好戏引进来，让原创立起来——

香港艺术节：创意与生机
梅 生

音乐剧场《陪着你走》剧照。 资料图片

巴塞尔艺术展在香港开幕

香港迪士尼新增漫威主题设施

3月27日至28日，120余位香港汉华中学师生和香港南通同乡会成
员参加第三届“香港中学生走进南通”活动，先后参观了中国第一家
海上风电场如东海上风电场、洋口港、沪通长江大桥、城市绿谷和南
通博物苑等地，并在如东县实验中学听课、交流。

汉华中学2017年与如东县实验中学结为友好学校，此次走进南通
进行友好交流，旨在进一步加深对内地教育制度、教学方式的认识，
了解内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情况。

图为汉华中学师生参观沪通长江大桥建设现场。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 3 月 26 日来到福建
厦门，这也是他此次访问的最后一站。韩国瑜
在受访时表示，来到福建感觉“特别亲”。韩国
瑜总结说，此次4地6天行程“收获很好的成绩
单”，要“尽一切办法”让两岸交流往来，希望
为两岸民众谋取更多福祉。

搭上厦门经济快车

26日抵达厦门，韩国瑜一行就展开一系列
参观访问和经贸洽谈活动。当天，厦门、高雄
两地近 10 家企业在厦门签署农渔产品采购协
议，涉及水果和水产品，签约货值总额3000万
美元。27日，韩国瑜率团参访了中远海运港口
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厦门软件园三期、青创
基地“一品威客”等。

看到厦门的建设，参访团成员们都觉得
“非常震撼”。韩国瑜一行还了解到，中欧班列
从厦门出发的 3 条铁路，可以把货物运往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波兰等地，这为将来台湾特
别是高雄的货物通过铁路运往中亚、欧洲提供
了便捷通道。合作共赢是访问团最感兴趣的话
题，他们也确实不虚此行。厦门与高雄双方达
成多项共识，包括搭建两地港口城市交流机制
化平台，聚焦港口城市合作、产业深度交流、
会展旅游合作、城市管理创新等热点议题。

具体来说，厦门邀请高雄组团参加每年举
办的“海峡论坛”等经贸文化展会。厦门将尽
快推动开通厦门至高雄的邮轮航班。厦门航空
今年将再次赴台招聘200名空乘人员，其中100

人定向到高雄招聘。
韩国瑜就此表态说，非常欢迎，十分感谢。
27日晚，在厦门市台商协会为韩国瑜一行

举办的晚宴上，台协会长吴家莹表示，厦门和
高雄都是海港城市，都讲闽南话，气候条件、
生活习惯也相似，很多高雄乡亲“登陆”第一
站就选择厦门。希望两地更多互动，让高雄发
展搭上厦门经济快车。

未来交流不会停步

高雄水果贸易商李慧涓此次在厦门拿到
500 万美元的水果贸易订单。“这个合约签订
后，我们高雄的水果销售量会大幅增加，果农
们一定很开心！”高雄渔业者刘定纶则签下
3000吨鱿鱼和秋刀鱼订单，喜形于色的他表示

“真的很棒”，直言为高雄打拼的韩国瑜“很合
我的口味”。

收 获 满 满 的 除 了 具 体 业 者 ， 还 有 韩 国
瑜 。 他 在 厦 门 举 行 的 记 者 会 上 表 示 ， 从 香
港、澳门、深圳到厦门，已签下总计逾 52 亿
元新台币的大订单，“我们自己觉得相当不
错，未来还要继续努力。”他表示，除了经贸
洽谈和情感互动，大家对城市交流、体育文
化交流、青年交流特别是青年创业议题等都
很重视，希望为两岸民众谋取更多福祉，“未
来的步伐不会停”。

结束 6 天参访，韩国瑜一行于 28 日返回台
湾。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韩国瑜率团访
问是近期两岸及港澳媒体的一个热点、焦点。

此行不仅在经贸、旅游、文教等多方面取得阶
段性丰硕成果，而且就搭建城市交流机制化平
台、建立长效交流机制初步达成共识，今后与
高雄加强交流合作展现出广阔前景。

充分体现“亲望亲好”

有评论称，韩国瑜率团辛苦奔波为百姓寻
出路，却恰恰戳中民进党“玻璃心”。尽管收获
颇多，韩国瑜此次参访依旧被台当局百般阻
挠。韩国瑜对此也毫不客气，直批“好笑”和

“荒谬”。
台陆委会称要增加所谓“韩国瑜条款”，修

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今后台湾县市长赴港
澳要报备核准。韩国瑜回应表示，陆委会若如
此管制，“真的是开倒车，完全没有必要”。他
还质问：“台湾开放的门是要越来越大还是越来
越窄？台湾是要越来越阳光还是越来越黑暗？
是要越来越发财还是越来越贫穷？”

在此次参访中，韩国瑜再次表态坚定支持
“九二共识”。

安峰山 27 日表示，韩国瑜此行充分说明，
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城市交流合
作前景广阔。安峰山说，取得这些成果，是

“两岸一家亲”、亲望亲好、守望相助的具体体
现，也是两岸融合发展、携手发展、共同发展
的生动写照。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大陆经济社
会的发展进步不断释放巨大发展机遇和红利，
我们愿意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分享。

说到底，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

行程第四站 收获沉甸甸

韩国瑜访问厦门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任成琦

3月28日，内蒙古师
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
40 余名留学生来到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大漠文化创
意园陶艺研学坊，在陶艺
师指导下学习制陶技艺，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图为留学生在学习体
验陶艺搓条、盘条工艺。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留学生体验中国陶艺留学生体验中国陶艺

香港中学生走进南通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马
卓言）针对英国政府发表最新一期《香
港问题半年报告》一事，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要求英方停止发
表有关报告，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耿爽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
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事实不容否认。
他强调，1997 年 7 月 1 日后，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英方无权
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不得以任何
借口插手干预。“我们要求英方正视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2年的现实，尊
重中国主权，停止发表有关报告，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外交部敦促英国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容否认

外交部敦促英国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容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