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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故事》《我应该不会太在
意》 ……精挑细选的 10 首歌曲，既传
承了优秀中华文化，又展现了两岸年
轻人追求个性、创新的生活态度，唱
出了新时代两岸年轻人的青春梦想。

近日，第二届“青春颂——两岸
青年原创金曲演唱会”在湖北武汉举
行。此次演唱会是第二届“青春颂
——两岸青年原创金曲大选”的压轴

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
会、中华青年数位文创交流协会 （台
湾） 共同主办。晚会旨在给两岸热爱
歌唱的青年人提供平台，共唱两岸一
家亲，弘扬青春正能量。

晚会上，来自海峡两岸及澳门地
区的歌手郭峰、陈立农、朱兴东、曾
咏欣等纷纷献唱，配以绚丽多彩的舞

美效果，为观众奉上一场视觉与听觉
的双重盛宴。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届原创金
曲大选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共征集到
来自两岸的400多首原创歌曲。作者都
是普普通通的两岸青年。他们中有的
刚刚踏入社会，也有的还在求学。旋
律架桥，音乐为媒，两岸青年跨越海
峡，心灵相通，共唱美好青春。这些
作品或直接以古诗词入歌，或巧用传
统文化元素，配上传统的大鼓、古筝
或是现代的贝斯、钢琴、电吉他等乐
器，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拘一格。两岸
知名音乐人、专家、学者从中精选出
十首歌曲作为特别推介，专业团队将
对这十首歌曲进行影视化开发和版权
运营。

“无论在台湾或是在大陆，奋斗都
是青春的主旋律。”台湾歌曲 《曙光的
力量》 以青春奋斗为主题，其作词人
李泽亚说，此次和大陆青年朋友交流
后感触很深，希望有机会到大陆这片
广阔的天地成就自己的事业。

大陆歌曲 《梨园故事》 则将中国
传统戏曲与蓝调相融合，让人耳目一
新。其作曲人曾炫说，两岸青年虽然
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但对音乐和生活
的热爱是一致的，音乐的交流将促进
我们进一步相互了解。

“看到原本互不相识的两岸年轻人

通过音乐相识、碰撞在一起，我非常
感动。希望这个舞台能让两岸优秀青
年打开彼此的音乐市场。”中华青年数
位文创交流协会 （台湾） 理事长李国
杰说。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大陆学生刘
伊松表示，台湾青年在创作中更注重
表现传承，更喜欢用独立乐队的形式
来展现音乐，这是自己未来可以借鉴
和尝试的地方。

此次演唱会的举办地湖北是古楚
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
纪念地。鄂台两地文脉相连、血缘相
亲，近年来更是往来热络。截止目
前，在台湾生活的湖北籍乡亲有 25 万
人，有 1.5万个湖北家庭与台湾家庭结
为亲家。每年来鄂参访旅游的台湾同
胞超过30万人次。

湖北是在长江经济带重要省份，
也是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教育中
心。许多台湾同胞来此投资办厂、求
学创业。据统计，目前在鄂台企有
2700 多家，投资总额超过 120 亿美元，
有 3500 多位台湾乡亲在湖北工作生
活，每年有超过500位台湾学子在湖北
的武汉大学等高等学府求学，累计已
有近万名台湾学子在湖北取得文凭。
每年台湾到湖北的交换生、研修生都
在2000人以上，还有370多位台青在鄂
创业就业。

第四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近日
在北京举行，两岸近 70 家媒体和相关
机构代表汇聚一堂，共话“两岸交流
与媒体责任”。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刘结一在致辞时对两岸媒体人提出四
点期待：要秉持民族情怀，做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的促进者；要坚持正确导
向，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
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做台海地
区和平稳定的维护者；要创新方式方
法，做两岸媒体合作新局的开创者。

以心相交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
宁在致辞中说，两岸新闻媒体的交流
合作为两岸同胞加深相互理解、增进
互信认同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
用，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了
良好氛围。希望两岸媒体人面向科技
和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势，用好京台
两地科技和人才资源，不断创新传播
方式，提升传播效果，共同讲好两岸
故事。

台湾媒体参访团荣誉团长、台湾
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胡志强认为，来大
陆交流的台湾媒体人越多，能发挥的
正面影响力就越大。两岸媒体交流没
有人能阻挡得了，一定会越来越好。

两岸新闻交流 30 多年，从当年的
破冰而行到现在的常来常往，这中间
有很多华彩篇章，也有很多起伏、曲
折和坎坷。人民日报社北京分社社长
朱竞若说，许许多多的媒体人始终以
理性的定力、不变的热忱，铺设桥
梁，交流交往，寻找两岸心灵的共鸣
和契合，增进和平统一的认同。在全
媒体时代，用新的传播方式与渠道，
讲好新时代、新的两岸故事是我们的
责任。

中 国 评 论 通 讯 社 社 长 郭 伟 峰 认
为，两岸关系要在和平中得到发展的
动力，要在发展中得到解决问题的
契机，这为两岸媒体人提出了非同一
般的时代要求和历史责任。两岸交流
与媒体人的觉悟密不可分，如果两岸媒
体人没有共同的觉悟，两岸交流当中就
会缺失同情心、同理心、同道心。“以心
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传媒人才能无愧
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其中最为
重要的三个两岸媒体人的共同觉悟
是：时代觉悟、方向觉悟、责任觉悟。

深化交流

台湾 《祖国文摘》 杂志社社长兼
总编辑戚嘉林说，两岸媒体人北京峰
会加强了两岸之间心灵的融合。海峡
两岸已经分隔 70年，虽然近 30年来交

流不断深入，但是迄今为止很多台湾
人还没有来过大陆，很多大陆人也没
有到过台湾，因此要思考如何透过媒
体深化两岸对彼此的认识。大陆同胞
应更进一步认识台湾，台湾民众也应
多来大陆交流。两岸媒体人的责任就
是报道事实，沟通两岸。

在两岸交流中，媒体扮演着重要
角色，也有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台湾
中天电视新闻部主持人王又正认为，
两岸媒体要把事实真相告诉自己的乡
亲朋友。台湾有人对与大陆交流存有
误解，媒体的责任是让台湾民众知道
自己与大陆民众是一家人。媒体就像
是两岸之间的桥梁，两岸媒体人北京
峰会也正是扮演着桥梁的角色。

台湾高雄市新闻记者公会理事长
马道明说，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已经
连续举办了 4年，他有幸 3次参加，感
触很深。两岸交流来往当年是媒体先
行，两岸媒体交流已经超过 30 年了，
两岸的融合发展是大势，相信两岸未
来会更好。

共创双赢

回顾台湾 《经济日报》 对两岸经
济交流和大陆经济发展所做的新闻报
道、近年与大陆媒体交流的经历，台
湾经济日报社社长黄素娟认为，大陆

是台湾最重要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总体而言，多年来，两岸经贸合作不
断往前走。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力量非
常强大，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由两岸
经贸交流创造互利共赢。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说，传
媒的发展核心在于专业人才，专业人
才的培养关键在于高校。面对时代提
出的新要求，高校应因势而谋、应势
而动、顺势而为。中国传媒大学愿与
两岸同仁一起积极营造两岸传媒人共
同的朋友圈，携手相伴、砥砺前行，
唱响新时代两岸传媒人的美丽和声。

百度 APP 总编辑陈磊认为，走进
新时代，互联网平台在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方面责无旁贷，促
进两岸文化交流正是社会责任的重要
体现。今年 4 月 18 日，台湾花莲发生
地震，百度搜索指数和咨询指数同步
提升4倍，反映了大陆网民对台湾的关
切，是两岸同胞同心的真实写照。百
度参与了港澳台大学生的实习计划，
为两岸人才交流与培养出力。

本届峰会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协办，首
次设立影视文创圆桌论坛，为两岸文
化交流搭建了平台。会议期间，两岸
多家企业负责人就密切文化交流合作
签署了系列协议，还参访了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和延庆区融媒体中心。

讲好新时代的两岸故事
——两岸媒体人在京共话交流与媒体责任

本报记者 张 盼

“ 奋 斗 是 青 春 的 主 旋 律 ”
——两岸青年原创金曲演唱会走进武汉

瑞 安

图为晚会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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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右三） 为优胜者颁奖。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图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右三） 为优胜者颁奖。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5 月 11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与澳门
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举
行 2019澳门中学生国旗手
训练营活动，来自澳门 30
所学校的 260 余名中学生
参加。

图为澳门中学生在参
加训练营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驻澳部队举办训练营驻澳部队举办训练营

澳门中学生争当国旗手澳门中学生争当国旗手

本报香港5月12日电 （记者连
锦添、张庆波） 第十三届“香港
杯”外交知识竞赛总决赛 11 日在港
举行。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
好基金共同主办的本届竞赛活动，
吸引全港164所中小学2.85万人报名
参赛，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经过激烈角逐，保良局董玉娣
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英华
书院和浸信会吕明才中学获得银
奖，保良局董玉娣中学梁美淇同学
荣获“最佳发言人”称号。

竞赛以“新中国七十年，新时
代外交梦”为主题，闯入决赛的五
支参赛队伍围绕有关外交、国情、
历史文化、“一国两制”等内容进行
抢答，就习近平外交思想、“一带一
路”、国际秩序、中美关系、涉港领
事保护等情景模拟题进行精彩演
绎，尽展“未来发言人”风采。现
场你追我赶，高潮迭起，整个赛场
充满着爱国情怀，洋溢着青春气息。

在随后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说，
竞赛能增进同学们对国家外交政
策、国际形势的认识，帮助他们具
备国家观念和世界视野。她希望每
一位同学都能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贡献。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锋致辞时说，习近平主席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包括
香港青年在内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指南。香港青年应
当以实际行动践行习主席的殷切期望。一要热爱伟大祖
国，做爱国者。二要发扬狮子山精神，做奋斗者。三要
培养世界眼光，做中外人文交流的推动者。

据悉，“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已连续举办13年，常
办常新。香港参赛学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国家意识，
决赛中他们还主动谈到外交部驻港公署首倡的三方合
作、涉港领事保护案件、领保热线 12308等，如数家珍，
说明涉港外交日益深入港人人心。这次决赛的实况节目
将在香港TVB翡翠台播出。

出席决赛的还有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陈冬、香港特区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外交部发言人陆慷等。

本报西安5月12日电（张远） 第四届丝博会“陕台
经贸合作洽谈会”11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台湾政商两界
的160余名代表参会，共议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本次洽谈会以“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
陕台经济融合发展”为主题，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
陕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台湾工商建设研究
会、台湾中华两岸企业发展联合总会等共同承办。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表示，陕台经济合作空间
广泛，陕台经贸合作洽谈会已成为推动陕台各领域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在陕西的台商投资企业达
800多家，2018年陕台进出口经贸总值达 674.9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4.5%，台湾已是陕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
一大进口来源地。

本次洽谈会共有3个项目成果签约，其中西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与松鼎资本 （香港） 有限公司签约的松
鼎—台湾大鲁阁 （西安） 商业综合体投资项目，总投资
达88亿元人民币。

2018年9月，陕西省发布了《关于促进陕台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同台湾同胞分享陕西发展机
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陕投资、创业、就业、学习、生
活提供与陕西省居民同等待遇，深层次推进陕台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

共议经济融合发展

陕台经贸合作洽谈会西安举行

本报北京5月12日电（记者陈劲松） 由海峡两岸暨
港澳 111 位明星参与录制的新创助残公益歌曲 《爱的阳
光》 发布会暨全国传唱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京举行。词
曲作者郭峰与中国残联宣文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等有关机构负责人，部分爱心企业、残疾人代表、媒体
记者等各界人士参会。

郭峰表示，该歌曲既保留了“大主题”的创作风
格，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可以比肩 《让世界充满
爱》 的现象级主题公益歌曲。歌曲深切关注残疾人的生
活，高扬向上向善的主旋律，旨在传递残疾兄弟姐妹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传播自强不息、守望相助的正能量，用
心、用情、用功抒写残疾人内心世界，讴歌新时代残疾人群
体的精神风貌。歌曲激励残疾人以乐观进取的精神创造美
好生活，倡导残健同心，携手同行，共沐爱的阳光。

据介绍，此次歌曲录制规模空前，汇集111位明星参
与，从 3月 19日开始在北京、香港等地陆续录制，历时
一个半月。各位明星倾情参与，展现了人间大爱和精湛
的歌艺，录制活动本身就是一曲公益壮歌。5 月 8 日开
始，歌曲将在各大音乐网站、音乐电视节目中集中上
线，并开启全国传唱活动。

两岸暨港澳111位明星参与录制

《爱的阳光》助残公益歌曲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