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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
题的第十一届海峡论坛，6 月 15 日在福建厦门
拉开帷幕。本届论坛将持续到21日，在厦门及
福建各地同期举办近70场活动，涉及两岸83家
单位和社团，涵盖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
交流、经济交流等 4 大主议题，聚焦基层民众
和青年群体。

新意迭出

本届论坛可谓新意迭出。
新，首先在新增的项目。据福建省台港澳

办副主任、海峡论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钟志
刚介绍，本届海峡论坛新增台湾人才登陆第一
家园论坛、“两岸一家亲·从小心连心”研学体
验营、海峡两岸电子竞技邀请赛等活动。

新，还新在参与交流的新人比例。本届海
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有超过
1 万名台湾地区民众报名参加，其中“首来
族”占 40%、青年占 50%。大陆用新眼光、新
视角协助台湾青年融入大陆发展，融入“中国
梦”的筑梦、圆梦过程。这让某些不乐见两岸
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6 月 14 日，“两岸一家亲·从小心连心”研
学体验营在厦门市集美区隆重开幕。体验营共
招募 255 名台湾青少年及亲子家庭，首次安排
两岸研学生同吃、同住、同玩、同交流、同分
享，促进大家的情感融合与心灵契合。

新颖的设计，用心的安排，也让赴闽的台
胞非常有感，还有许多台湾青年因买不到机
票，报名后无法成行。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的
台湾青年讲师黄宗昊表示，大陆有发展、有机
会，自然有很多台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人愿意来
海峡论坛交流。

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李晓兵认为，海峡论坛比官方、学术渠道更
灵活，可以适时举办很多新领域、新方向的配
套活动，汇聚更多人流、信息流、资金流，进
而推动两岸文化、经贸、科技的实体化合作。

从新增项目到新人比例，从新眼光、新视
角到新领域、新方向，这种“新新”向荣的抱
负，瞄准的都是两岸的持续融合和长久繁荣。

一如既往

海峡论坛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两岸参与单位
由最初的 54 家增加到今年的 83 家。截至 2018
年，参与活动的台湾同胞已达十几万人次。11年
来，两岸民众不断深入了解彼此、持续推进融合
发展、“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愈加深入人心……

从经济交流到传统文化交流，从民间信仰
交流到婚姻情感类交流，几乎每一年，海峡论
坛都会加入新的交流元素，开拓新的交流领域
和平台，一步步深入两岸民众的内心。10 年
间，海峡论坛发布了 138 条对台惠民政策。大
陆方面一再表明，无论两岸关系形势如何变
化，都会一如既往持续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的
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从第一届到第十届从未缺席的新党主席郁
慕明，非常看重海峡论坛这个桥梁和纽带。他
曾在论坛上感慨地说，只有交流才能促进两岸
心灵契合，“可见民间交流的重要”。

民进党曾于2012年作出决议，禁止该党籍
县市长及其他公职人员参加。不过，虽然受到
严苛限制，海峡论坛依然吸引了不少民进党普
通党员以及其他绿营人士，成为他们“登陆”
交流的重要平台。

不少人认为，海峡论坛借助民间性、草根
性、广泛性，正打造“两岸民间交流第一品
牌”的形象。因为这里有实实在在的惠民成

果，有大陆愿意优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
的善意诚心，成为两岸民间各界的大聚会、两
岸基层民众的大交流、两岸血脉亲情的大融合。

心心相印

钟志刚在第十一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
提到，今年海峡论坛规模超过以往历届。这充
分说明论坛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肯定和广泛欢
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
望，具有强大而深厚的民意基础。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权，今年
率团参加第十一届海峡论坛。此前，他曾多次
被民进党当局驳回“登陆”申请。

对于民进党当局禁限岛内各界参加海峡论
坛，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回应说，民进党当局
无理阻挠，暴露了他们惧怕两岸交流合作走近
走好的心态，影响不了海峡论坛的成功举办。
开历史倒车，只会遭两岸民众的唾弃。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越来越多的
台湾青年及“首来族”通过参加海峡论坛，亲
身体会到大陆的飞跃发展，也让民进党及亲绿
媒体对大陆的诬蔑和抹黑瞬间破功。民进党当
局越是惧怕两岸交流，越是表现得草木皆兵，
越能凸显出这些两岸交流活动的深入人心。

只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开出成熟美丽的
果实。这个根，就是民意和人心。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
生认为，论坛为两岸基层民众提供开放的、广
泛的、多元的交流平台，是两岸同胞话家常、
博感情的场合。一灯引千灯，灯灯相辉映。一
心换一心，心心亦相印。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
理事邢善萍表示，有大家共同不懈的努力，一
定能把曾经饱含泪水的乡愁转化为两岸和平发
展的欢歌。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从“新新”向荣到心心相印
本报记者 任成琦

1998年初到上海时，20岁出头的香港青年张永
康对普通话一窍不通，坐出租车时要靠写字来告诉
司机目的地。在内地金融界发展 20多年，事业有成
的他担当起内地和香港间的“桥梁”，尽力帮助香港
青年更好地认识内地，寻找发展机遇。

2013 年，张永康发起成立香港金融青年会，支
持青年来内地实习体验，至今已吸引约500名香港大
学生来北京、上海和深圳的金融机构实习。在他看
来，香港青年暑假来内地实习交流，除了获得经
验，还扩展了人生的边界。

把握大湾区建设机遇

张永康说，自己是香港人也是新北京人，深知
既了解香港又了解内地，竞争力才更强。香港青年
要面向未来，保持“新”的定位，利用好内地实习
交流机会，多交朋友，补充在香港学不到的信息，
提高自身竞争力。

新一批交流活动近来在中华大地拉开帷幕。“四
海一家”青年交流活动日前在香港启动，2000名香
港青年将分别前往四川、浙江及广东进行体验式交
流，认识国家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了解一日千里
的发展形势。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为了让香港青
年更好地把握国家发展脉搏，“四海一家·筑梦大湾
区”交流团活动分别于3月和5月举行，为暑假期间
的“四海一家”交流活动打响头炮。该活动组织250
名香港青年经港珠澳大桥前往珠海市，亲身体验

“世纪工程”带来的便捷，同时实地考察珠海横琴新
区等地，深入了解珠海最新发展情况，探索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新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近日也在广州
启动，300名香港大学生将分8批次前往广州市大型
国企及行业领军企业，开展 4 至 6 周不等的实习工
作，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
领域。实习企业安排专门导师跟进指导，周末结合
学生需求安排个性化活动路线。

拥抱内地寻求发展

“祖国腾飞，为这一代的香港青年提供了全新的
舞台，只有把个人发展跟国家命脉紧密相连，才能
为自己找到最好的方向。”“金融青年汇 2019”北京
实习团团长关颂霆是香港中文大学大三学生，在他
看来，内地实习能帮自己走出舒适圈，培养国际化
视野，寻求更多发展空间。

关颂霆说，近年来，内地金融业发展迅速，作
为新一代的香港青年，必须在这股发展的浪潮中把
准航向，朝夕必争，充分发挥香港人灵活应变的特
质，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才能在竞
争中立于不败。

香港科技大学大一学生招朗钧即将进入中国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实习。他说，在内地顶尖的金融机
构向金融界翘楚学习，将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
会。更重要的是，应该把握两个月的实习时间，用
双眼看看腾飞的祖国。

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会长林涌说，香港年轻人
通过实习能够对内地有深入了解，他们同时了解香

港的经济，再加上所具备的语言优势，拥有各项技能的他们必定成为创新企
业的主要力量。希望同学们抓住机会，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建
设，努力武装自己成为服务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行业的年轻人。

找准定位发挥价值

2014年，“80后”创业港青曹肇棆将香港常见的“迷你仓”带到北京，并
将“互联网+”引入自助存储行业，帮助城市居民利用科技实现便捷仓储。在
他看来，这里有庞大的市场，可靠的合作伙伴，浓郁的创新氛围，“发展之快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如今，公司已运营36个智能存储网点，覆盖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并瞄准全国连锁性目标继续快速成长。

说起创业经历，曹肇棆最想感谢的就是祖国。“以前香港年轻人要漂洋过
海追逐个人梦想，现在我们有了中国梦。我认为，现在是当中国人最好、最
幸福的时代。”

为帮助有志创业的香港青年更加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环境，香港理
工大学及深圳大学共同创立大湾区国际创新学院，近期首度举行“深圳初创
实习·交流计划2019”，共有76名来自理大、深大及海外院校的学生参加。

身为“90后”的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委王柏荣说，自
己2014年港大毕业后来到北京，在组织交流实习团过程中，感受到香港青年融
入国家发展的热情日渐高涨，越发细致完备的支持措施也让人更有信心。如今
大湾区给香港青年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相信会吸引更多人共同追梦。

张永康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广阔，港人要找到适合发挥自身价值
的位置，做好准备，拥抱改变。尤其香港年轻人要融入内地社会。“不一定要
创业，可以先工作一段时间，了解内地，跟着市场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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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6月16日电 （嘉丽） 第
十一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季 16 日在
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本届海峡影视季
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两岸影
视交流”为主题，由第十一届海峡影
视季颁奖晚会、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
微电影展和海峡两岸电子竞技邀请赛
启动仪式组成。

其中，海峡影视季颁奖晚会表彰了
7项两岸优秀影视作品，包括最受大陆
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电视剧，最受台
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电视剧，最受
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影、电视剧和综
艺节目。

本届海峡影视季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台湾中华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台湾中
华演艺总工会、台北影音节目制作商业
同业公会、台湾东森电视公司、台湾中
天电视公司参与主办，福建省广播电视
局会同福建省电影局、福建省广播影视
集团、厦门市人民政府承办。

图为开场舞《妙音霓裳》。
（主办方供图）

海峡影视季
在厦门举行

川剧变脸、熊猫玩偶、脸谱彩
绘DIY……6月15日下午，不少香
港市民在香港海洋公园体会到了浓
浓的四川文化。

这场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成都文旅旅游营销管理有限公
司承办的“熊猫走世界·美丽四
川”大型文化旅游全球营销活动历
经老挝、越南、缅甸等地之后，来
到了香港，旨在进一步促进川港两
地的人文交流、民众互访，最终实
现两地携手共赢。

5岁的加森在活动现场 DIY制
作熊猫面具时说，这次来海洋公
园是看熊猫的，没想到能得到这
么棒的面具。加森的妈妈观赏了
活动现场的四川山地旅游精品图
片。她说，作为香港人，来海洋
公园看熊猫已经不是第一次，也
知道熊猫来自四川，但是第一次
知 道 四 川 除 了 熊 猫 还 有 这 么 多

“靓景”，有机会要带孩子去看看。
“近两年‘四川游’在全球

来说都很火爆，我们来到这里也
是希望更多的香港市民可以了解
四川，来四川看看。”成都文旅
旅游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拓展部主
管付学鹏表示，四川对香港具有
特殊情感也是他们此行来港的主
要原因。

从 1999 年中央政府赠港的大
熊猫“安安”“佳佳”，到2007年的大
熊猫“乐乐”“盈盈”，再到2016年香
港援助卧龙灾后重建工作，川港两
地以熊猫为媒介，情谊深厚。

据悉，该次营销活动正值第
33 届香港国际旅游展举办期间，
包括四川在内的 17 个省 （自治
区、市） 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指
导下，紧紧围绕“美丽中国”的主
题，突出文旅深度融合，在此次旅
业盛会中大力推介了优质的文化旅

游、高铁旅游、游学旅行、休闲度
假等新产品新线路，进一步夯实港
澳入境游基础市场。

“就像四川的卧龙保护区永远

向香港市民免费开放一样，我们四
川也永远欢迎香港同胞。”付学鹏
透露，“熊猫走世界”下一站或将
造访法国、丹麦等地。

本报厦门6月17日电 16 日下
午，以“我和你在一起”为主题的第
十一届海峡论坛·第六届海峡两岸青
少年新媒体高峰论坛在厦门开幕。来
自海峡两岸的500多名行业精英、青
年朋友欢聚一堂。

自 2014 年起，海峡两岸青少年
新媒体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五届，
成为海峡论坛系列活动中两岸青少年
主题的重要品牌项目。本届论坛秉承

“新媒体·新青年·新应用·新发展”的
主旨精神，充分展示两岸新媒体的发
展成果及新科技应用，让两岸青少年
共享新媒体发展机遇。

本届论坛广泛应用新技术新手
段，吸引两岸青少年体验参与。论坛
开幕式上，在科技感十足的灯光特效
带动下，80 台机器人随着激情昂扬
的青年曲目一齐舞动，开场迎接嘉
宾 。 现 场 通 过 展 示 AI 合 成 主 播 、
VR/AR 等技术，设置机器人互动专
区等，让与会人员尤其是台湾青少
年，深植科技强国、信息强国的理
念，共同见证祖国70年发展成就。

论坛还积极推动“31 条措施”
的落实，启动了台湾青年实习岗位招
聘活动。亚马逊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闽南师范大学以及福建
省德化龙民陶瓷研究所等，将为台湾

青年提供百余个实习岗位。
作为本届论坛的一个重要部分，

两岸“未来媒体人”新媒体作品大赛历
经作品征集、初选、网络投票和专家评
选等过程，共收到来自两岸的近百部
投稿作品，最终有10部作品获奖。

论坛开幕式上，2019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电子竞技邀请赛正式启动。
邀请赛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台
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共同运作，首次
引入台湾电子竞技行业头部资源ES-
RONE 品牌，将于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举办，致力于打造两岸青年电竞交
流渠道及华人电竞第一品牌。

17 日上午，本届论坛还举办“未
来影像·海峡情缘——两岸短视频主
题峰会”和“同传承·共文创——两岸
青年创新创业主题峰会”两个分论
坛，吸引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青年参
与，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创新创业
搭建平台。

论坛期间，主办方安排了与会嘉
宾赴厦门曾厝垵、漳平台创园、台品樱
花茶园、泉州闽台缘博物馆等地参访。

本届论坛由中华海外联谊会、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港澳台办公室指导，中华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青年
联合会等主办。

“熊猫走世界”走进香港海洋公园

香港市民体验天府文化
刘辰瑶

“熊猫走世界”走进香港海洋公园

香港市民体验天府文化
刘辰瑶

图为脸谱彩绘DIY活动吸引游客参加。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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