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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星云大师全集》简体中文版发布会在南
京举行。星云大师不顾年迈体弱，从台湾来到南京
出席仪式。笔者曾任国家宗教局长14年余，与星云
大师交往甚多。从书中，能感悟到一个希望共圆祖
国统一、民族复兴梦，希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虔诚善良、大慈大悲佛教徒的赤子之心。

星云常说，“我的‘一笔字’不是用眼、用手，而是
用心写的。看我的字，不妨看我的心。”看他的书，就看
到他的心。“心”在人间佛教。心净则佛土净，心安则众
生安，心平则天下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和谐世界，
从心开始。“心”在中华一家。“台湾人、大陆人，都是中
国人。”有佛法就有办法，“三通不通，宗教先通。宗教
不通，佛教先通。”星云大师，先行先通。

记得 2014 年 2 月的一天，星云大师打电话告诉
我，他当天见到习近平主席了，并向主席谈了他对“中
国梦”的理解：“人人都有梦想，这梦想就是人的希望。
梦想的魅力在于，即使我们眼耳鼻舌身子都不能动，
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做梦。梦想就是心的独特意识，它

可以爬山涉水、翻山越岭。人要有希望，更要有愿力、
有梦想。中国梦也是我的梦。”

赵朴老曾手书一幅字赠星云：“富有恒沙界，贵为
人天师”。当时我还不大明白其意，现在懂了：你若拥
有一部《星云大师全集》，便是“富有恒沙界”了；你眼
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是“贵为人天师”。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也需要一个类似当年
西欧出现过的那种文艺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大
繁荣，需要涌现一批大师。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
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
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
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
的巨人的时代。”“富有恒沙界”不仅属于台湾此
地，更属于全中国；“贵为人天师”不仅出于佛教此
时，更出于“巨人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说，“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
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
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星云大师全集》在

大陆出版，是佛门盛事，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盛
事。让我们从中看到心、看到梦、看到魂、看到
根，看到“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佛教文化之精华，已成为辉煌中华文化的一部
分。我们今天能够迈过许多坎，因为我们有特殊的
文化基因，有强大的文化力量。中华民族的文化大
繁荣，必有伟大作品不断问世，浩如烟海；必有文
化大师不断问世，灿若群星。

如果赵朴老还在，一定会再度吟诵他那首“至
南京赋赠星云大师”的 《调寄忆江南词》：“金陵
会，花雨满秦堤，登岸何须分彼此？好从当下证菩
提，精进共相期。”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
任）

近日，港澳两地分别公布了反毒禁毒相关数
据。根据香港最新统计数字，2018年香港整体呈报
的吸毒人数较 2017 年下降 4% （由 6875 人下降至
6611 人），2019 年首季度整体吸毒人数较 2018 年同
期下降 17%；澳门的数据显示，2018年澳门整体呈
报的吸毒人数共424人，较2017年减少了8.2%。港澳
两地去年反毒禁毒工作成果显著。

一直以来，港澳两地都坚持严打贩毒吸毒行
为，并携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相互协作，
共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打造无毒大湾区。

重拳出击查缉毒品

6月16日，香港海关在葵涌查获约2.4公斤疑似
可卡因、约 10克疑似霹雳可卡因，及约 200克疑似
非那西丁，估计市值共约225万港元，1名男子因涉
案被拘捕。6月3日至7日，香港海关与澳大利亚执
法部门连手打击利用两地间空运邮件贩运毒品的活
动，共侦破20起毒品案件，缴获估计市值约70万港
元的毒品。在打击贩毒行为方面，香港有关部门不
遗余力，力争防范无死角。

香港 《东方日报》 报道表示，2019 年 1 月至 4
月，由当地警方和海关破获、涉及金额逾百万港元
的毒品案至少 35件，涉及金额逾千万港元的至少 7
件。有毒贩为蒙混过关，甚至将毒品混入汽车零件
或伪装成茶叶寄出，增加了有关部门的执法难度。
但这并不影响案件的最终破获。

香港海关发言人表示，海关与香港邮政及物流
业界会保持紧密联系，加强堵截利用邮递或速递渠
道偷运毒品。同时他们也会继续在各入境管制站加
强执法，打击跨境贩运毒品活动。根据香港 《危险
药物条例》，贩运危险药物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
最高可被判罚款500万港元及终身监禁。

而在澳门，当地警察今年也破获了多起贩毒案
件。例如在 4 月中旬，澳门警方分别在新口岸某酒
店与大兴街附近查获贩毒案件，毒品价值总计约12
万澳门元。澳门司法警察局刑事调查厅厅长黄志康
表示，近两三年虽然不断有境外人士赴澳门贩毒，
但个案数量不断下降。相信澳门警方有足够能力应
付这些情况。

营造社会反毒环境

在严厉打击贩毒吸毒行为之余，港澳地区也都
采取多项措施，营造全社会的反毒环境。

为了加强对毒品的管控、实现禁毒工作有法可
依，今年 2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向香港立法会提
交《2019年危险药物条例（修订附表1）令》，修订令将
丙烯酰芬太尼、呋喃芬太尼等纳入《危险药物条例》，

旨在防止贩运和滥用这些危险药物，巩固香港的反
毒防线。5 月，澳门特区立法会举行全体会议，以
紧急程序通过修改第 17/2009 号法律 《禁止不法生
产、贩卖和吸食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俗称《禁毒
法》）。修改后的 《禁毒法》 新增 21 种物质列入管
制范围，其中包括19种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如丁
醯芬太尼、卡芬太尼等。

为了让全社会形成抗毒拒毒风气，尤其是避免让
青少年接触毒品，香港特区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
委员会和电视台、学校等经常一起举办系列禁毒预防
教育活动，提升家长和学生辨识及处理吸毒行为的能
力，并鼓励他们培养融洽亲子氛围、多参与健康的文体
活动。同样，澳门特区社会工作局也十分注重毒品的预
防教育。该局下属的“健康生活教育园地”经常透过多
媒体展示、游戏体验、互动交流、外出参访等形式，为澳
门居民尤其是家长和学生提供多元的反毒教育。

假如有人不小心沾染了毒品怎么办？在香港，当
地安排有戒毒辅导服务中心、物质误用诊所、美沙酮
门诊治疗计划等场所或方式，为吸毒者戒毒提供服
务。在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惩教管理局、民间戒毒
团体等也都有提供戒毒服务，帮吸毒者走出毒瘾。

合作打造无毒湾区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香港海关加强打击香
港及澳门之间的跨境贩毒活动，于 3月 18日至 5月 4
日期间破获11起往来两地的贩毒案件，检获约1.5公
斤各类疑似毒品，估计市值约134万港元。

港澳两地隔海相望，人员往来频繁。因此，两
地在打击贩毒活动上经常合作，防堵毒贩流窜。不
仅如此，港澳两地也经常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
交流互动，合作打造无毒湾区。

澳门社会工作局防治赌毒成瘾厅厅长李丽萍近
日表示，澳门与邻近地区如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内
的其他城市都有密切联系，在禁毒工作上经常交流
和合作。

过去两年，澳门已分别为中山、广州、东莞、
深圳和香港的禁毒服务单位共 100 多名前线人员进
行专业培训。

在去年举行的内地与香港澳门缉毒执法合作研
讨会暨“猎剑——黑武士”专项行动推进会上，来自公
安部禁毒局、广东省、香港警务处及澳门特区政府司
法警察局的代表共同出席，研讨交流最新毒品犯罪和
跨境毒品犯罪形势，分享执法经验，探讨加强跨境执
法合作。通过研讨，内地和港澳致力在固有良好合作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在情报交流、案件协查、个案通
报、执法行动、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沟通合作，消除彼此
间法律制度和执法模式的差异，构成强大合力，共同
预防和遏止跨境有组织毒品犯罪。

“在粤港澳大湾区越来越开放的大前提下，打造
无毒大湾区是未来很重要的工作。”国家禁毒委副主
任曾伟雄（曾任香港警务处处长）表示，在接受禁毒委
任命时，他已萌生出无毒大湾区的构想。国家鼓励年
轻人在大湾区学习、就业、创业，预防与打击毒品的工
作攸关大湾区居民的安居乐业。若无毒大湾区的构想
成为现实，必将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日 月 谈

港澳联手重拳遏“毒”
本报记者 柴逸扉

从《星云大师全集》看到的
叶小文

常 州 菜 走 进 宝 岛
本报新北6月24日电（记者柴逸扉）“近悦远来食美常

州”常州菜进宝岛文化交流活动23日在台湾新北市开幕。来自
海峡两岸的1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感受家“常”味道。

常州菜又名“江南菜”，常用酒糟、糖醋、生抽调味，擅
长各类禽肉、水产。花色精细，浓中带甜，尤其鲜香酥烂。
活动中，常州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特地派出了5位国家级烹饪
大师，现场制作了大麻糕、网油卷和雨花汤团这三种常州特
色食品。开幕式结束后，部分嘉宾还出席了“江苏常州美食
品鉴晚宴”。来自常州的烹饪大师继续掌勺，制作了天目湖砂
锅鱼头、毗陵东坡肉、常州萝卜干炒饭等十多道常州经典美
食，让台湾同胞在宝岛品尝到了地道的常州菜肴。

本次活动由常州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主办，常州菜研究
院、台湾中华海峡两岸餐饮连锁经营协会协办，旨在加强两
岸餐饮文化交流，向广大台湾同胞更好地宣传推介常州菜
肴，提升常州在岛内知名度，以美食为媒，深化常台两地旅
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地融合发展。

据了解，本次活动还将走进新北市金山区和南投县埔里
镇，和两地的乡亲们共同品鉴交流常州菜肴和台湾美食，同
时还将与台湾相关高校开展饮食文化的交流互动。

213名台生暑期赴南京实习
新华社南京6月24日电（记者陆华东） 记者24日从南京

市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职场直通车—宁
台大学生青春修炼营”实习活动将于 7月 2日至 8月 5日在南
京举办，来自 60所台湾高校的 213名台湾大学生将参加本次
实习活动。

据了解，参加本次实习活动的高校分布在台北、新北等
15 个市县，包含 11 名研究生、202 名本科生，专业涵盖哲
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等。期间，东南大学的 19
名大陆学生将共同参加实习活动。

据南京市台办主任曹劲松介绍，本次实习岗位包含设
计、管理、企划、营销、前台、活动执行等诸多类别。台生
报名非常火热，多家实习单位都陆续增加了接纳人数。其
中，首次来大陆参加活动的同学占比33.6%，首次来南京的占
比90.6%。

除在企业实习外，台湾大学生还将走进南京台湾青年创
业学院、南京台湾文旅创新学院、对台交流基地、青创园
区、美丽乡村等，体验原汁原味的“嵌入式”实习。

“我们给实习生安排了金融知识课堂，跟着客户经理一起
拜访客户，参加每周例会，还会教他们手工磨咖啡，体验我
们的‘咖啡银行’文化。”台企富邦华一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陈
光裕说，去年，有10多位台生到他们银行实习，感觉大家都
非常勤奋好学，很多人最后都舍不得离开。未来，希望更多
台生到大陆实习就业。

本次实习活动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江苏
省总工会、共青团江苏省委指导，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
办公室、南京市总工会、共青团南京市委主办，福中集团、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江宁旅游产业集团、富邦华一银行
南京分行等28家企业承办。

“参加实习活动的台湾大学生人数从第一届的32名到本届
的 213名，人数逐年攀升；所在高校由第一届的 18所到本届
的 60 所，分布面更加广泛。实习活动对台生吸引力逐渐增
强，活动品牌效应逐步显现。”曹劲松说。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谢昊） 由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京海峡两岸民间
交流促进会、台湾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
教育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社团联
谊会24日在北京开幕。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出席开幕式。
活动有来自台湾100多个社团的200多人参
加，将持续至26日。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
明彪在开幕式上介绍，社团一直是两岸交
流的桥梁和纽带，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重要推手，既要注重专业领域的联系，聚
焦热点问题研究分析，也要放眼长远，为
本领域本行业的长期合作、深度交流铺设
道路。

台湾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
理事长张京育表示，两岸社团要通商、通
财、通人，更要通文化、通资讯、通思
维。这样，两岸和平发展才有最坚实、最
恒久的基础。

活 动 以 “ 联 接·联 动·联 融 ” 为 主
题，将开展主题演讲、协会对接、行业
推介和实地参访，并按照经济科技、文
化教育、工青妇卫、公益社会等类别进
行对口交流和行业对接。活动期间，台
湾代表还将前往怀柔区和延庆区交流座
谈，参观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会址和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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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简林”新增饶宗颐纪念牌
新华社香港6月23日电 香港大屿山昂坪景点之一“心

经简林”最近完成设置改善工程，包括增设饶宗颐生平纪念
牌、平面指示图和休息座椅等，让市民和旅客参观时可以更
加便捷舒适，并享受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发言人 23 日表示，新增的纪
念牌介绍了饶宗颐教授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以及在新增装
置和观景台上安装二维码，方便访客利用手机连接至旅游
事务署的“心经简林”网页，可让访客更了解这个景点的
历史和背景。

已故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于 2002 年将书法作品 《心经》
赠予香港，并让其转化为大型雕刻，竖立在大屿山凤凰山山
麓的天然山坡上，成为“心经简林”。

整个“心经简林”由外观古朴的木桩组成，依照自然山
势排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型户外
艺术作品。自2005年开幕至今，“心经简林”成为大屿山昂坪
著名景点之一，深受市民和旅客欢迎。

该发言人还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及饶学研究基金
在改善工程期间给予协助，并慷慨提供饶教授的“心经简
林”亲笔题词和“凤过荷塘”画作。署方已将有关作品刻画
在新增的饶教授生平纪念牌和“心经简林”平面指示图上，
访客可亲身欣赏他的宝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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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元朗锦田乡因拥有 500
年历史的古老村庄而闻名。而
今，30 多幅壁画让这里的古老
村庄平添了艺术气息，锦田壁
画村成了“网红”地，吸引了
不少市民和游客慕名到此“打
卡”。这些壁画，是一位普通的
香港中学老师郭燕铭从带领两
名学生起步，到吸引200多名义
工加入，大家你一笔我一笔共
同用爱心绘就。图为郭燕铭在
介绍壁画。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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