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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7月10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 美
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台湾出售总价值约22亿美元的武器
装备。台湾舆论认为，这是“糟蹋了民脂民膏”，“台湾
恐引火烧身”。

《联合报》 发表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果漠视现
实，以政治口号与一己好恶，来取代冷静客观的战略评
估，甚至借着对内煽动敌意来换取选票利益，则更是暴
虎冯河，不仅自身不知死所，还恐将拖累全体民众一起
陪葬。

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说，台湾没多少人有兴趣知
道买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相信多买了几样军备，台湾自
我防备的能力就能加强，但确实有不少人被台湾当局刻
意误导，认为“只要台湾继续支付保护费，美国就不会
放弃保卫台湾”。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执行长谢明辉说，众所周知，
美国战车性价比不高，但卖价超高，个中原因乃借销售
武器之名，行收“保护费”之实。特朗普和蔡英文“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台湾无辜民众真是无奈。

谢明辉说，蔡英文要向美军购，缴交保护费，就能
买得台湾安全？现实是残酷的，恐适得其反。蔡英文此
次军购案，台湾恐引火烧身。两岸靠和平，舍此不为，
一切“安全作为”均徒劳无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认为，蔡英文要借由
军购来挑起台湾社会的“恐中”、“反中”氛围，美国则
想借由军售来表达对蔡英文某种程度的支持，也增加牵
制中国大陆的筹码。但这些做法改变不了两岸消长的大
局，也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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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醉高粱酒，同爱澎湖湾，虽然
离别太久，亲情永不断……”一曲由
两岸音乐人联袂演绎的原创歌曲 《同
心圆》 将“冀台同唱”音乐展示展演
推向高潮。

“冀台同唱”音乐展示展演作为
“冀台乡村民谣和校园歌曲音乐交流
周”系列活动之一，近日在河北省衡
水市周窝音乐小镇举行，30余名两岸音
乐人以“经典永流传 共画同心圆”为主
题同台献艺，演奏《光阴的故事》《阿里
山之歌》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曲目。

河 北 省 台 办 交 流 处 处 长 张 澜 群
称：“音乐是心灵的流露，这种情感的
交流是深层次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张澜群表示，希望通过创作 《同心
圆》，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归属感，为
两岸交流留下成果。

“两岸同文同种，感动发笑落泪的
地方是相通的。”此次台湾音乐交流团
副团长李采恩表示，艺术的美对于民

众都是共通的，两岸音乐界应该多互
动合作。

李采恩说，音乐是两岸交流中不
可或缺的桥梁，许多台湾青年对大陆
不了解，音乐让两岸青年有了共同话
题。她希望通过艺术交流让两岸青年
增进了解，也让岛内更多人认识真实
的大陆。

“大陆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地方。”
今年9月即将赴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的林炫妙表示，之前在上海参加考
试时就被大陆浓厚的学习氛围深深吸
引，由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往年也常
来大陆，感到这些年大陆进步发展是很
快的。

河北青年歌手李唯正表示，两岸
音乐人同台合作，为两岸热爱歌唱的
青年人提供平台，是很好的交流方式。

台湾音乐交流团还将在河北省艺
术中心与河北省多个合唱团进行音乐
交流。

冀台两地音乐人共唱“同心圆”
黄歆尧

本报台北电 （记者柴逸扉、王
尧） 第三届海峡两岸岳飞文化夏令营
7月9日在台南开营，来自大陆的51名
师生与岛内师生展开为期7天的主题
交流。

率团来台的重庆市岳飞文化交
流协会会长岳朝军在开营仪式上
说，“精忠报国，忠孝传家”的岳飞
精神是两岸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
两岸岳飞文化交流已有 20 年，以师
生为主体的岳飞文化夏令营活动进
入第三届。主办此夏令营旨在架起
两岸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推动
两岸共同传承岳飞精神，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此次夏令营由重庆市海峡两岸
交流促进会、重庆市岳飞文化交流
协会和台湾泰安旌忠文教公益基金
会共同举办。两岸师生将在台南、
嘉义、高雄、南投、宜兰等地开展
以岳飞文化为主题的交流活动，包
括参观岳飞庙、观看“祭岳舞”、展
演“岳家拳”、共同瞻仰岳飞铜像和
吟诵 《满江红》 等内容。两岸师生
还将通过表演、共同参与手工制作
课程等方式，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图为来自重庆的学生在开营仪
式上表演节目《俏花旦》。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本报邵阳7月10日电（刘芳洲、阳望春） 身着少数
民族鲜艳服装的歌手唱出嘹亮的歌声，绚烂多彩的灯光
映衬出脸上的喜悦……7 月 8 日至 10 日，2019 湖南 （南
山） 六月六山歌节在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举行。

本届山歌节以“中华一家亲·飞歌城步六月六”为主
题，苗族、侗族、彝族、壮族、维吾尔族等40多个少数
民族共聚一堂，还邀请了来自宝岛台湾的同胞参加。据
了解，“中华一家亲”海峡两岸各民族交流活动由国家民
委、国务院台办2002年发起，已成为海峡两岸各民族友
好交往的重要平台。

来自台湾花莲的舞蹈演员李欣芸在本届“六月六”
山歌节上表演了部落生活乐舞，优美的舞姿赢得台下一片
掌声。李欣芸说：“我们的舞蹈、歌谣与这里的苗族、侗族歌
舞一样，都记录了真实的生活，寄托了质朴的感情。”“希望
通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把两岸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祖先
留给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台湾歌手杨品骅说。

湖南 （南山） 六月六山歌节起源于清代中期，距今
已有近300年历史。2014年，湖南 （南山） 六月六山歌节
成为湖南省四大节庆品牌之一。

湖南山歌节聚焦“中华一家亲”

“冀台同唱”音乐展示展演现场。 网络图片

7 月 9 日至 10 日在香港举行的“中美经贸关系：
现状与前景”国际研讨会，邀请逾 40 位来自中国、
美国以及亚太地区的政界人士、企业领袖、智库学者
担任主讲嘉宾。与会者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利益高度融合，合作领域广
阔，双方的分歧终归要通过平等对话磋商加以解决。

主办方之一的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董建华对记者
说，此次研讨会成果丰硕，与会嘉宾就中美经贸关系
的健康、良性发展建言献策，并围绕 G20峰会成果、
投资环境、科技创新、宏观政策等一系列课题，进行
了深入而坦率的交流。

贸易摩擦没有赢家

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周文重说，中美建交之初，
每年双边贸易额不足 25 亿美元，人员往来只有几千
人次。去年，中美货物贸易额高达6335亿美元，双方
互为最大贸易国，两国人员往来增长至 515 万人次。
事实表明，两国不仅应该也完全能够避免落入所谓冲
突对抗的陷阱，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表
示，中美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2018年双边货物贸
易额比上年增长 8.5%，是 2001 年的 7.87 倍。中国进
口大量美国机电产品、农产品，包括大量物美价廉的
商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美中贸委
会指出，2015年中美贸易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
元。通用汽车、苹果公司、惠普公司等通过在华设厂
生产，不仅在中国销售产品，向美国及世界多国销售
产品，还获取了高额利润。因此，美方所称的中国对
美 300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是美国白白给了中国

3000亿美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多位演讲者指出，两年多来的事实告诉世界，美

国到处升级贸易摩擦、挥舞关税大棒，其结果是损人
不利己。贸易摩擦没有赢家，不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
复苏，美国自身的经济也受到冲击。耶鲁大学管理学
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界以“对华存在贸易逆差”等问题向中国发难
并一味指责，是不负责任且偏颇的做法，对解决美国
本土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毫无帮助。

业界期盼双赢协议

董建华向记者引述与会者的观点时说，中美在石
油、天然气、农产品及消费品等众多领域具有互补
性，合作是两国民众的共同期盼。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表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量全
球第一，加大油气领域的合作是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
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石化界都期盼尽快达成平等互利
的协议。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拥有 6000 多家会员企
业，会长曹德荣表示，中国进口农产品市场潜力巨
大。美国大豆协会、谷物协会、坚果行业协会、豆类
协会等与该商会交流时，均认为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
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而贸易摩擦对美国农业及相关
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他重申，贸易战中不会有真正
的赢家，希望在美国农业领域蒙受更大损失之前，尽
快停止破坏两国正常贸易的政策和行为。中美合则两
利，斗则俱伤，中美双方业界期待两国通过平等协商
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共创新的沟通方式

谈到这次香港研讨会的成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表示，与会嘉宾展开诚恳、直率
的交流，涉及内容广泛、对话角度新颖，充满正能
量。他说，在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中美应
携手创造一个新的沟通方式，增强互信、做大“蛋
糕”，带动经济整体发展。

美国共和党前参议员马克·柯克认为，中美经贸
磋商的前景仍然是积极的，只要双方秉持务实合作的
态度，切实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加强沟通对话，就
能够为最终贸易协定的达成积攒能量，取得互利共赢
的结果。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多位演讲者都强调了
扩大开放的重要性。斯蒂芬·罗奇建议，中国应继续
加强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促使经济增长由数量向质量
转变。“这些变革可使中国自身更强大，更好地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强调，着眼未来，中
国将在新时代下继续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促使中国
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香港中文大学高峰金
融研究院理事会主席刘遵义说：“无论有没有贸易战，
中国都应该继续开放。”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正在扩大，中国企业也具备足够实力，不会惧怕竞争。

美国美中关系布什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发表主
题演讲时表示，良好的美中关系不仅为双方带来经济
利益，更可推动世界持续向前发展，两国应怀着最大
的诚意及善意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本报香港7月10日电）

以正能量助推中美互利共赢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陈 然

据新华社澳门电（胡瑶、王梓） 由澳门特区政府政
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澳门基金会及思路智库共同主办
的2019“一带一路”与澳门发展交流座谈会7月9日在澳
门旅游塔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
长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等
出席了开幕式。

崔世安致辞表示，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正积极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主动配合中央总体部署，着力将澳门五
年发展规划、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
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与共建“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机结合。

姚坚致辞表示，澳门社会各界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发挥澳门桥梁和纽
带作用，与葡语国家和东盟国家经贸交往密切，与海外
侨界广泛联系，共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座谈会上，来自内地和澳门的专家学者、业界与社
团代表就澳门如何与大湾区城市紧密合作、共建“一带
一路”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莫志伟表示，共建“一带一
路”为澳门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有助于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也为澳门青年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澳门
青年在对外交往中有着巨大潜力，可以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青年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与澳门发展座谈会举行

两岸岳飞文化夏令营在台开营两岸岳飞文化夏令营在台开营

最近，福建省首个减税降费主题地铁专列在福州市
地铁 2 号线投入运行。该专列以“温暖 2019——减税降
费，福州税务在行动”为主题，用不同颜色将车厢分为
减税降费、个税改革红利、便民办税等主题专区，并运
用卡通人物、漫画等形式，形象生动地宣传减税降费、
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图为市民乘坐减税降费主题
地铁出行。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福州开行减税降费主题地铁专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