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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神农架林区副区长沈绍平介绍说，地处北纬 31°
神秘纬线，神农架是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
原始林区。这片高山深谷拥有国宝金丝猴、大熊猫、
灵异动物，旅游价值很高，也适宜游客住宿和疗养。

来自两岸的 19名媒体记者近日走进荆楚，追慕神
农炎帝文化、寻访锦绣山水、探秘珍稀物种金丝猴。

“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三度赴神农架采访的
台湾古都广播公司总经理苏恩恩说，台湾同胞对大陆
好山好水非常向往，希望通过此次深入报道，把神农
架的讯息带回宝岛。

两岸记者共祭先祖

神农架地处鄂西北，是汉民族创世史诗 《黑暗
传》 的发现地，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搭架采药
得名。它是全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2016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天地玄黄，混沌初开。位列三皇之一的华夏始祖
神农氏，在神农架生活 38 年，遍尝百草，发明医药，
识得五谷，驯化六畜，开创中华农耕文明先河，开启

中华药食同源文化发端。
“伟哉炎帝，照耀洪荒。泽被华夏，圣德皇皇。”

两岸记者共赴神农坛，慎终追远，共祭先祖。台湾古
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汐荣许下中华民族复
兴、人民和平共融的愿望。同行者中，还有人祭拜过
黄帝、大禹和关公。

有台湾同行告诉本报记者，祭拜仪式在提醒众
人，我们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从小在教科书中
读到的内容，在现实中找到了呼应。台湾也有神农
庙，炎黄二帝在民众当中的认知度较高。台南还有神
农街，这条知名老街上既有古宅旧迹，又融入潮流文
创，深受两岸文青追捧。“湖北神农架和台南神农街大
可携起手来，成就两岸交流佳话。”

优良生态带来效益

作为全国首个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
护区网成员、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品牌的

“三冠王”，神农架森林覆盖率高达91.1%，生态环境优
越。以大旅游、大农林、大健康三大产业为主的绿色
产业体系，是当地着力发展的方向。

林下有药、有菜、有蜜，神农架林区善用资源优
势创造经济价值，将中草药和有机菜种植、蜜蜂养殖
作为脱贫产业，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中蜂养殖具
有生态效应，也可借此发展观光产业，堪称快速致富
妙招。

林区木鱼镇村民在峭壁上养蜂，蜂箱层层叠叠悬
挂于岩壁，两岸记者观之称奇。台湾东森新闻云大陆
中心组长曾俊豪专门制作短视频，向台湾网友介绍这
一景观及其所带来的可观产值，短时间内便吸引上万
人观看。

沈绍平说，神农架药材丰富，当地一面通过粗加
工，将中草药做成含片等，一面进行生物药品深度研
发加工。还有五六十种药膳得到开发，包括特色菜肴
岩耳土鸡汤。

如今，神农架全区形成以生态酒、富锶水、百花
蜜、山野菜、中草药、云雾茶为主的特色农林产业体
系。全域旅游格局也在加快构建，研学游、工业游、

冰雪游、文体游、康养游五大旅游新业态日渐完善。

国宝灵猴吸粉无数

金丝猴为中国特有，入列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被誉为大熊猫之外的又一国宝。两年前，两岸媒
体记者曾走进神农架国家公园大龙潭金丝猴研究基
地。蓝脸仰鼻长尾的林间小精灵，让一众记者瞬间心
灵融化，妥妥地变成“猴粉丝”。“当时猴子对人还没
这么亲近，现在改善了很多，说明保育工作做得比较
好。”亲历者苏恩恩说。

神色平静温和，与人比邻而立，还时常主动勾肩
搭背，神农架金丝猴倒不怕生。收获搭肩待遇的记者
们受宠若惊，赶忙掏出手机拍照留念。听基地巡视员
方吉喜介绍，在大龙潭生活的金丝猴，共有5个家庭单
元、1个全雄单元，约有百只。

“尽管金丝猴与熊猫同是国宝，在台湾网友眼中却
相对陌生。”福建海峡卫视记者江凛在脸书上向台湾网
友进行直播，网友热情高涨，纷纷提问“金丝猴吃些
什么”“是否会互相梳理毛发”等，有人将神农架金丝
猴与台湾柴山猕猴对比，认为猕猴较凶，金丝猴温顺
友善。

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姚辉说，中国
现有金丝猴4种，分别为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
猴、缅甸金丝猴。神农架金丝猴是川金丝猴相对独立
亚种，由中国科考人员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野人”
考察中意外发现，并直接助推神农架自然保护时代的
到来。

姚辉介绍说，神农架金丝猴活动海拔基本在 1600
米以上，喜食的植物有 172 种。从 1990 年至今，神农
架金丝猴种群规模由 500 余只上升到 1300 只，栖息地
面积从130平方公里增加到目前的280平方公里，进入
与环境容量相匹配的稳定阶段。

“野人”传说增色景区

神农架流传着“野人”的故事，据说该生物直立
行走，满身红毛，伴有叫声，介于猿和人之间。民间
认为“野人”确乎存在，目击者时常有之。

天燕景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不仅是野生动物
的乐园，也是神农架“野人”目击最频繁的地方之
一，在景区公路沿线多次出现游客同“野人”奇遇事
件。燕子垭的野人洞景点，据说曾是“野人”生活居
住的地方，至今还完整保存。两岸记者流连其间，表
示要将“野人”的传说广为传播。

冰川地貌、侵蚀构造地貌、岩溶地貌……神农架
共有 6 个地貌景观分区，高达 3106 米的“华中第一
峰”神农顶、晨间云雾渐散的梦幻湿地大九湖等生态
旅游景区，让人心醉神怡，过目难忘。

采访活动组织方、湖北省台办新闻处处长伍洋
说，两岸媒体记者荆楚行已至第 13届，本次联合采访
聚焦神农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保护。希望通过两岸
媒体人的报道，增加受众对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的了解，也增进两岸媒体间的交流。

台湾《旺报》近日在创刊10
周年之际发表社评，重申“增进
两岸相互理解”的办报理念，强
调两岸必须相向而行。社评文章
指出，以两岸实力的对比，两岸
社会与经济关系的紧密，让彼此
误解扩大，甚至产生仇恨，对台
湾绝对没有好处。两岸交流是大
是大非问题，处境愈是困难愈要
坚持。

文章摘编如下：
绿营将今年选战主轴定调为

“反中”，并全面动员打压两岸交
流，让支持两岸和平发展、反对

“台独”的政治人物、媒体及企

业 都受到重重压力。这波“反
中”氛围中，以“两岸好，台湾
才会好”为理念的旺中集团受害
甚深，泛绿阵营发动全面文宣攻
势抹红旺中，还发起所谓“反红
媒”活动，并利用行政权以所谓
假新闻或不符合比例原则为理由，
对中天电视台祭出重罚。蔡英文
当局为选举目的，不惜让台湾好
不容易实现的言论自由、新闻自
由蒙尘；让台湾社会重新陷入绿
色恐怖风险；让两岸关系倒退，
不自觉把台湾带入更大的险境。

以两岸实力的对比，两岸社
会与经济关系的紧密，让彼此误

解扩大，甚至产生仇恨，对台湾
绝对没有好处。两岸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方式确实差
异甚大，历史恩怨亦不易厘清，
正因为如此，两岸必须相向而
行，而不是设置交流障碍，扩大
两岸社会分歧，增添冲突的火
种。在两岸交流理念促动下，旺
中集团10年前创刊了《旺报》。

“ 增 进 两 岸 相 互 理 解 ” 是
《旺报》的职志，“台湾人就是中
国人”是旺中的理念，这不是与
大陆唱和，而是自我期许与认
知。两岸交流是大是大非问题，
处境愈是困难愈要坚持。

日前，30多名来自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部分澳门中学的青年志愿者，来到广西贵州交
界的乌英苗寨教学点，开展为期一个星期的支教活动。志愿者为苗寨儿童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并
对乌英教学点进行了校园环境的美化。这是澳门青年学子第二次来到乌英苗寨开展支教活动。

图为志愿者的户外课堂引来村民关注。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港澳青少年民族文化研学计
划”系列活动之“澳门青少年畲族
文化研习活动”近日在福建省泉州
市石狮开营，16 名来自澳门的师生
走进福建探寻民族文化，领略“海
丝”魅力。

“本次研习活动通过深度调研了
解，帮助澳门学生认识独特的闽南
地域文化，感受各地民族特色和文
化魅力。”中华民族团结促进会会
董兼活动统筹颜才烈表示，研习活
动还将向澳门师生展现内地的繁荣
发展的景象。

启动仪式后，泉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曾晓萍为澳门师生
带来一场 《走进闽南“非遗” 领
略“海丝”风情》 文化讲座，帮
助师生们了解泉州及其文化。随
后，学生们还动手体验花灯和刻纸

“非遗”技艺。

澳门青州小学四年级学生黄子
龙祖籍福建莆田，他常常听父母介
绍家乡的故事，对此行充满期待。

“这是我第一次来内地、到家乡，很
开心能够实地了解家乡和体验‘非
遗’技艺，以后会跟大家分享这些
有趣故事。”

“我对来内地研习十分感兴趣，
得知这一活动后就赶紧报名参加。”
澳门青州小学五年级学生胡媛媛介
绍说，从广东乘坐动车到福建，一
路十分顺畅和舒适，沿途的风景让
她难以忘记。

据介绍，港澳青少年民族文化
研习计划启动于 2010 年，至今活动
已经成功举办 16 次，组织了 800 余
名港澳大、中、小学师生，赴羌
族、藏族、瑶族等 16 个少数民族地
区开展民族文化研习活动。

颜才烈介绍，研习活动通过专

题讲座、实地走访等形式，对当
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民间
文 学 艺 术 等 项 目 进 行 考 察 和 研
习 ， 并 编 辑 考 察 民 族 的 知 识 图
册，记录研习活动的学习成果和
考察感悟。

据悉，本次研习活动由文化和
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
华民族团结促进会共同主办。活动
旨在通过欣赏内地丰富的民族文化
艺术表现形式、体验多元文化生
活，提升港澳青少年对祖国历史文
化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为期5天的研习活动过程中，学
生们还将先后参观石狮永宁古街、
林銮渡，晋江博物馆和晋江五店市
传统街区等，并将前往宁德多个畲
族村展开进一步交流。

上图：经过一番学习，澳门学
生制作的花灯已初具雏形。

神 农 架 牵 起 两 岸 情 缘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神 农 架 牵 起 两 岸 情 缘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说起湖北旅游，许多人会想到大名鼎鼎的三峡和武当山。流传着“野人”之谜的神农架，
同样引人注目，去年迎来游客1590万人次，其中台湾游客达上万人。在台湾《联合报》任职的
邹佩育是武汉籍陆配，在饱览两岸山水的她看来，台湾风光秀美，神农架景色壮观，给人的美
感大有不同。

大龙潭金丝猴研究基地内大龙潭金丝猴研究基地内，，小猴在林间嬉戏小猴在林间嬉戏。。

澳门师生走进福建探寻民族文化

“ 海 丝 ”的 魅 力
陈龙山文/图

两岸必须相向而行

澳门青年苗寨支教澳门青年苗寨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