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王 平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本报澳门9月 19日电 （记者毛磊） 由澳门语言学会主
办，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合办的“澳门特区成立20年社会
语言状况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澳门举行。

本次研讨会旨在总结回顾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来在法律、
教育、政府部门等领域的发展变化，探讨澳门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的语言文化政策。来自两岸和港澳的近80名专家学
者与会。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孙建荣在研讨会上表示，社
会的发展与语言的使用，有着紧密的关系；澳门特区成立初
期，三件大事值得回顾：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
官方化。这20年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语言在澳门

“一国两制”的实施过程中，所起到的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作用。
澳门语言学会会长黄翊在研讨会上致辞说，澳门语言学

会成立25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推动中文官方地位合法化的学
术研究工作，每年都举办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研究成果汇
报会。这些研讨会在争取中文取得官方地位的同时，也推动
澳门语言研究的发展，使澳门的学术地位得以迅速提高。

本次研讨会设有主题报告及 4 场专题讨论，分别为法律
与行政、语言与教育、语言与中华文化及语言与社会生
活，并邀请到多位语言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的
研究成果。

澳门研讨20年社会语言变迁

70 面国旗，贺祖国 70 华诞。9 月
17 日清晨 7 点，百名香港各界青年聚
集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与国旗、金紫
荆雕像“同框”，共迎国庆70周年。

连日来，香港各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渐次展开，各
界团体和人士以参加升旗礼、国歌快
闪，举办酒会、联欢会、民俗表演、
文艺汇演等形式庆祝国庆，抒发爱国
情怀。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9月17日的金紫荆广场上，100名
香港青年手举一面专门订制的巨幅国
旗和69面小幅国旗，与金紫荆雕像合
影，合唱国歌和歌曲 《歌唱祖国》，
并高喊“祝福祖国、祝福香港”。

活动发起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委员赵佳音说，各界青年朋友利用
工作、学习外的时间，自发前来，手持
国旗为祖国庆生，十分有意义。在庆祝
祖国 70 岁生日的同时，各界青年也呼
吁香港社会同舟共济，尽快恢复秩序。

参加活动的江小姐表示，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祝福祖国生日快
乐；最近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她希
望借由参加活动，感染大家，共同

“以爱止乱”。另一位参与者秦先生
说，香港社会不应该只有“破坏”的
声音，还应该有建设祖国、热爱祖国
的积极声音。

近期，不少香港市民为了表达爱
国之情和希望香港恢复秩序的心声，
自发组织国歌快闪、升国旗等活动。
14日，一批爱国爱港人士将国旗和香
港区旗举上了香港的狮子山头，在山
顶挥舞红旗并展示写有“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横幅。

8 日，香港升旗队总会、香港岛
各界联合会等组织近千名市民到金紫
荆广场参与升旗仪式。人群中有幼儿
园孩子、中小学生，有老师、家长，
还有全港各地的青年和老者，大家引
吭高歌 《歌唱祖国》，并齐喊“中国
香港加油！”

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连日来，香港各界纷纷举办活动
庆祝 70 年国庆。16 日，“同是追梦人
——港澳同胞奉献祖国70年大型纪念
画册首发仪式”在港举行。与会嘉宾
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把香
港建设得更好。出席活动的香港立法
会议员黄定光出生于 1949 年，他说，
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变让我和周围人无
比自豪，当前香港需要重返正轨，止
暴制乱时不我待。

中银香港信托公司董事长吴亮星
表示：“我在香港土生土长，也能深
切感受到国家发展的一日千里。”

作为香港主要商会之一的香港中
华出入口商会，16日举行酒会庆祝国
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数百位商界人
士出席。该会会长林龙安表示，多年
来每当香港遇到困难，祖国都给予全
力支持，使香港避过一个个浪头，工
商各业得以持续发展。他呼吁社会各
界共同致力于止暴制乱，让社会恢复
安宁。

近千名来自三大语系佛教的高僧
大德和嘉宾们14日齐聚香港举行祈福
盛典，凝聚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佛教
界力量，表达对祖国和香港的美好祝
愿。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
陈积志表示，佛教思想和精神已融入
我国优良传统文化中，非常高兴佛教
界能为国家、香港安定繁荣祈福，祝
愿伟大祖国国运昌盛、国富民强，港
澳繁荣稳定。

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香港佛
教僧伽联合会会长绍根长老说，祈福
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祝愿香港在风
雨洗礼之后能够雨过天晴，希望大家
共同为香港向着更加美丽、更加繁
荣、更加安全的方向而努力。

身为中国人深感自豪

17 日晚，“2019 绘梦香港赤子心

——中外名家书画美术大展”在中环
开幕。参加开幕式的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中华文化总会执行会长姚志胜表
示，香港是中西文化汇集之地，香港
的艺术传承着中华文化传统，也接受
了西方文化的冲刷与洗礼。虽然香港
近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他相
信在国家的支持与特区政府的努力
下，香港定能止暴制乱、恢复平静，
香港的未来才会更美好。

香港音乐舞蹈界17日晚举行庆祝
国庆联欢晚会，数百名文化界人士欢
聚一堂，以精彩的钢琴独奏、男女二
重唱、音乐组奏及爵士舞等表演共贺
新中国70华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
务局局长刘江华致辞时说，国家发展
一日千里，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他
身为中国人深感自豪。

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主席陈
永华表示，香港音乐舞蹈界每年都会
举办国庆典礼，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有特别的意义。他说，认同

中华文化是爱国的重要前提，希望中
国文化可以传遍世界各地。

香港戏剧界国庆筹备委员会16日
晚举行联欢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多位演艺人士呈现粤
剧、昆剧等经典作品。活动中，当电
子屏幕上缓缓升起五星红旗和香港特
区区旗时，现场观众全体起立，齐唱
国歌。筹备委员会名誉副主席顾铁华
在致辞时表示，过去70年，祖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取得了卓越的
成就，中国人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
豪。香港戏剧界祝愿祖国更繁荣昌
盛，并将继续承担弘扬和传承文化的
重任。

香港还将陆续举办多场庆贺国庆
的活动。7 月 11 日成立的香港同胞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筹备委
员会，由来自全港20个界别的近700位
人士担任委员。据筹委会秘书长蔡冠
深介绍，筹委会比往年投入了更多资
源，希望为市民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喜迎祖国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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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王子真的在镜头面前做过不
雅手势吗？”甫一上课，老师就翻出一
张去年外媒拍摄的照片，向学生抛出问
题。教室里瞬间热闹了起来。

“哗众取宠吧。”有学生说。一阵讨
论过后，老师揭晓“真相”：原来王子
只是在比划自己有了三个孩子。记者错
位取景，误导读者而已。大家都笑了，
又面露讶异。

近日，在香港培侨中学中三 A 班的
课堂上，穆家骏老师开始了自己本学期

“通识教育科”的第一课。这门课程是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必修课，学习内容涵
盖自我与个人成长、今日香港、现代中
国和全球化等6个单元。

“还有哪些我们看到的‘真相’？”
穆老师一边问，一边又翻出一篇昔日香
港媒体的报道。该报道里，一名所谓领

取特区政府“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的
中年妇女成为主角。报道称，她是“新移
民”，一面抱怨“政府发的钱少”，一面又

“大买名牌手包”，引发社会各方斥责。
“事实呢，这是将 2008 年 12 月的一

篇报道移花接木，换了个名字，加上了
‘新移民’而已，是真真正正的假新
闻。”穆老师说。

“打压特定人群，挑拨社会对立。”
一学生在作业纸上写道。

“再看看最近的时事新闻。”穆老师
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则报道放上
课堂屏幕：“8月25日，香港警方在荃湾
冲突中向示威者投掷汽油弹。”

“又是假新闻。”事发现场拍摄的视
频片段显示，投掷汽油弹的是暴力分
子，而警方才是受害者。“为什么会有
这种报道呢？”穆老师接着问。

一名张姓男同学跟邻桌讨论说：
“出于政治原因，希望抹黑香港国际形
象，让西方社会不相信香港警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穆老师又
以 8月 31日香港地铁太子站死人谣言举
例，让学生们发现有些媒体呈现的“真
相”，实则与事实相去甚远。

“消防处有回应，医院管理局有澄清，
警方也作了多次说明，为什么他们还在散
布谣言？看老师展示的社交媒体截图，有人
竟然信誓旦旦说见到了‘死者亡灵’……”
学生们争相发言，表达着自己的困惑。

“后真相时代，政客说谎不仅是为
了 瞒 骗 ， 还 想 要 巩 固 目 标 群 众 的 偏
见。”穆老师耐心解释道，当下有些媒
体放弃审查新闻真伪的责任，甚至还刻
意制造谣言，如果不擦亮眼睛，人们就
会被一直蒙蔽。

“与其信人，不如信自己。”上课时
间将尽，穆老师才道出学习“通识教育
科”的目的和意义。“社会里有不同信
息、观点，需要大家小心接收、消化，
提高素养。只有不断提升知识，才能有
更大的能力发现真相。”

他告诉学生们，言论自由、新闻自
由不是绝对的，也要有底线。近期有人
在网上披露警察及家属个人信息，就是
一种欺凌和恐吓行为。“多元化社会，
我们尊重并理解不同的声音，但不应侵
犯他人权利，更不应违法和诉诸暴力。”

下课铃响，同学们的作业纸上写满
了体会。于姓女同学说，穆老师的课讲
得好，自己对社会、对新闻媒体有了更
多认识，“我们都要远离谣言，拒绝欺
凌，反对暴力！”

（本报香港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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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9月18日电（记者魏蒙） 记者从珠海市横琴
新区管委会18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港澳导游、领队
已获准在该区执业，目前已收到培训申请表506份。首批人员

“十一”黄金周可到岗。对持该区专用导游证在此执业的港澳
人员，每年度可申请奖金最高3万元。

根据9月5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联合印发的 《香港、澳门导游及领队在珠海市横琴新区
执业实施方案 （试行）》，已经取得香港、澳门导游证或领队
证的港澳居民均可申请在珠海市横琴新区执业。港澳导游及
领队换证，需经过“申请—受理及审核—培训—认证—换
证”5个步骤。

为期3天的首期培训规模为30人，有16个课时理论培训
及8个课时横琴实训，培训期间还将为港澳导游及领队对接横
琴旅行社，搭建业务合作平台，培训结束当天有望领取到横
琴新区专用导游证，届时第一批港澳导游、领队将于“十
一”黄金周在横琴开始执业。

港澳导游获准在珠海横琴执业

2019 年 中 国 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世园会）“香港日”
9月19日在世园会妫
汭剧场举行开幕式暨
文艺表演。

“香港日”于 19
日至 21 日在世园会
香港园内举办，多名
香港年轻艺术家将献
上 15 场露天文艺表
演。为配合香港园

“对比城市”主题，
表演节目融合传统与
现代艺术，包括嘻哈
舞、爵士中乐跨界表
演等。

图 为 香 港 舞 团
Studiodanz 在开幕式
上表演。
香港特区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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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9月19日电（记者张庆波） 全球最大的教育单
项奖“一丹奖”19日公布2019年“一丹奖”获奖者。英国剑
桥大学教授乌莎·戈斯瓦米凭借神经学与早期教育的关联研究
获得“一丹教育研究奖”，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跨社区资源
建设”创办人法兹勒·哈桑·阿贝德爵士凭借令贫困儿童获得
高质量教育的成就获得“一丹教育发展奖”。

“一丹奖”由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于2016年创立，旨在
表彰及支持推动教育创新、所作贡献具有长远影响的个人。

“一丹奖”旗下设有教育研究奖、教育发展奖两个奖项，获奖
者可获颁一枚纯金奖牌及3000万港元奖励。

据介绍，该奖项本年度获奖者经过评审委员会历时 6 个
月的评选后产生。获得提名的项目遍及全球 129 个国家和地
区，覆盖五大洲、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种族及不同文化
的地区。

陈一丹说，希望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能从最好的研
究和教育发展工作的成果中受益，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相信未来教育会循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不断调
整出新的最佳状态。

“一丹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博士表示，今年是“一丹奖”的第三届，评审委
员会很高兴看到获奖者的项目鼓舞人心，并正在帮助改变不
同社区的教育。

据悉，“一丹奖”颁奖典礼将于今年 12 月举行，下一届
“一丹奖”提名将于10月初开始。

全球最大教育单项奖

“一丹奖”2019年度获奖人揭晓

据新华社澳门9月18日电（记者郭鑫） 由澳门理工学院
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中西文化研究所与中华口述历史研
究会联合举办的“国际视野下的口述历史规范化问题”学术
研讨会，18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开幕。

本次会议同时也是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第八届学术年
会，旨在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经
验，加强国际口述史学界的沟通和交流，推动口述历史研究
的深入发展。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和海外的专家学者近 50
人共聚一堂，共同探讨口述历史研究中的经验与思考。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全国性口
述历史社团，自2004年成立以来，推动全国各地、各行业口
述历史研究的发展。研究会学术年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李雁莲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
在大众参与的多元化推进之下，中国口述历史发展开始进
入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本次研讨会重点探讨近年来口述
历史发展中亟须解决的规范化问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第八届学术年会安排在澳门举办，是对澳门口述历史研究
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澳门口述历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
种重要推动力。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左玉河表示，中国口述历史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全国各地区、各行业
和各领域的口述历史工作推进迅猛，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
局，出现了多样性的采集方式和成果呈现方式。多维度、多
元化和多样性，构成了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

近十年来，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中西
文化研究所持续开展澳门口述历史工作，累计访谈澳门老居
民近400人次，保存不少于560小时的录音、录像数据，转录
文稿300多万字，出版口述历史专著多部，在口述历史实践、
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成果丰硕，已经成为澳门专门从事
口述历史研究的重镇。

海内外学者共聚澳门

研讨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经验

9月17日，在金紫荆广场，香港青年参加国旗展示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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