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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是台
商返乡探亲的高峰期，台湾当局都会以海基会
的名义举办台商联谊活动。近两年，参加的台
商越来越少，大型联谊餐会不得不改为小型座
谈会。不过，不久前举办的台商座谈会，3 年
不曾出席的台企联总会会长也现身会场。

台当局所办的台商联谊活动常被外界解读为
两岸关系的“晴雨表”，前两年越来越冷，原因很简
单，这一平台越来越解决不了实际问题。2017年
春节联谊会，在台商表达希望改善两岸关系时，台
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现场信誓旦旦表示，将在下
半年视时机宣示“两岸新政策”，建立“两岸互动新
模式”。结果，2017年至今也没见到什么“新政策”。

已经徒具形式的台商联谊活动，为何今年
又热络起来？原因也很简单。民进党当局处理
两岸关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去年春节期
间，台湾当局不满大陆开通 M305 航线，不核
准大陆航空公司的加班航班，让本来供不应求
的两岸航班更是一票难求，返乡探亲的台商叫
苦不迭。如果此举还可以解释为愚蠢，那今年

所谓的“中共代理人修法”简直是恶意。民进
党当局宣称今年下半年将完成“中共代理人修
法”，如果通过，台湾民众或团体只要到大陆参
加相关部门举办的活动都可能被判巨额罚款或
入狱。台企联总会会长李政宏受访时直言，这
次回台湾参加中秋联谊座谈会最主要就是表达
对“中共代理人修法”的不安和疑虑，台商最
大的要求是“希望能安心回家”。

“安心回家”是多么朴实的诉求，但是民进
党上台以来，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他们不思反
省，为了一党之私，还变本加厉地通过修改有
关规定，制造两岸敌意，煽动两岸对抗，对两
岸交流重重设障。前几天传出消息，一名台湾
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因为接受了中国人民大学
的兼任教职，竟“被请辞”。如果连大陆著名高
校都被划为禁止之列，“中共代理人修法”俨然
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漫天大网，很难知道做了什
么事、说了什么话就触了网、踩到雷。无论是
在大陆工作学习生活的台商、台生，还是抱着
美好期望、希望通过沟通增进两岸了解的广大

台胞，都将生活在动辄得咎的恐惧之中。“两岸
关系不好，台湾不会好”，在两岸经济社会联系
如此紧密的情况下，2300万台湾民众都将为紧
张动荡的两岸关系“埋单”。

30多年前，台湾老兵一句“我要回家”打
破两岸坚冰，促使台湾当局开启两岸交流的大
门；同样是“让回家的路更短些”的心愿，推
动两岸从春节包机渐次走到直接通航。如今台
商发出“安心回家”的诉求，看似平常，却是
不可低估的力量。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用莫须
有罪名恐吓、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
可以暂时制造恐怖气氛，但阻挡不了民心所向
的两岸和平发展，阻挡不了潮流所向的两岸合
作大势。如同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民进党当
局所为最终只能作茧自缚、自取其辱，被广大
台湾同胞所唾弃。

镜头前，90余名香港青少年和国旗护卫队
战士携手，共同唱起了 《我和我的祖国》；歌
声中，大家比出点赞手势，一起祝愿祖国生日
快乐。

10 月 6 日，位于天安门内的国旗护卫队，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
会、香港少年领袖团等多个香港制服团体的青
少年。他们和国旗护卫队战士们一起，度过难
忘的一天。

为祖国强大而骄傲

在全国青联秘书处、北京市青联及香港各
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的组织下，来自香港的青
少年访京团当天一早来到了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驻地，参观了国旗护卫队宿舍和荣誉室，了解
国旗护卫队的日常生活与发展历史。

“来到这里我才了解到，国旗的红色代表着
革命前辈的鲜血。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每个人
都应该尊重和爱护国旗，香港同胞也不例外，
对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我们都应该守
护好。”国旗护卫队荣誉室里，香港升旗队总会
成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的中五
学生余嘉嘉，望着陈列的一面面旗帜、一排排
徽章，眼眶湿润了，“我是香港升旗队的旗手，
国旗护卫队升国旗和在香港升旗有很多不同的
步骤和方式。但是无论在哪里，旗帜都是旗手
的灵魂，最受旗手敬仰和珍重。”

在驻地，国旗护卫队旗手袁晋爽与来自香
港青少年军总会的香岛中学中三学生陈耀明进
行了互动。袁晋爽与陈耀明互敬军礼，并现场
对陈耀明进行踢正步教学。陈耀明表示：“非常
荣幸得到袁班长的教导。作为香港制服团体的
成员，我也经常参加一些升旗或者检阅的仪
式，但没有像这样标准、有气势。”

对于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
式，陈耀明感到颇为震撼。“精良的武器装备、
整齐划一的步伐、气势恢宏的口号，都显示出
国家强大的综合实力。我是香港人，更是中国
人，我为祖国的发展壮大感到骄傲和自豪。”

英雄事迹鼓舞人心

参观结束后，大家开始了与奥运冠军、深
潜英雄们的交流互动。举重世界冠军张国政、
中国女排前队长冯坤的出场，获得了全场热烈
的掌声。他们分享了运动员们在训练馆刻苦努
力、在赛场上勇敢拼搏的精彩片段，并与大家
互动交流。

“在前几天刚结束的女排世界杯上，中国女
排11连胜，以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真的‘猴
赛雷’（粤语，意为“好厉害”），她们就是我
心中的英雄。”香港童军总会成员、世界龙冈学
校刘皇发中学的中一学生郭家业说，在香港，
中国女排的人气一直很高，很多人喜欢排球这
项运动。今年 6 月，中国女排在红磡体育馆战
胜了意大利队。中国女排队员们团结合作、顽
强拼搏的精神，很好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
中华体育精神，赛场上升起国旗、奏响国歌，
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香港，很多青少年尤其是海事青年团的
团员们，对天空和海洋都非常向往。”香港海事
青年团副司令冯志安中校说，“我们国家现在有
了‘辽宁号’航母，还有‘蛟龙号’‘深海勇士
号’这样的载人潜水器，说明在开发海洋、利
用海洋、保护海洋方面，逐渐进入世界强国的
行列。未来的海洋建设，还需要一代代的青少
年们继续努力、奋斗前行。”

饮水思源增进认同

全国青联常委、本次访京团团长霍启刚介
绍，参访国旗护卫队后，他们的行程还包括参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等。“我们的初心，是
希望通过此次行程让香港青少年饮水思源，深度
了解国家取得发展成就背后的不易。更重要的
是，香港的青少年应该了解国旗、国家的故事，
明白国旗和国家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香港和祖国，正如浪
花和海洋，浪花是海洋的一部分，永远不可以
分割。飘扬的国旗，指引我们成长前行的方
向。”香港更生先锋领袖成员、佛教大雄中学中
四学生利建衡说，最近在香港一些暴徒打着

“自由”的旗号在大肆破坏。这不是什么“自
由”，这是对香港社会秩序和法治精神的破坏。

“我在香港出生、成长，我爱香港，希望香港社
会能够尽快恢复理性和美好。”

本次活动是“祝福香港，点赞祖国”全国
青联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的收官活动。
该活动于 9月 22日在广东深圳启动，覆盖内地
各个省份。这期间，香港青少年和内地青少年
一起，在四川成都用普通话和粤语共同朗诵诗
歌《青春中国》，在浙江大学校园用画笔画下天
安门、紫荆花和雷峰塔，在广东东莞拼摆出

“我爱你中国”“70”等造型，用不同方式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

国旗，你是我的骄傲
——香港青少年走进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新华社澳门10月8日电（记者郭鑫） 盛世欣逢双
庆至，同声同气歌祖国！8日晚，300多位澳区政协委
员和学生代表“同声歌祖国”，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同声歌祖国——政协委员与青少年‘双庆’联欢
晚会”由澳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澳门莲花卫视共
同举办，澳门基金会赞助。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出
席晚会。

晚会在庄严的奏唱国歌仪式中拉开帷幕，现场
1000多名观众齐唱国歌，场面庄严恢宏。澳区省级政
协委员联谊会会长马志毅致辞说，在迎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双庆”时
刻，希望通过演绎时代色彩浓厚的歌曲，为祖国、为
澳门送上诚挚的祝福，加强澳门青少年对祖国发展历
程的认识和了解，感受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骄人成
就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晚会以每十年为一个年代，选择代表性歌曲，
由政协委员和澳门各校学生合演。曲目包括上世纪
四十年代及以前的 《黄河大合唱》、五十年代的 《我
的祖国》、六十年代的 《红梅赞》、七十年代的 《绒
花》、八十年代的 《我的中国心》、九十年代的 《春
天的故事》、新千年的 《我和你》、一○年代的 《时
间都去哪儿了》，在优美的旋律中，徐徐展开新中国
7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及澳门回归 20 年的巨大
发展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章节一部分
的《七子之歌》，由身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的江
苏省政协委员穆欣欣，和来自澳门培正中学的龙紫岚
同学一起演唱，一个温婉深情，一个清亮稚嫩，加上
全新编曲的京歌版创意，给现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
感受。

在晚会尾声，将气氛带入高潮的是全场 300 多位
演员和千名观众共唱 《歌唱祖国》，送上澳门儿女对新中国 70岁生日的深情
祝福。

晚会还加入老中青澳区政协委员分别讲述《中国梦 澳门梦》《和澳门特
区一起成长》以及《教育兴澳 筑梦未来》，声情并茂地将澳门爱国爱澳核心
价值观薪火相传的历史脉络清晰勾画出来。

本报香港10月 9日电 （记者陈
然）《此时此刻——国庆 70 周年盛
典》 4K 直播粤语版电影今天在香港
西九龙圆方戏院举行首映式。200余
名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一同观看影片，
身临其境般重温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庆典的震撼场面。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杨健在首映式
上致辞表示，10月1日，首都北京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 余万军民以
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祖国
70 华诞，是对 70 年国家辉煌历史的
致敬，更是国力与民族自信的展现。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副局长陈百里表示，粤语版电影可令
香港观众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国家在过
去 70 年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香港在

参与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从不缺位，相
信在国家的支持、社会各界的理解、
特区政府的努力下，香港定能克服现
在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此时此刻——国庆 70 周年盛
典》 4K 超高清粤语版电影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频出品，并邀请知名
粤语主持人解说。电影将画面、声
效、镜头语言和现场同期巧妙糅合，
实现了全流程、全要素的 4K 体验与
5.1环绕声的结合。

据介绍，该影片最快于 10 月 11
日在香港百老汇、英皇、MCL 等院
线旗下 13 家影院放映，观众可在这
部“直播大片”中体味中华民族欣欣
向荣的面貌，切身感受祖国的强大与
繁荣。

新华社广州10月 9日电 （记者
徐弘毅） 第六届台湾青年岭南行活动
9日在广州启动。本届活动以“走到
一起来 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设计
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探寻、禅宗文化
研习交流和台湾潮汕宗亲岭南行返乡
交流考察等3条精品线路，旨在通过
修学联谊、参访交流等，加深两岸青
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增进友谊
和同胞亲情。

第六届台湾青年岭南行活动由广
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暨南大学、广州中
医药大学协办，两岸青年、嘉宾共
350人参加启动仪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是等
来的。”广州台湾青年之家会长郑
明嘉说，“台湾青年应该真正去了
解祖国大陆的发展，体验大陆的文
化、经济等各个方面，让梦想在这
边扎根。”

就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
业的台生叶珈妤说，两岸生活差别并
不大，大家都能顺畅沟通。“学校还
有一些创新创业的活动，我们台生也
可以参加。”她说，自己之所以来大
陆念书，“是因为中医的根在这里”。

她打算继续在大陆攻读中医专业的研
究生。

今年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
学专业的黄采盈说，希望在活动中
认识更多新朋友，大家一起交流互
动。黄采盈是台湾苗栗的客家人，
未来她还想去“世界客都”广东梅
州看一看。

启动仪式上，广东省台办为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湛江清端园

（陈瑸故居） 授予“广东省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牌匾，台湾青年岭南行活
动主题曲《走到一起来》也在仪式上
首发，两岸青年共同唱响“走到一起
来，青春放光彩。心手相牵不分开，
共创美好新未来”。

据悉，目前广东涉台婚姻 2.5 万
余对，常住广东的台胞有 20 多万
人。在广东各级学校就读的台湾学
生 超 过 1 万 人 ， 其 中 ， 大 学 生 近
8000 人。2016 年以来，广东累计接
收实习、就业、创业台湾青年 5500
余人，省内 9 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
创业基地和示范点累计入驻企业或
团队 540 多家，所举办的两岸青年
交 流 活 动 吸 引 台 湾 青 年 参 与 超 过
86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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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岭南行活动在广州启动

国庆70周年盛典粤语版电影在港首映

请让台商“安心回家”
于 芥

图为国旗护卫队战士在分享会上与来访的香港青少年互动。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摄

10 月 8 日，两岸
天然染色艺术联展在
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
馆举行。62 名两岸
染色艺术家的 100 件
作品集中展现了中国
传统染织工艺。展览
将 持 续 到 10 月 20
日。图为人们在台北
当代工艺设计分馆参
观两岸天然染色艺术
联展。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两
岸
天
然
染
色
艺
术
联
展

日 月 谈日 月 谈

“ 亲 情 中 华 ”艺 术 团 赴 美 慰 侨

本报华盛顿10月8日电（记者
严瑜） 当地时间 10 月 7 日晚，中国
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在美国马
里兰州波托马克市举行慰侨演出，
吸引了华盛顿地区的 1000余名华侨
华人及当地民众前来观看。中国驻
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总领事钟
瑞明，“亲情中华”艺术团团长、
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出席
演出。

据悉，这是 2019 年“亲情中
华”艺术团赴美慰侨巡演的第二
站。演出以中国杂技团为班底，融
汇歌曲、京剧、民族器乐演奏、杂
技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富有浓郁中
国传统文化特色，多次赢得观众的
热烈掌声。现场华侨华人在观看演

出后纷纷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亲情中华”艺
术团的到来抚慰了他们的乡愁，拉
近了他们与祖 （籍） 国的距离，让
他们感受到来自祖 （籍） 国的关心
与温暖。当地民众也对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这样
的文化活动有助于增进中美民间的
交流互动。

艺术团此次赴美巡演的首场演
出于当地时间 10 月 4 日晚在休斯敦
举行，吸引 1200余名观众到场观看，
同样取得热烈反响。接下来，艺术团
还将赴纽约、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
旧金山等地举行演出，开展文化交
流，为华侨华人及当地民众送去来自
中国的问候与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