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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编曲的《将军令》、赵季平作
曲的民族管弦乐《古槐寻根》、著名作
曲家朱践耳的首部大型中乐作品《悲
调》……近日，一场以经典名家及跨越
传统为题的音乐盛宴，在香港中乐团艺
术总监阎惠昌的执棒下，为沪上观众带
来了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的独特风采。

音乐盛宴拉开了第二十一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香港文化周”的序
幕。11月1日起，此次“香港文化周”连
续24天在沪举办，共推出7台演出和1
个展览，其中既有来自香港地区的原创
作品，也有沪港两地合作排演的新作。

能够担纲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香港文化周”的开幕音乐
会，香港中乐团感到十分荣幸。阎惠
昌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乐团在艺
术节的演出，让上海观众对香港文

化特别是香港中乐团努力让中国传统
文化不断紧贴时代脉搏所取得的成
果，有更深入的了解。”

作为“香港文化周”的演出剧
目，进念·二十面体建筑音乐剧场

《建筑城市》 近日在上海大剧院上
演。该剧从建筑到城市探寻香港的集
体回忆，以音乐剧场的形式递上了一
封写给香港的“情书”。

“身处城市之中，会听到许多不
同的声音，《建筑城市》 以音乐和声
音展现城市状况，剧中的许多声响都
可在香港这座城市中寻觅得到。”进
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建筑城
市》 导演胡恩威说，除了演出，进
念·二十面体还与上海社科院上海文
化研究中心就沪港合作开展文化发展
研究，建立智库平台签订协议。“通

过签订协议，我们将研究一系列举
措，培养未来香港和上海跨文化交流
的专才，让年轻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艺
术家们都可以参加。”

此外，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大的专业剧团香港话剧团将带来话剧

《盛宴》，通过 54 顿饭局让观众品味
剧中五代人的生活；香港芭蕾舞团等
专业艺术团体将呈现 《大亨小传》

《百花亭赠剑》 等多台涵盖各种样式
的优秀剧目；《口传心授：香港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将从生活民俗、表演
艺术、民间节庆、信俗及宗族活动的
角度，重点介绍 20 项 《香港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带沪上
观众体会香港独有的文化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两台节目
将由沪港两地演员合作演绎。昆粤联

合演出全本《白蛇传》由上海昆剧团
与香港八和会馆首次联袂出演。“昆
曲王子”张军则与香港中乐团跨界合
作，演绎新版《牡丹亭·长生殿》，让
古老的昆曲表演与现代大型中乐团的
演奏诗意碰撞。

近年来，沪港两地文化交流频繁
深入、各项合作不断深化。焦媛实验
剧团 《阮玲玉》、香港话剧团 《亲爱
的，胡雪岩》等多台来自香港的优秀
作品都参加了近几年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来自上海的作品《斩·断》《霸
王》 也分别于 2016 年、2018 年先后
赴香港新视野艺术节演出。去年，香
港新视野艺术节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中心签订 3年合作备忘录，进一步
增进演出剧目交流、沪港两地志愿者
交换事宜等方面的合作。

本报澳门11月9日电（记者毛磊）“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国家京剧院赴澳门大型演出”8日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
开幕。这是国家京剧院一团首次来澳演出，3天时间里将为澳门
观众带来《满江红》《凤还巢》《帝女花》3场国粹盛宴。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穆欣欣在开幕致辞时说，
京剧是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中国人的忠孝节义、处世智慧和诗
化的情感表达，均在京剧舞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3 场京剧大
戏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南北文化的交融。

开幕当晚首先精彩开锣的剧目 《满江红》 讲述的是岳飞精
忠报国的英雄故事，京剧老生名家于魁智、梅派大青衣李胜素
分饰岳飞、岳夫人，为澳门观众呈现国家最高水平的京剧大
戏。9日晚登场的 《凤还巢》 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
是根据清宫藏本《循环序》改编而成的一部机趣巧妙、清新典雅的
轻喜剧，为梅派中少有的喜剧作品。10日晚压轴的京剧《帝女花》
由颜全毅、宋洋改编自同名粤剧戏宝，国家一级导演孙桂元执导，
优秀作曲家武胜为其谱曲，精心打造的京剧版可谓创新之举。

本次演出由澳门中联办宣传文化部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共同举办，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澳门） 有限公司承办。

台湾台南孔庙创建于300多年前，是台湾最古老的文庙，被
誉为“全台首学”。台南孔庙正经历30年来最大整修，如今整修
进度已经过半，孔庙主殿大成殿内部整修基本完成。图为游客
在台南孔庙外围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上海国际艺术节“香港文化周”精彩纷呈

沪 港 联 手 端 出 文 化 大 餐
瑞 安

近日在京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出台 3 类共 16 项
惠港新措施。香港各界对此反响热
烈，认为新措施涵盖范围广泛，惠
及香港不同业界和群体，将帮助港
人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搭乘
国家发展快车。

中央挺港力度不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1
月 6日晚间表示，中央此次新推出的
政策措施有助巩固和提升香港在金
融、医疗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传统优势
以及发展创新及科技等新经济增长
点。特区政府会切实与相关中央部委
和广东省政府跟进落实。

林郑月娥介绍说，包括便利香港
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买房屋、支
持香港居民在内地便捷使用移动电子
支付、在大湾区试点香港居民异地见
证开立内地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探索
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等内容，都是惠
及香港市民的政策措施。而扶持专业
界别的措施，则涉及律师、建筑业以
及保险业、创新及科技产业等。

香港内地经贸协会会长黄炳逢
说，新措施充分显示国家全力支持香
港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香港
这个艰难时期，“新措施让港人看到
更多发展的曙光，提振士气”。

“中央对港政策依旧不变，依然
对香港照顾有加。”特区立法会批发
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说，新措施能够
为到大湾区发展的港人提供多方面配
套支持，能够支援港人融入当地发
展，也鼓励更多港人落户大湾区，让

他们不再有后顾之忧，因此港人应好
好把握大湾区机遇。

融入湾区更加便利

“普通香港市民最关心的是在大
湾区购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深
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
为民说，放宽港人在内地置业要求、
可在大湾区 9 个城市购房的新措施，
意义重大。“相信给港人带来的感受
是非常直接可感的。”

置业门槛降低，将提升港人赴
大湾区创业的意愿。黄炳逢说，周
围许多港人已经透露要去大湾区置
业创业的想法，“这有助于更多港人
踏出第一步，在大湾区内寻找发展
机会。”

“我们在内地创业的香港青年也
有在内地置业的打算，毕竟现在每次
到内地工作都是在酒店暂住，成本不
小。”在广州市南沙区开办多媒体公
司的香港青年麦成灏说。

支持香港居民在内地便捷使用移
动电子支付的措施，同样令港人印象
深刻。香港市民程小姐认为，这将为
香港市民带来很多便利。“并非每个
香港人都有内地银行账户，如果两地
电子支付打通，就不用烦恼换现金的
问题。”

香港经贸商会会长李秀恒表示，
购房、电子支付、子女教育等方面措
施都很好地回应了香港不少民众一直
以来的诉求，为他们到大湾区发展提供
了直接的方便；对于此前有意到大湾
区寻找机会的专业人士来说，当前措
施带来了更有吸引力的政策环境。

金融互通再上层楼

香港金融界认为，此次新举措中
涉及两地金融合作的内容，将有助于
香港巩固离岸人民币枢纽和资金进出
内地的中介角色，进一步提高国际金
融中心地位。

中银香港副总裁龚杨恩慈表示，
措施中的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将
是继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之后在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又一重大的创
新。中银香港将为迎接跨境理财通做
好全面准备。

特区立法会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表
示，跨境理财通反映两地金融市场互
联互通机制再向前迈进一步，放宽跨
境开户则让大湾区港人有更多选择和
便利。在互联互通机制下，内地金融
市场也有所得益，并能促进金融市场

成熟发展。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建立

双向理财通机制可为两地金融业界开
辟更广阔市场，也为两地居民提供更多
理财产品选择，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跨境
流动和使用，并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
币枢纽和资金进出内地的中介角色。

惠 港 措 施 中 有 涉 及 法 律 、 医
疗 、 建 筑 、 保 险 等 专 业 领 域 的 内
容 ， 同 样 影 响 深 远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香港律师会前会长苏绍聪说，
关于香港律师可取得大湾区九市执
业资质的举措，解决了香港律师成
为内地律师的渠道问题。“香港法律
人才更多来到内地，可以对内地涉外
案件的处理有所助益。”苏绍聪说，
未来香港学生有了更多认识、学习内
地法律的机会，将“更加了解国情，
了解‘一国两制’的明确定义，更好
地融入祖国发展大局”。

香港各界点赞中央惠港新措施

“让港人看到更多发展曙光”
本报记者 王 平

在第二届中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上，中国馆分设香
港、澳门、台湾展
区，吸引众多参观
者。图为进博会中
国馆台湾展区。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进博会进博会

台湾展区台湾展区

引人驻足引人驻足

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金晨） 由福建平潭综合实验
区主办，两岸国学中心、平潭网共同承办的“两岸国学大讲堂

（北京专场） ”9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讲。台湾道家文化
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陈鼓应，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院长陈来应邀出席活动，以“从尼采的生命哲学到庄子的
人生智慧”和“孔子的教育理念”为题深度剖析两部国学经典
巨著。近百名专家学者和国学爱好者参与现场交流讨论，逾百
万网友同步收看网络直播。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两岸国学中心主任梁涛介绍，
“两岸国学大讲堂”携手两岸国学专家学者，以两岸同胞共同的
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为基础，聚焦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儒
释道文化与思想，致力于传承传播两岸优秀国学思想，加强
两岸文化认同感，增进两岸交流与联系，拉近两岸同胞的心
灵距离。

两岸国学中心负责人、平潭网总编辑陈有池表示，国学近
年来受到两岸青年的广泛关注。两岸国学中心将以此为契机，
继续推进“两岸国学大讲堂”和“两岸国学研习营”等交流活
动常态化，利用平潭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到
大陆，了解祖国大陆的发展与进步。

自2018年设立以来，两岸国学中心以两岸为特色、以国学
为指引、以互联网为基石，举办论坛、开设讲堂、促进研学，
共吸引 3000 多名两岸青年参与数十场交流活动，“两岸国学大
讲堂”此前已成功举办14期。据悉，两岸国学中心明年将举办

“国学大讲堂进宝岛”活动。

“两岸国学大讲堂”在京开讲

国家京剧院为澳门带去国粹盛宴

本报香港11月9日电（记者连锦添） 主题为“阅读点亮城
市之光”的全国联读活动9日在港举办，近300名师生、家长和
作家等相聚香港汉鼎书院礼堂，共度阅读时光。

由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发起和主办的“70年70城联
读”活动，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策划的全国性
大规模联合阅读活动，香港是该系列活动的收官城市。据介
绍，联读活动旨在推广全民阅读，发掘优秀阅读推广人。活动
已吸引全国近250家机构参与，参与城市达72个。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会主席徐莉代表香港主办方致辞时说，
目前的香港，国学欠缺、通识偏颇、教育失当，青少年的阅读
问题令人担忧。她呼吁香港家庭、学校、图书馆、社区都来大
兴阅读之风，希望借全国联读活动的东风，成立“香港汉鼎读
书会”，为香港青少年开辟读书天地和网上阅读渠道，创造良好
的阅读氛围。

香港汉鼎书院学生深情朗诵了 《七子之歌·香港》，寓意深
刻，感人肺腑。活动还特设“神秘的朗读者”“中华上下五千年
有奖知识竞答”环节，加深学生们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了解。

活动中，香港作家潘明珠、禾素、陈慧雯就阅读与写作、
诗歌和散文分享了各自的创作经历、审美观念，还把自己的著作
赠予师生，香港作家联会代表宣读了为中小学生推荐的阅读书
单。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等机构和个人向学生捐赠了中英文书籍。

为香港青少年开辟读书新天地

“70年70城联读”活动在港举办

本报厦门电（徐林、黄艳琪） 以“筑梦新时代一起奔跑·迎
向美好”为主题的第三届“三门”青年论坛近日在厦门举办，
来自厦门、澳门、金门三地的近200名青年齐聚鹭岛，共同开启
一场“创新创业创造”的约会。

论坛期间，三地青年交叉结伴参加乐跑、研学、论坛等活
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体验，近距离接触闽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感受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推动“三门”青年深入交流。新
时代厦门创新创业创造主题成果展也同期举办，展现厦门在优
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成果。

2016 年，来自厦门、澳门、金门的三地青年共同组织发起
“三门”青年论坛。

“三门”青年共谈创新创业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