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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是什么？这在当下的台湾都成了问
题。“文言文是不再使用的过时表达，学了没
用”，“孔孟是不合时宜的封建遗毒”，“学太
多的中文经典，台湾文学怎么办？如何建立
文化认同？”……因为这些论调大行其道，台
湾的语文教学课时减少、文言文减量、“中华
文化基本教材”和“文化经典选材”变调，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草枯鹰眼疾、雪尽
马蹄轻”“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
长/又寂寥的雨巷”……这些优美的文字、思
想、意境，正在渐渐远离。

然而，了解中文之美的家长们不甘心，
语文补习班座无虚席。致力于中文教学的学
者教授们不甘心，于是撰写“读本”指导自
学。近日，一本针对高中生的 《理想的读
本》（以下简称《读本》） 在台北出版，在新
书发布会上，彰化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丽
珠称参与这项工作是“暗夜传灯”。

可以自学的课本

《读本》 选文 15 篇，包括古典文学、现
代文学和译作；依据岛内高中语文教材体
例，还有一篇“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不同于
原文加注释的惯常方法，读本里的每篇选文
都有“为何选这篇”“作者与出处”“可以这
样读”“再做点补充”等内容，让学生通过学
习一篇文章，了解作者、历史、文体、同时
代的其他名家和文章。比如所选徐霞客 《游
黄山日记》 一文，在“作者与出处”目录下
以小故事概括了徐霞客的生平和当下的影响，

介绍“他的家乡马镇被改名为徐霞客镇……把
《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5 月 19 日）定为中
国旅游日……”并在“再做点补充”中讲解游记
文学：“从南北朝开始，在山水诗、赋的基础上，
已有描写自然山水的散文笔墨……”这个目
录里还介绍了“今日的黄山”，收集了历代对
徐霞客的评价：“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
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
古以来一人而己。”

记者翻阅 《读本》，感觉对于成人来说，
就算读其文，也能从导读中获得新的知识
点。导读的撰文都是台湾各大学中文系的教
授们，他们中有人自己也是诗人、作家。认
真地看完一课，的确如出版者所言，不仅能
了解中文的语法文体，提升表达能力，也能
学习国学常识，传承传统价值。

扎根人文的土壤

一反现行课本的文言文被砍，《读本》选
古典文学 9 篇，《礼记》《古诗三首》《鸿门
宴》《桃花源记》《师说》 等，都是千载永流
传的经典。此书的出版者汉光教育基金会董
事长宋具芳在发表会上表示，在碎片化阅
读、快餐式娱乐的当下，希望孩子们能扎根
人文土壤。中文建构的人文土壤为何？“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所谓佳人，在水一
方”“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无论读
到哪一句，那些“封建遗毒”说、“文言过
时”说都立刻现形为无知和别有用心。

参与 《读本》 编撰的教授们在发表会上
从各个角度表达对中文之爱，先秦文史、两
汉经史、汉诗文赋、唐代诗歌传奇、明清小
说戏曲……灿若群星，照亮我们的来时路。
教授们表示，学习文言文是为了传承祖先的智
慧，建立我们与传统的联系。文言文记载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它是我们的根基和“文
化原乡”。而白话文不仅是使用工具，它培养审
美、思考方式、价值观、判断力。在选文《孔乙
己》“可以这样读”的目录下，有这样的导读：

“落第、登第的对比人生，哭与笑的渊壤，是鲁
迅对科举的强烈控诉……”这就将读者从个人
悲剧中引入社会思考，超越了语文本身。

传递文化的基因

当下台湾的中小学教育已成为政治斗争
的战场，在多元、民主的掩护下，“去中国
化”渗透进教科书的各科目，以语文教学的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为例，这一直是台湾高
中的一个独立科目，教授的是“四书”，曾经
备受称赞的台湾民众的国学素养正是来源于
此。但2006年陈水扁执政时期这个科目被取
消，2011年马英九执政时期又恢复，但更名
为《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一字之差反映台湾
政治环境变化。在当下实行的课纲里，这个
科目的教授内容被肢解，不再体现中华传统
文化脉络。

《读本》里的“基本教材”介绍的是《论
语》 和 《孟子》，张丽珠教授在发表会上说，
传统文化与价值历久弥新，两千多年前孔子

“推己及人”的观念不就是当下提倡的“同理
心”吗？《礼记》 里的适墓不歌、临丧不笑、
临乐不叹，是同理心也是行为规范，是中国
人“莫不中礼”的风度。

出版者介绍，针对高中语文的 《读本》
计划出版 6 册，这项工作他们会继续做下
去。因为语文教育是一个民族灵魂基因的传

递，是台湾青少年的心灵教育，也是一个社
会的文化基础。

可惜的是，《读本》 发表会上记者寥寥，
对新书的反响在选举的口号和政治口水之中
也无立脚之地。记者感慨：这样一件百年育
人的工程，真的是“暗夜传灯”。

（本报台北12月30日电）

本报台北12月 30日电 （记者
陈晓星） 由张荣发基金会与 《联合
报》 合办的票选 2019年第一大新闻
活动近日揭晓。今年得票最高的是
蔡英文专机走私香烟事件。主办方
分析，这条新闻排名第一与私烟案
始末还待厘清有关，更重要的是社
会还在观察当权者的处理态度，遗
憾的是 7 月份新闻报道至今，台当
局讳疾忌医，政治责任未明，司法

也被认为是选择性办案，小官有
事，大官无责，这对台湾长远发展
没有达到激浊扬清的效果。

此外，台湾同性恋婚姻合法、
南方澳跨海大桥崩塌、韩国瑜初选
胜出成为候选人等也排名前十。主
办方表示，此次活动共有 3.3185 万
人投票，入选的14个新闻大多为负
面新闻，期盼明年能有更多正面新
闻入选。

反制语文教育“去中” 台学者“暗夜传灯”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据新华社香港 12 月 30 日电
（记者苏万明）《香港澳门台湾居民
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暂行办法”）2020年 1月 1日起
施行。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
会”）30 日下午召开记者发布会，对
此表示欢迎和支持，认为这是国家在
大湾区政策框架下推出的又一项惠
民便民重要举措，政策灵活开放，照
顾了不同市民的需要，有利于促进香
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政协常委、工联会“大湾
区关注组”召集人、荣誉会长林淑
仪表示，让内地香港人可以享受国
民待遇，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港
人的关心。

退休后在广东东莞市生活了近
10年的香港市民梁先生，今年在东
莞市医院进行了白内障手术。他表
示，在内地生活的港人，医疗费用
是一个负担。现在港人可以参加内
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大大

减轻生活负担。以东莞市为例，每
年只需交 530 元人民币左右，每次
门诊最高可报销70%的医药费。

香港市民黄先生2002年退休时
开始在广州定居，曾多次帮助香港老
年人返回香港求诊。他说，现在香港
人可以购买内地医疗保险，许多香港
人尤其是老年人非常高兴，纷纷感谢
国家多年来的努力和支持。“这一举
措相信有助吸引更多香港长者到大
湾区的内地城市过退休生活。”

在内地工作、读书和创业的香
港年轻人也将受惠于这一措施。香
港青年朱先生今年刚从广州一所大
学毕业，当前正在创业。他说原来
就很想购买医疗保险，这样就不必
每次生病时赶回香港，或者支付较
高的内地医疗费用。“这一新政策有
利于香港青年和专业人士在大湾区
拓展发展空间，香港年轻人无须为
医疗等事务而有后顾之忧，可以放
心去闯一片天地。”

在香港众多的网红打卡景点中，维多利亚
港的两岸一直名列前茅。漫步在维港两岸，市
民和游客们可以将高楼林立、灯火璀璨的景色
尽收眼底，感受东方之珠的繁华夜色。为了更
好开发维港两岸的风光、提升游客体验，香港
特区政府致力于持续优化、新设这一区域的海
滨长廊。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近日在网
志上表示，为贯彻特区政府和海滨事务委员会
倡议的“先驳通，再优化”理念，添马至会展
中心长约560米、宽约6米的海滨路段已于今年
10月提早开放供公众使用，余下休憩空间的建
造工程则继续进行，预计2021年初全面落成启
用。“未来 10年，维港两岸将设置逾 10公里的
新海滨长廊，并创造有特色的空间。”

黄伟纶认为，新海滨长廊与其采用单一
设计，不如配合每段长廊的地理环境和市民
需要，让城市设计者有所发挥，达至“段段
有特色”。

黄伟纶举例说，添马至会展中心的海滨路
段相对狭窄，主要承担连接的功能，同时也为
游客提供了多元的休憩之所。该段长廊西面正
兴建一个以“童乐园”为主题的活动区，园内
游乐设施、草坪等可为儿童提供自由活动的空
间，旁边则设有凉亭、长椅等，方便游客休
息。同时，乐园内亦设有观景小丘，供三五知
己共聚及观赏海景等。多元的设计是希望让不
同人士都可享受到这段海滨。

今年圣诞节期间，有关部门联合设计师在
添马至会展的长廊安装了两组小型维港霓虹灯
装置，希望透过圣诞老人、小精灵脚印、香港
维港景色巨型立体贺卡的设计主题，为游人带
来更浓厚的圣诞气氛。该展品的设计师关舒文

表示，霓虹灯是香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
望透过霓虹灯艺术，增添维港的色彩，为游人
增添欢乐。

另外，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已进行湾仔北
及北角海滨城市设计研究。相关单位以“重新
拉近人、水之间的距离”作为这一片都市海滨
的发展愿景，提出发展 5 个主题区，包括“庆
典主题区”“渡轮码头畔主题区”“水上康乐活
动主题区”“活力避风塘主题区”和“东岸公园
主题区”。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顺认为，上

述 5 个主题区各有特色，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
多元化的活动，也有潜力引入创新设计。他建
议主题区规划加入有吸引力的水上活动及亲水
元素，可将市民的活动区域延伸至海中。将来
市民于维港畅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海滨优化不只为‘打卡’，也希望市民可
以放慢脚步、放松心情享受生活。”黄伟纶表
示，他希望继续聆听市民的意见、与民间合
作，采纳源自生活的设计，一步一步地打造更
舒适的海滨环境。

处处有风景 段段有特色

香港维港两岸将新设海滨长廊
瑞 安

图为中西区丰物道海滨休憩用地。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香港工联会评港人可参与内地社保——

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台专机走私被票选为头号新闻

据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吴燕
霞、赵宇飞）“新发布的‘26 条措
施’对台企台胞照顾得无微不至，
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再次迎来难得契
机。”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会长黄光志说。

重庆是大陆中西部最大的台商
台胞聚集地之一。12月27日下午，来
自重庆市科技、食品、商贸等多个领
域的台商会聚一堂，畅谈“26 条措
施”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的变化。

“对我们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的
台胞来说，‘26 条措施’进一步确
保了我们的权益，解决了很多具体
问题。”黄光志认为，“26 条措施”
是对“31 条措施”的补充和延伸，
释放出满满诚意和善意。

在大陆打拼了27年的台商吕尚
奇，对“26条措施”中的部分内容
深有感触，如“台资企业可向地方
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申请担保
融资等服务，可通过股权托管交易
机构进行融资”等内容。

“过去台商在大陆要获得金融方
面的服务不太便利，现在政策放开

了，这对台商在大陆的发展是非常
大的助力。”吕尚奇说，大陆的营商
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台商对
未来在大陆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

政策利好也让越来越多台湾同
胞看好在重庆的发展机遇。台商臧
鸿远说：“重庆地处‘一带一路’与
长江经济带联结点，是西部大开发
的战略支点，区位优势明显，再加
上惠台举措的实施，重庆投资机遇
更加凸显。”

在重庆创业的台商潘建文对于
“26 条措施”中第 19 条提到的“台
湾文创机构、单位或个人可参与大
陆文创园区建设营运、参加大陆各
类文创赛事、文艺展演展示活动”
等内容，感到既惊喜又感动。

在热议各项惠台举措之余，台商
们还结合举措落实提出了意见建议。

“国家层面出台‘26 条措施’
后，我们希望在地方的落实过程中
有更多细节上的规范，这对推动台
商在大陆的发展将有很大帮助。”臧
鸿远等台商说，希望能尽快出台细
则，让大家早日享受政策红利。

随着 2020 台湾
新北祈福灯会的临
近，秦淮灯彩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顾业亮近日
正在工作室里为台湾
民众加紧赶制大型灯
彩 《九龙壁》。壁面
上的九条彩龙，或盘
曲回绕，搏浪嬉珠，
或昂首奋身，吞云吐
雾。据悉，此组大型灯
彩高5米，长16米，结
合了声、光、电、气、
控技术。图为顾业亮
在灯彩制作中。

邵 丹摄
（人民视觉）

重庆台商热议“26条措施”——

台商再次迎来难得发展契机

《读本》部分著者和出版者在新书发表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