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現在是台灣青年到大陸打拚的最佳

時機。」兩岸經營者俱樂部主席王國安昨日接受採訪時表示，31條惠台

政策的出台、「同等待遇」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台灣青年

到大陸實習就業、創業創新搭建了平台，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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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推惠台60條 助「廈台親上親」

陸鄉村振興成台青創業新機遇
台商盼複製特色小鎮農旅融合經驗

王國安涉足幼教、生活服務、零售餐飲
等兩岸連鎖產業20餘年。在他看

來，大陸蓬勃向上的經濟活力為台灣青年
創業就業提供了無限可能。他特別指出，
北上廣一線城市留給台灣青年的機會已
經很有限，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則擁有很
大空間。

機會或是台灣好多倍
「就以湖北宜昌為例，三峽、三國、屈
原、王昭君，加上每年高達6,000萬的遊
客人數，哪一樣不是資源，不是商機？」
王國安說，過去二三十年台灣在特色小鎮
和農旅融合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和人才團
隊，剛好可以與大陸鄉村振興戰略實現有
機對接。台灣青年完全可以融入鄉村振興
戰略，參與到康養、旅遊等項目的品牌打

造和產品開發中去。
「事實上，我們年輕人也希望到更大的

舞台去尋求機遇和展示能力。到大陸創
業，機會可能是台灣的好多倍。」台灣妖
怪村品牌營銷首席顧問陳玟希對王國安的
觀點表示贊同。她說，台灣大量的青年創
意團隊苦無機會，大陸的鄉村振興戰略恰
好提供了機遇和平台。

台北青創中心協助落地
兩岸經營者俱樂部總執行長卓世傑介

紹，隨着大陸惠台措施的逐步落地實施，
大陸對台灣青年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去年
底創辦的台北青創（上海）發展中心，主
要協助台灣年輕人在大陸順利落地、發
展，目前已有數十個團隊入駐，預計今年
將有大量台灣青年團隊透過該平台到大陸

各地創業就業。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就能看見兩

岸青年在大陸廣袤的農村共同創業逐夢的
景象。」卓世傑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福建廈
門市昨日正式頒佈《關於進一步深化廈台
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
稱《若干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廈門學
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廈門居民
同等待遇，促進台資企業在廈門更好更
快發展。
日前，大陸多部門推出《關於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
「31條措施」）。廈門官方指，此次《若
干措施》共有60條舉措，既貫徹落實了
「31條措施」，又結合廈門特色進行拓展

和延伸。

涵括在廈居住生活五部分
據介紹，《若干措施》涵括經濟交流合

作、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台灣同胞在廈學
習實習、台灣同胞在廈就業創業、台灣同
胞在廈居住生活共五大部分，在「31條措
施」的基礎上，增加了經濟合作、社會領
域等方面的內容。
廈門市台辦負責人介紹，這些舉措中，

結合廈門實際，先行先試率先推出的有33
條，如台資企業和台灣同胞在廈門設立企

業時可以選擇使用美元或人民幣作為註冊
資本金，在廈門經營活動中可以享有內資
企業待遇（第7條）；對無法識別、讀取
台胞證信息的系統設備限期進行完善升
級，實現電子台胞證在廈門與大陸居民身
份證同等使用（第45條）；鼓勵台灣同胞
在廈門擔任調解員、仲裁員、陪審員、緩
刑考察員、執行監督員、檢察聯絡員、法
律顧問等（第49條）；台灣同胞在廈門居
住期間參照廈門居民標準，可以個人身份
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城鄉居民養老保
險（第53條）等。

廈門市台辦負責人並透露，在舉措制定
過程中，廈門市共召開9場意見徵求座談
會，累計徵求了上百名台胞、台商、台
幹、台青、台籍師生、台配、陸配、專家
學者的意見建議。
廈門市相關負責人表示，《若干措施》

從更大範圍、更多層面為台胞在廈生活提
供便利，為台企在廈更好更快發展創造條
件；也有利於促進廈台產業融合發展，便
利廈台人民交流往來，充分體現了互利共
贏的理念，「充分體現了『兩岸一家親』
理念，更展現『廈台親上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反殖民
與台灣光復——日據時期台灣歷史圖文展」
昨日在台北市立永吉中學開幕，以豐富史料
向學子展現台灣民眾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光
榮歷史。展覽包括「誓不臣倭」、「反佔領
之戰」、「武裝抗日」、「文化抗日」等多
個單元，以60餘幅掛軸展出大量珍貴歷史
圖片。
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策展編撰

人藍博洲表示，當前台當局推行「去中國
化」教育史觀，學生在課堂上學習的歷史並
不全面，一些民眾對歷史的認識也被現實政
治扭曲。展覽以「反殖民」、「台灣光
復」、「日據時期」三個關鍵詞串聯，呈現
歷史真實面貌。
數十位台北市立永吉中學師生、台灣抗日

志士後人出席了展覽開幕式，台灣抗日志士
親屬協進會創會會長林光輝等現場講述了先
人抗日事跡。
學生呂洋愷觀展後表示，展出的史料增加

了他對台灣與大陸關係的認識。

台北校園
展出民眾抗日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當局
內部事務主管部門昨日發佈統計表示，到今
年3月底，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
比例達14.05%，相當於7個人中就有一位是
老人，台灣正式步入「高齡社會」。
據介紹，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
例達到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
14%是「高齡社會」，達到20%則稱為「超
高齡社會」。台灣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1993年就超過7%，2011年起加速增長，
2017年2月首度超過幼年人口（0至14歲）。

台邁入「高齡社會」
65歲以上佔總人口14%

■■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創會會長林光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創會會長林光
輝在展覽會上講述先人抗日事跡輝在展覽會上講述先人抗日事跡。。中新社中新社

■■台商認為台商認為，，大陸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大陸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台為台
灣青年提供創業新機遇灣青年提供創業新機遇。。圖為桂台圖為桂台（（北海北海））
農漁業合作雙創園去年動工農漁業合作雙創園去年動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西藏昌都丁青縣當堆鄉怒江河谷
區域，牧民監測員在三個月的時間內
共捕捉到56次雪豹活動影像，證明該
區域是藏東範圍內雪豹重要的棲息地
之一。
去年，西藏昌都市丁青縣與山水自

然保護中心合作，開展以雪豹為旗艦
物種的生態系統研究和保護工作，填
補了西藏對東部地區雪豹監測研究的
空白。
雪豹是中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
易危物種，被譽為高海拔生態系統健
康與否的「氣壓計」。作為青藏高原
生態系統健康程度的指示物種和旗艦
物種，雪豹近年來得到了越來越多的
關注。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項目主任趙翔介

紹，此次監測從今年1月到3月，覆蓋
了怒江河谷約300平方公里的面積，20

台紅外相機共捕捉到56次雪豹的活動影
像，除此之外，還有白唇鹿、馬麝、棕
熊、猞猁、狼、獼猴、岩羊、中華鬣
羚、黃喉雉鶉等眾多珍稀動物。
趙翔表示，從雪豹、棕熊、狼等大
型食肉動物，到赤狐、石貂等中小型
食肉動物，以及白唇鹿、馬麝等有蹄
類動物，整個怒江河谷呈現出非常完
整的生態系統。 ■圖／文：中新社

「風吹起，滿山瀰漫着櫻花的清香，我在古老的茶林裡，櫻花叢中，凝望。」

春日的雲南景邁山，雲海籠罩着大大小小的寨子，村民仙貢哼着景邁山的小調，

打開大門，迎接又一群遠道而來的客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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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竹笛演奏家唐俊喬領
銜的藝術家團隊已成功復原8,000年前中國
先民製作、吹奏的「賈湖骨笛」，並以此為
靈感創作了大型原創民族器樂劇《笛韻天
籟》。在今年5月舉行的上海之春國際音樂
節上，《笛韻天籟》將登台首演，讓人們傾
聽來自遠古的「中國之音」。
骨笛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事實上，笛是

最具中國文化韻味的樂器之一。與笛同屬中
國民族樂器的二胡、琵琶等，無不具有舶來
文化基因，惟有笛子是源自中國文化、土生
土長的樂器。上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
在河南舞陽縣賈湖村發掘出30多支用丹頂鶴
尺骨製成的骨笛。「賈湖骨笛」是中國目前
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樂器實物，也被認定為世
界上最早的可吹奏樂器。

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唐俊喬介紹說，「賈湖骨
笛」出土之際，素有「江南笛王」之譽的浙派
笛藝創始人趙松庭受邀吹奏骨笛，留下了珍貴
的音樂資料。趙松庭曾希望復原「賈湖骨笛」
並登台演奏，但他心願未了便抱憾辭世。

歷時一年試驗逾60次
2016年底，作為趙松庭的女弟子，唐俊喬
申請國家藝術基金支持繼續推動復原工作。
唐俊喬邀請資深製笛師王建宏共同復原「賈
湖骨笛」，歷時一年，試驗60餘次。根據中
國已有考古發掘的相關研究成果，先後採用
紅木、紫檀、杉木、紫竹、湘妃竹、苦竹、
樹脂合成材料等進行反覆實踐和實驗。最
終，他們以樹脂合成材料和苦竹復原出了
「非常接近」「賈湖骨笛」的音色。對比當年

趙松庭留下的音頻資料，上海音樂學院團隊復
原後的「仿製骨笛」與「賈湖骨笛」音色接
近，但音準更準確、音質更豐滿。 ■新華社

最早樂器「賈湖骨笛」復原
下月首奏8000年前天籟

雪豹頻現藏東 首季攝56次影像

■■普洱景邁山古茶林具有一千多年的種植歷普洱景邁山古茶林具有一千多年的種植歷
史史，，是茶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是茶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村民精湛的製茶手藝村民精湛的製茶手藝，，使這裡的普洱茶遠近聞名使這裡的普洱茶遠近聞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景邁機場去年景邁機場去年55月通航月通航，，讓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即時與世界零讓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即時與世界零
距離距離，，景邁山聲名鵲起景邁山聲名鵲起，，停車場泊滿遊客的車輛停車場泊滿遊客的車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雪豹在三個雪豹在三個
月內被拍攝到月內被拍攝到
5656次影像次影像。。

■上海音樂學院團隊復原後的「仿製骨笛」，
與「賈湖骨笛」音色接近。 網上圖片

34歲的仙貢居住在雲南省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景邁村，這個村子
近些年隨着景邁山聲名鵲起。景邁山
有着佔地2.8萬畝的古茶園，茶園裡
的茶樹樹齡大多在百年以上。
眼下正是春茶採摘時節。仙貢跟

人聊天時喜歡說：「我們村通了飛
機，『打飛的』來採茶的人多起來
了。」
去年5月26日，距離景邁村大約90
公里的景邁機場通航。這個位於中國
西南邊陲的村子與外面世界的距離，
一下子被縮短了許多。

茶客體驗獨有鄉村生活
來自北京的陳荔已經不止一次到景

邁山來。這裡對她來說，更像是一個
遠方的家，到了春天就想來看看。
「雖然待幾天就走，但上山採春茶，

那種體驗是都市生活裡找不到的。」
陳荔說。
大片滄桑的古茶樹，很多枝幹上長

滿了「螃蟹腳」等原生態附生物，讓
外來的茶客歡喜不已。陳荔選擇了仙
貢家的客棧休憩。當朝陽穿過山裡的
晨霧時，她和客人們三三兩兩圍坐在
火爐旁，在小院裡喝茶、聊天。他們
喜歡感受這裡獨有的鄉村生活。
看到仙貢過來，她迎上去問：「我
今天可以穿着拖鞋上山去採茶嗎？我
想自己摘自己炒，還來得及讓我帶走
嗎？」仙貢笑瞇瞇地給她一雙膠鞋，
和一張採茶製茶時間表，讓陳荔吃了
一顆定心丸。
曾經，體驗景邁人的生活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上次來的時候，我們
開了車，可山路太難走了。」陳荔
說。目前，很多客人已經放棄從普

洱、西雙版納機場轉車的習慣，越來
越多的茶客選擇乘飛機到景邁機場。
仙貢還是瀾滄景邁人家茶葉農民專

業合作社的理事長。從2010年起，
她帶領數百戶茶農走上規模化、品牌
化茶葉發展之路，隨後還開辦了客
棧、餐廳，以景邁山茶葉品牌帶動旅
遊、餐飲、住宿，再反哺茶葉銷售，
形成良性循環經濟模式。
最近十多年，景邁村通了電，路面
也得到硬化，村民家陸續有了摩托
車、汽車。他們到昆明，甚至到北京
等地學習如何賣好茶。
仙貢說，機場讓村民和外面的世界
變得更近。去年，她坐着飛機飛越大
半個中國，甚至還去了一趟意大利，
逢人就介紹景邁山。她想讓更多客人
來品嚐景邁人瀰漫着古茶香的生活味
道。

■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
出土8,000年前用丹頂鶴尺
骨製成的骨笛。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