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華中師範大學、湖北

省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主辦的首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

興」研討會昨日在湖北武漢開幕。此次會議主題為「共

謀國家統一，攜手民族復興」，來自兩岸高校和研究

機構的近百名專家學者與會。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戴

秉國在開幕式上表示，兩岸中國人不僅要一起謀劃實

現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框架、步驟，而且要攜手開

拓、前進。

■■首屆首屆「「國家統一與民國家統一與民
族復興族復興」」研討會昨日在研討會昨日在
武漢開幕武漢開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戴秉國：兩岸攜手謀劃統一框架
首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研討會武漢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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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秉國昨日在致辭時表示，百
年來中國人民的奮鬥歷程告

訴我們，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一
直是華夏兒女孜孜以求的目標。
兩岸中國人不僅要一起謀劃實現
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框架、步
驟，而且要攜起手來一同開拓、
前進。完成國家統一與實現民族
復興相輔相成，這是一項非常偉
大也非常艱巨的歷史性工程，我
們要以更多的細心、耐心和恒心
來逐步接近並最終完成這一目
標。同時，我們既要尊重客觀
規律，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
積極佈局、策劃與實踐。兩岸
學者可以走在前面，多做這方
面的工作。

營造穩定環境創造條件
針對當前兩岸形勢，他提出四
點看法：第一，堅決反對與遏制
形形色色的「台獨」分裂勢力與
活動，切實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
完整。第二，堅定地走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道路，積極推進祖國和
平統一進程。第三，密切關注影
響中國統一與民族復興的外部因
素，防止外部勢力損害中華民族
整體利益。第四，大力為國家統

一與民族復興營造穩定環境，積
蓄力量，創造條件。
據介紹，鄂台淵源深厚，在台

湖北籍同胞有20多萬人，常住湖
北台胞有3,000餘人，每年在湖
北高校就讀台生約500人。截至
去年底，湖北已有近2,700家台
資企業、19個台資園區、一個台
資企業創新服務示範基地，台企
投資總額逾225億美元。

有能力和條件爭取統一
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致辭表

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
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崇高使命，
也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
史必然。儘管解決台灣問題還會
面臨很多困難、風險和挑戰，但
隨着大陸的穩步發展，我們將更
有能力和條件爭取祖國完全統
一，這是完全可以預言的。
此次研討會由華中師範大學台

灣與東亞研究中心承辦。會上，
兩岸專家圍繞「兩岸關係發展與
國家統一框架設計」、「兩岸共
同推進民族復興進程中面臨的風
險與應對」、「影響中華民族復
興進程的國際因素」等議題展開
了深入研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湖北省「千
崗迎台青」台灣青年實習就業招聘會昨日在武
漢舉行，來自湖北、北京、廣州、重慶、南京
等地及台灣共計200餘名台青到場。此次招聘
會通過線上、線下方式面向台青提供崗位近
2,900個。
線下依託武漢大學「2018年實習實訓春季
校園供需見面會」，在160個展位中專設20
個展位，面向台青提供260個實習和就業崗
位，涉及金融管理、電子信息、醫藥生物、媒
體娛樂等行業。

涵蓋高管和普通職位
線上，主辦方把前期徵集的23家企業1,014

個崗位信息，發佈在湖北公共招聘網及微信公
眾號上。台青通過台胞證註冊，可隨時了解招
聘信息，與心儀的企業建立聯繫。後續還有近
1,900個崗位，也會陸續在網上發佈。參與招
聘會的既有台灣富邦華一銀行、漢口銀行等金
融機構，也有華工科技、人福醫藥等上市公
司，還有湖北日報傳媒集團、長江產業投資集
團等單位。崗位安排上，既有年薪20萬元

（人民幣，下同）的高級管理人員崗位，也有
年薪5萬至10萬元的普通崗位。
漢口銀行此次拿出30多個就業實習崗位定
向招收台青，崗位涉及監事會辦公室、審計
部、營運部、發展規劃部等多個部門。
23歲的孟晨亞來自台中，去年5月從美國愛
荷華州立大學畢業。「大陸科技、工業技術
等發展迅速，市場廣闊，有更多機會。」孟
晨亞表示，正尋找與設計或市場行銷相關的
工作。
在大陸求學7年，北京體育大學體育經濟與
產業博士生陳文成此行除了尋覓中意的工作
外，他還忙着搜集招聘資訊，打算回去分享給
更多的台青。
為方便台青深入認識湖北，主辦方還藉着

此次招聘會舉辦台灣青年荊楚創意文化體驗活
動，邀請在鄂創業台青分享創業經驗；組織台
青參訪台灣青年創業就業實習基地、知名台灣
青年創業企業等。
據湖北省台辦主任李建紅介紹，此次招聘
會是湖北「千崗迎台青」計劃的首秀，也是湖
北落實惠台相關措施的重要舉措。

湖北近2900職位聘台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刑事局」昨日宣佈破獲近10年
最大宗走私軍火案，從香港海運到台
灣的一個貨櫃內起出109把槍械和上
萬發子彈，初估黑市價約4,000多萬
元（新台幣，下同，約合1,058萬港
元），檢警逮獲領貨的陳姓男子等
人，正追查主嫌。
「刑事局」副局長廖宗山說明，4
月29日基隆海關執行貨物查驗時，
發現一個從香港海運的貨櫃內疑似
放有違禁物品，稽查後發現，貨櫃
內有兩台製造塑料產品專用機器的
注塑機夾藏大批槍械、子彈，立即
通報檢警。
警方清查發現兩台注塑機內藏有制

式槍械109把，包括短槍102把、長
槍5把、衝鋒槍一把、霰彈槍一把，
以及1.2378萬發各式槍械子彈。更
令警方訝異的是，該批軍火每把槍皆
已裝滿子彈、上膛。

逮取貨6人 主嫌追緝中
前日下午，貨櫃被移出海關，警方

監控後得知，貨品送往新北市三峽區
某倉庫，警方埋伏後逮捕開倉庫取貨
的24歲陳姓男子等6人。沒有前科的
陳男供稱，透過網絡應徵工作，對方
要求到倉庫領貨就有10萬元費用，
不清楚內部物品，其餘5人只是到場
幫忙搬貨。
警方指出，背後主嫌仍待追緝，且

搜出槍械中有部分磨損，不排除是二
手槍械，可能從東南亞輸出，再輾轉
運到香港，走私台灣。
據悉，台灣「刑事局」曾在2009
年底時，破獲史上最大宗的181支走
私黑槍，當時花了3年才破案，購槍
來源是菲律賓的軍隊流出。

■■孫亞夫孫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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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秉國戴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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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破近10年最大軍火走私案。圖
為在來自香港的貨櫃內起出109把槍
械。 中央社

敦敦煌古譜是唐代世俗歌舞樂煌古譜是唐代世俗歌舞樂，，抄寫於長興抄寫於長興
四年四年（（933933年年））前前，，譜式為琵琶譜譜式為琵琶譜，，封存於封存於

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光緒二十六年光緒二十六年（（19001900年年））重見天重見天
日日，，但又輾轉流落到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但又輾轉流落到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古古
譜共有譜共有2525首樂曲首樂曲，，分別為分別為：：《《品弄品弄》》、、《《傾杯傾杯
樂樂》》、、《《急曲子急曲子》》、、《《長沙女引長沙女引》》、、《《撒金砂撒金砂》》、、《《伊伊
州州》》、、《《水鼓子水鼓子》》等等。。古譜素有古譜素有「「千年天書千年天書，，百百
年解譯年解譯」」之謂之謂，，因為記譜使用的符號形似日文因為記譜使用的符號形似日文
的假名的假名，，極其晦澀極其晦澀，，解譯困難解譯困難。。千年以前的譜千年以前的譜
樂樂，，百年間學者們皓首窮經百年間學者們皓首窮經，，孜孜不倦孜孜不倦。。
最早致力於敦煌樂譜解讀的最早致力於敦煌樂譜解讀的，，有法國漢學家伯有法國漢學家伯

希和希和、、日本人古譜學家林謙三日本人古譜學家林謙三，，接着中國學者也接着中國學者也
開始着手研究開始着手研究——任二北任二北、、饒宗頤等都先後發表饒宗頤等都先後發表
過相關著作過相關著作。。樂器學家應有勤樂器學家應有勤、、作曲家趙曉生與作曲家趙曉生與
譚盾等國內學者譚盾等國內學者，，後繼也進行過研究後繼也進行過研究。。

提出與前人不同提出與前人不同「「掣拍說掣拍說」」
其中其中，，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陳應時老先生可謂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陳應時老先生可謂

獨樹一幟獨樹一幟，，從從19791979年關注年關注《《敦煌琵琶譜的解讀敦煌琵琶譜的解讀
研究研究》》，，至今已有四十載至今已有四十載。。其間發表敦煌古譜其間發表敦煌古譜
研究論文研究論文5050多篇多篇，，專著一部專著一部，，成果斐然成果斐然，，享譽享譽
國內外國內外。。

陳應時發現陳應時發現，「，「這些譯譜無疑都各具價值這些譯譜無疑都各具價值，，
但仍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但仍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還有必要在還有必要在
解譯上下工夫解譯上下工夫。。尤其是敦煌古譜中的符號尤其是敦煌古譜中的符號，，究究
竟代表什麼竟代表什麼？？任二北是詞學家而非音樂家任二北是詞學家而非音樂家，，陳陳
應時認為他的觀點值得商榷應時認為他的觀點值得商榷。。陳應時開始了自陳應時開始了自
己的研究己的研究，，他從北宋沈括他從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筆談補筆談》》
和南宋張炎和南宋張炎《《詞源詞源》》中中得到啟發得到啟發，，於於19881988年發表年發表
了論文了論文《《敦煌樂譜新解敦煌樂譜新解》》和和2525首譯譜首譯譜，，提出了提出了
與前人不同的與前人不同的「「掣拍說掣拍說」」（（指節拍節奏指節拍節奏）），，對敦對敦
煌曲譜的定弦煌曲譜的定弦、、節奏節奏、、同名曲重合等疑難問題同名曲重合等疑難問題
作了合乎邏輯的解譯作了合乎邏輯的解譯。。而且他所解譯的旋律通而且他所解譯的旋律通
順悅耳順悅耳，，調性調式感清晰調性調式感清晰，，樂句結構嚴謹樂句結構嚴謹。。

打破日學者壟斷話語權打破日學者壟斷話語權
2020世紀以來世紀以來，，國際敦煌譜研究成就的最高話國際敦煌譜研究成就的最高話
語權一直為日本學者壟斷語權一直為日本學者壟斷，，而陳應時憑藉一次而陳應時憑藉一次
次發人所未聞次發人所未聞，，終於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學者的終於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學者的
後來居上後來居上。。
他不僅潛心研究他不僅潛心研究，，還與日本東川清一還與日本東川清一、、英國英國

畢鏗畢鏗、、美國趙如蘭等國際學者互動美國趙如蘭等國際學者互動，，將海外學將海外學
者研究成果中譯十餘篇者研究成果中譯十餘篇。。從從19871987年第一次跨出年第一次跨出
國門赴澳洲講演起國門赴澳洲講演起，，陳應時先後應邀任英國女陳應時先後應邀任英國女

皇大學皇大學
訪問學者訪問學者、、應應
聘任英國劍橋大學基茲學院聘任英國劍橋大學基茲學院
訪問教授訪問教授，，並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並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國立音樂國立音樂
大學大學、、大阪大學大阪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武藏野音樂武藏野音樂
大學大學、、日本音樂學會和東洋音樂學聯席例會等日本音樂學會和東洋音樂學聯席例會等
世界各地巡迴講學世界各地巡迴講學。。同時同時，，他把流散到海外的他把流散到海外的
敦煌文獻原件都找來細細研究敦煌文獻原件都找來細細研究。。
此外此外，，陳應時還傾力將古譜用舞台藝術呈陳應時還傾力將古譜用舞台藝術呈
現現，，給公眾更直給公眾更直
接的感知了解接的感知了解。。
19891989年年，，他發起他發起
成立中國古樂成立中國古樂
團團，，舉辦舉辦《《唐朝唐朝
傳存的音樂傳存的音樂》》音音
樂會樂會，，奏唱了奏唱了
日日、、英英、、德德、、中中
等國學者解譯的等國學者解譯的
敦煌曲譜及其他敦煌曲譜及其他
唐傳古譜唐傳古譜。。

昨日是農曆二十四節氣中的立夏，
北京市海淀區蘇家坨鎮西小營村舉辦
「立夏粥」民俗活動，吸引十里八鄉
上萬人參與品嚐。

讓村民感受非遺精髓
北京市海淀區蘇家坨地區「食粥度立

夏」的習俗已百年有餘。2009年，蘇家
坨鎮立夏習俗活動被列為海淀區非物質
文化遺產項目。此次「立夏粥」民俗活
動旨在讓廣大村民感受非物質文化遺產
精髓，增進鄰里之間的感情。
每年立夏這一天，支鍋熬粥成為西

小營村村民的重大節日。昨日凌晨4
點左右，當地村民們就開始忙碌起
來，由各村德高望重的老人負責組
織，大家分工合作，有準備蔬菜的、
有準備碗筷的、有專職熬粥的，十幾
樣榖物和豆類放在一起精心熬製。經
過個把小時慢火熬煮，粥香四溢，全
村的男女老少都拿碗自取，就連路過
的遊客也參與其中。
村民與遊客一起「食粥度立夏」，

歡聲笑語，其樂融融，整個蘇家坨鎮
沉浸在歡樂祥和的氛圍中，成為蘇家
坨鎮一道亮麗的風景。

今年立夏恰逢周六，前來喝「立夏
粥」的民眾比往年多。兒子在蘇家坨
駐鎮部隊工作的張繁華帶着孫子一早
趕來，他說，蘇家坨地區民俗文化氛
圍濃厚，今天參加「立夏粥」的習俗
活動，就是讓孩子感受濃濃的傳統文
化，了解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與往年不同，今年熬粥的炊具是六
口電鍋，不僅環保而且安全。這幾
年，村裡熬粥的炊具不斷變化，從燒
柴到燒燃氣，再到今年使用電鍋，表
明蘇家坨鎮村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
高，環保意識不斷增強。 ■中新社

此次音樂會選取了陳應時
研究成果中的解譯精品，再
經作曲家尋律編配。表演形
式多樣，既有民族室內樂，
又有民族管弦樂。在樂隊編
制上，打破了原有琵琶單聲
部旋律，加入了人聲（歌唱
家方瓊演唱）、竹笛（竹笛
演奏家唐俊喬等吹奏）與笙
等吹管樂器、古琴（古琴演
奏家戴曉蓮等演奏）與古箏
等彈撥樂器、編鐘與排鼓等
打擊樂器，還選用了二胡、
中胡等拉弦樂器、柳琴等近
代民族樂器，旋律更具歌唱
性，音效更為活潑靈動。

■北青網

解譯敦煌古譜四十載解譯敦煌古譜四十載
滬教授重現千年仙樂滬教授重現千年仙樂

對於百餘年前在

敦煌莫高窟發現的

唯一一卷古樂譜，

坊間一直流傳着

「千年天書、百年

解譯」的說法。世

界各地的學者孜孜

以求破譯古譜的鑰

匙，其中屬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教授陳

應時走得最遠，觀點尤為獨樹一幟。第

35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古樂．

新聲」——陳應時解譯敦煌古譜音樂會

昨日在上海賀綠汀音樂廳舉行，用一台

全民族樂器演奏音樂會，回應了陳應時

半生的研究碩果，讓沉寂千年的古老音

符在當代再次打動人心。 ■北青網

經作曲家尋律編配經作曲家尋律編配
音樂會奏研究成果音樂會奏研究成果

■陳應時 網上圖片

■ 敦煌樂譜（部
分）。 網上圖片

傳承傳統民俗文化 京逾萬人立夏喝粥

■■北京舉行立夏喝粥北京舉行立夏喝粥
民俗活動民俗活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工作人員在煮「立夏粥」。 網上圖片

5月 1日的上午
還是晴空萬里艷陽
高照，下午一場大
雨讓人猝不及防。
住在樓上的浙江寧
波大爺，發現樓下
衣物未收，從自家
窗戶裡撐起兩把

傘，試圖為樓下鄰居
的衣物遮風擋雨。大
爺可能沒想到，他這
樣一個暖心的舉動，
被對面的住戶拍下來
傳上網，成了「網
紅」。 ■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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