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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兩岸同胞走近是民心所向
第七屆「大江論壇」舉行 兩岸嘉賓建言反「獨」促統

開幕式上，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
台辦副主任龍明彪表示，今年以

來，台灣各界同胞克服人為障礙，繼
續以各種方式踴躍參與兩岸交流，充
分證明兩岸同胞走近走親是大勢所
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勢力
都壓制不住、阻擋不了的，「台獨」
是絕路、是死路，注定失敗。

冀借雲端網絡打擊「台獨」
台盟中央常務副主席李鉞鋒說，兩
岸同胞是血濃於水的骨肉天親，民族
復興、國家富強的渴望深入每一個中
華兒女的骨髓血液中。台盟將繼續發
揮聯繫台灣親情鄉情的優勢，促進兩

岸融合發展。兩岸同胞要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勢力、促進祖國和平統
一，攜手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夢。
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表示，新黨長

期堅持的理念就是反「獨」促統，努
力的目標就是國家統一、民族復興，
希望全世界中華兒女都行動起來，借
助雲端、網絡等方式，共同打擊「台
獨」勢力。

兩岸互補 中華民族更有活力
統一聯盟黨主席紀欣表示，面對緊

張的台海局勢，大陸始終保持戰略自
信和定力，為反「獨」促統作出諸多

努力。台灣人民應審時度勢，作出明
智選擇。
在主旨演講環節中，剛剛結束海峽論

壇之行的新黨主席吳成典向論壇發來視
頻致辭。他指出，大陸市場大、資源豐
富、舞台廣闊，台灣同胞想法快、動作
快、年輕人有活力，兩岸互補將使中華
民族有更大的活力。兩岸中國人要發揮
智慧，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決定，讓

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
「大江論壇」是由台盟中央於2014

年創辦的兩岸民間交流平台，每年舉
辦一次。歷屆論壇主題緊扣兩岸同胞
共同關心的熱點話題，邀請兩岸政
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精英
人士、行業協會和社會組織的代表性
人士，論時局、敘鄉誼、謀善舉、獻
良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

主辦的第七屆「大江論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精英論壇，28日

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在兩岸同步舉行。近200位兩岸各界嘉賓圍繞

「促進和平統一、反對『台獨』分裂」主題建言獻策。全國政協副

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蘇輝出席論壇開幕式並會見台灣嘉賓代表，暢

敘鄉情。她鼓勵鄉親們抓住祖國大陸發展的歷史機遇，實現自身更

好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昆山報
道）2020海峽兩岸（昆山）中秋燈會9
月28日晚在江蘇省昆山市周莊古鎮以
及開發區慧聚廣場同時啟幕。國台辦
交流局局長黃文濤在亮燈儀式表示，
大陸方面將一如既往地落實落細各項
措施，為台胞分享在大陸的文化事
業、文化產業發展機遇創造有利條
件，支持鼓勵更多的台灣同胞和文化
界人士參與到中華文化傳承發展創新

的進程中來。
本屆燈會由國務院台辦指導，江蘇
省台辦、中華文化聯誼會和台灣中華
兩岸交流協會全程支持，昆山市政府
主辦。燈會分周莊燈區和開發區慧聚
廣場燈區，其中周莊燈區持續至10月
28日，開發區慧聚廣場燈區持續至10
月20日。
當晚在周莊燈區舉行的亮燈儀式

上，來自兩岸的演員和台胞代表共同

帶來了一場精彩的演出。演出以《憶
夢》《尋夢》《圓夢》《築夢》四個
篇章，用講故事的方式，通過水鄉實
景沉浸式的情景演繹，呈現一個「花
開同心夜周莊，兩岸同根共此時」的
中秋之夜。

密切昆台文化交流合作
黃文濤強調，中秋佳節是中華民族
的傳統佳節，是中華文化的精粹。中

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
屬，中秋燈會期間舉辦的兩岸花燈設
計比賽、兩岸攝影展、燈會嘉年華等
活動，將進一步密切昆台兩地文化交
流合作，也可以增進中華民族的文化
血脈認同。
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洪

秀柱通過視頻致辭指，本屆活動主題
「花開並蒂，燈映兩岸」在目前兩岸
氣氛下更顯珍貴而重要。兩岸同胞同
是一家人，中秋節是家人團聚的節
日，相信同胞手足血濃於水、千里嬋
娟的佳話千古傳唱，永不止息。

海峽兩岸中秋燈會江蘇昆山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盛世壁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首部曲》
9月28日在台灣師範大學啟幕，開幕式採用兩
岸實時視頻連線的方式，在陝西歷史博物館和
台灣師範大學同步舉行。展覽共展出40餘幅
高清數字技術打印的唐代壁畫作品，匯集《闕
樓圖》、《客使圖》等陝西地區出土的眾多國
寶級壁畫文物，這也是唐墓壁畫首次赴台展
出。

分四單元呈現唐代風貌
展覽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陝西省文物交

流協會和台灣中華翰維文化推廣協會共同主
辦，分為「長安」「風尚」「融匯」「重
現」四個單元，從宮殿建築、服飾藝術、時
尚運動、交流交往等多方面呈現出唐代的藝
術文化風貌，並輔以壁畫考古與文物科技保
護等內容，使觀眾全方位了解唐代壁畫的珍
貴所在。同時，展覽還將影像、模型與樣品
等多種展件融入不同單元來豐富觀眾的參觀
體驗，並設計了唐裝拍照、壁畫臨摹等周邊
活動，讓觀眾在欣賞壁畫的同時，也能通過
互動體驗感受大唐文化。
陝西省文物交流協會名譽會長羅文利在西

安開幕儀式上表示，古代壁畫年代久遠，質
地脆弱，對於保存環境要求非常高，因而很
少外出展覽。此次赴台展出的數字高清技術
打印的壁畫作品，選取了珍藏在陝西歷史博
物館的眾多國寶級文物，均體現唐朝多姿多
彩的生活場景，以及盛唐氣象和開放進步的
精神面貌。

台教授：促進壁畫研究高度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主任白適銘在

台北現場表示：「相信通過此次展覽，透過壁
畫上展現出的大唐成就，將極大地促進我們在
古代壁畫研究和學習上的高度。」台灣中華翰
維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陳春霖亦表示，唐代墓
室壁畫所繪製的內容就是千年前唐代真實的樣
子，是浩瀚的文化寶庫。「希望通過此次展
覽，讓我們一起攜手加強對唐墓壁畫的研究和
保護。」
據悉，唐代壁畫文化特展主要在台灣各大高

校巡迴展出，繼台灣師範大學，還將先後走進
台灣中興大學和台灣中原大學。同期還將舉辦
「由真至藝—七至九世紀唐墓壁畫藝術風格變
遷」「古代壁畫的保護修復技術」等專題講
座。
唐代壁畫文化特展是繼敦煌文化藝術展在台

巡展後又一古代壁畫文化在台展出，兩者相映
成輝，較為全面地展示中國古代壁畫藝術與文
化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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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第七屆「「大江論壇大江論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精英論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精英論壇99月月2828日開幕日開幕。。 中新中新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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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典雙是廣東援鄂醫生、暨南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的神經外科專家，近日

乘高鐵回訪武漢。臨到武漢時，列車上一
位乘客突發疾病，許典雙聽到求助廣播
後，立即前往施救。
患者是一名中年女性，因身體不適，她幾

乎說不出話，經詢問，得知患者有高血壓病
史，心臟也不大好。發病前曾表示胸悶、喘
不過氣。他檢查患者的脈搏，發現心率比較
平穩，但不排除心臟疾病。「醫生，我也有
高血壓問題，身上帶了藥，您看能用嗎？」
患者旁邊的熱心乘客拿出自己的藥物，許典
雙選擇對症藥物，讓患者舌下含服。

病人家屬：謝謝救了媽媽
不久後，列車抵達武漢站，許典雙協助

工作人員，把患者抬到站台等候區，繼續
觀察病情，過了一會，患者情況慢慢好
轉，意識越來越清晰，工作人員趕忙聯繫
其在武漢的家人。等到救護車，許典雙才
放下心來。
站台工作人員還留下了許典雙的電話。

當晚，他接到了患者兒子的感謝電話。
「謝謝您救了我媽媽！」患者兒子說，自
己母親病情穩定，目前在做進一步檢查。
這不是許典雙第一次路上救人了，幾年

前，他去廣西旅遊，曾在民宿救過一位煤
氣中毒的年輕人。治病救人是醫生的天
職，這次是他馳援湖北任務結束後，第一
次回到武漢。「沒想到還沒出站，就又救
了一個人。」

與武漢「戰友」互贈鋼筆
看到如今的武漢恢復往日繁華，許典雙

表示很開心：「現在一出站就堵車了，年
初來的時候路上幾乎空蕩蕩，當時心裏很
難受，現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真好！」讓
許典雙更感動的是武漢同行們的情誼。此
次回到武漢，許典雙給中南醫院的「戰
友」準備了鋼筆作為禮物，沒想到中南醫
院的醫生也準備了禮物，打開一看——也
是一支鋼筆，上面還專門刻了他的名字。
他表示：「都是拚過命的交情，看到大家
都安好，心裏特別高興。」
相關話題發布後衝上微博熱搜，許典雙

高鐵救人的舉動打動眾多網友：「果然醫
生不是在救人就是在救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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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開往武漢的高鐵

上一名乘客突發疾病。聽到

尋醫求助廣播後，一名回訪

武漢的援鄂醫生許典

雙施予援手。目

前，病人情況

穩定，在做進

一步檢查。

■中國之聲

■綏芬河愛情
谷風景如畫，引遊
客流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攝

海拔經緯「我愛你一生一世」
綏芬河愛情谷成情侶出遊新寵

日前，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師
奇台農場的玉米密植高產全程機械化
綠色生產技術實收測產暨現場觀摩會
上，農業農村部玉米專家指導組對中
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作物栽
培與生理創新團隊的玉米密植高產示
範田進行實收測產。結果顯示，示範
田玉米最高畝產達1,663.25公斤，打
破現有1,517.11公斤的全國高產紀
錄，實現146.14公斤的大幅提高。
該農場的玉米高產核心示範區面

積共200畝，參試品種78個。此次
測產實收面積合計30畝，結果顯
示，示範田內11個品種單產均超過
每畝1,500公斤。高產主要是由於畝
穗數和單穗粒重均有提高，其中最
高產田每畝穗數達到8,600穗，單穗
粒重達192克。中國農業科學院專家
說，該項技術經過長期研究已趨於
成熟，可穩定實現畝產1,500公斤。

■香港文匯報
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新疆玉米最高畝產1663.25公斤

「經歷了疫情大風浪，今年十一雙節，我要帶女朋友去綏芬河愛情谷宣誓愛情，我們要
愛彼此一生一世，更愛偉大的祖國一生一世！」近日，一網友在旅遊出行網站發布的帖子
引不少網友拍手盛讚，他提到的愛情谷主題公園，總佔地面積2.45萬平方米，坐落在中俄
邊境黑龍江省綏芬河市的天長山與地久山之間，地勢海拔520米，地理坐標是東經131°
北緯44°，分別諧音「我愛你」、「一生一世」。當自然風貌被注入愛情元素，自然而
然這裏便成為情侶爭相到訪的打卡勝地。
藍天白雲映襯下，天長湖波光粼粼，木棧道在湖邊的白樺林濕地中迤邐而行。大片花
田鋪展眼前，香氣濃郁撲鼻。緩步走在木棧道上，腳下流水潺潺，呼吸之間都是濃
郁的負氧離子。一旁的同心林裏，則栽植52個樹種2,300棵樹木，不少新婚夫婦或
情侶在此植下一株愛情樹，以見證幸福。公園中間，是鋪着綠色植草磚的520廣
場，據管理員介紹，常有遊人在此向心愛的人表白，甚至還有跪地求婚的，十
分甜蜜幸福。
幾位從山東來的愛好戶外運動的遊人在露營場地紮帳篷，他們高興地
說：「我們在網上看到這個地方，就趕在雙節前帶着女友來浪漫一
遊。這比我們預想的要美多了，空氣好，氛圍浪漫，像個世外桃

源，女友特別高興滿意。真是來對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黑龍江報道

■■許典雙醫生救治在高鐵上突許典雙醫生救治在高鐵上突
發疾病的病人發疾病的病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援武漢時援武漢時，，許典雙醫生和許典雙醫生和
病人家屬溝通病人家屬溝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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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典雙醫生許典雙醫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