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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诉亲情思念

在台湾同胞心里，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最
重要传统节日，许多习俗代代相传，当中最具特
色的就是吃柚子。在我国闽台地区，“柚”与

“佑”“有”“游”谐音，柚子也就有了“佑子”
“有子”“游子”三重寓意，成为台胞中秋佳节祈
福、团聚必不可少的吃食。

在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以“月圆两岸·爱
在临海”为主题的台胞台属过中秋活动近日举
办，30余名工作、生活、学习在临海的台胞台属
欢聚一堂，大家围聚在烤炉旁，吃烤肉、剥柚
子，迎着习习凉风，与台湾的亲人连线互诉亲
情。“中秋是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剪不断的是相
同血脉下的亲情。无论时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
同文同种的一家人。”台北临海同乡会副理事长
陈荫华在视频连线时说。

以“情满中秋两河缘 诗情画意一家亲”为
主题的 2022 年京台迎中秋诗会，则在童声合唱

《卢沟谣》 中拉开序幕。来自北京丰台与台湾高
雄的 200 余名乡亲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聚首

“云端”，分享诗歌、书法、乐器、茶艺等文艺节
目。人在北京会场的台胞蔡幸娟隔空听到来自老
家高雄的乡音，心情有些激动。“口音特别亲
近，那一刻有些想家。”她说，以前中秋节，家
人和街坊邻居会在自家院落或门前烤肉、吃柚
子，小孩子玩到很晚，很欢乐；来到大陆后也不

孤单，中秋节有热闹的家庭聚餐和赏月活动，共
享团圆。

在福建福州“月满同聚一家亲——福州市晋
安区岳峰镇‘迎中秋’两岸邻里文化周”活动现
场，台湾青年柯承妘用竹笛演奏了《月亮代表我
的心》和《花好月圆》。“这两首曲子讲述了美好
的月亮和美好的生活，希望两岸的朋友、亲人同
享这个中秋节，越来越好。”柯承妘说。

传承中华文化

两岸的中秋习俗虽各有不同，背后承载的
都是两岸中国人对花好月圆、中秋团聚的共同
期待，也蕴藏着中华儿女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
传承。

在山东省济南市，“两岸一家亲 共赏团圆
月”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日前举办，济南、台北
两地活动现场 130余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
赏民俗表演，分享团圆月饼。山东快书、山东小
调等节目饱含特色，乡音缭绕、乡情浓烈，剪
纸、捏面塑等民俗表演则妙趣横生，传递着淳朴
的乡土气息。

上海市徐汇区和台北市北投区也通过视频连
线方式，举办了“民俗庆中秋”活动，沪台两地
同胞以传统文化和民俗表演互致祝福。视频这一
端，海派面塑第三代传人汤健现场塑成活灵活现
的“玉兔捣药”；另一端，北投居民也送上了充
满中华传统文化韵味的舞蹈《星月神话》和《太

极扇舞》，传递着对隔海相望的骨肉同胞的思念。
入夜，融合了江南风韵和台湾特色的主题花

灯照亮江苏昆山周庄古镇。今年的海峡两岸 （昆
山） 中秋灯会以“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为主
题，分别于9月7日和8日晚在昆山开发区慧聚广
场、旅游度假区 （周庄古镇） 亮灯，持续至10月
7日。

与中秋灯会同期举办的还有13项两岸文化交
流、灯会嘉年华、主题宣传及文旅消费等活动。
在昆山慧聚广场，一对高达7米的妈祖花灯喜迎
八方来客。一旁的台湾风情文旅商业街上，蚵仔
煎、大肠包小肠等台式美食店铺在红砖厝、红墙
燕尾脊间依次排开。“中秋佳节是阖家团聚的日
子。因工作不能回乡团圆的台胞，在昆山可以品
尝到台湾的美食、看到台湾的花灯，在昆山就像
是在台湾，‘此心安处是吾乡’。”昆山市台湾同
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孙德聪说。

增强交流合作

在云南昆明第四届“七彩云南·相约台湾”
主题日暨2022年中秋茶话会活动现场，100余名
在滇台胞台属欢聚一堂，共度佳节、共话团圆。
主题日展示了云台文化经贸、两岸婚姻群体、台
青在云南等交流活动，介绍了近年来云南和台湾
山海相望、血脉相连、文化相融的深情厚谊。

“在当前形势下，文化交流活动仍能如期举办，
更显弥足珍贵，说明两岸民间交流力量的强
大，两岸人民对交流往来的殷切期盼。”中国国
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
秀柱说。

在福建省福州市，19名在榕创业、就业、求
学的马祖乡亲相聚一堂，聊亲情、促融合。马祖
青年曹立人说，马祖与福州仅一水之隔，两地衣
食方式、民俗文化建筑风格相同，他在榕生活创
业如鱼得水。“尤其是我祖籍又是福州长乐，所
以感觉回到了老家一样。”曹立人期待“小三
通”早日复航，两地交流合作更加密切，台胞在
大陆获得更好发展。

朗诵诗歌 《乡愁》、做手工月饼……由甘肃
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中秋茶话会近日在兰州
举行。来自台湾云林县的53岁台商陈伟振在联谊
会上唱了一首 《两岸兄弟》。他 23 岁来大陆求
学、工作，从大陆东部沿海转移到西部地区打
拼，在兰州工作10余年。鼓励年轻人来大陆寻找
发展机遇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西部发展潜力
巨大，有很多突出优势，教育、医疗、农产品都
是两岸可深挖合作的领域。”陈伟振说。

甘肃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秘书长黄跃
金表示，两岸同胞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是割
不断的亲情、隔不开的乡情。希望两岸同胞以共
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纽带，加强联系沟通，
同心同行，携手打拼，促进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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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团圆夜，明月寄相思。在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海峡两岸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活动热闹
亮相，吃月饼、赏花灯、剪纸、捏面
塑，寄托着中华儿女期盼月圆人圆、喜
乐平安的美好心愿。为了增进海峡两岸
同胞情谊，大陆各地在中秋节前夕举办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两岸同胞一起共话
佳节、共叙亲情、共享团圆，其乐融融。

▶ 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书画交流现场。
宋 阳摄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郁源、
魏梦佳、龚哲） 在刚刚闭幕的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
生服务”专题展中，由广东省人民政府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开发的粤
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精彩亮相。

近年来，中医药在创新研发和国
际推广中取得快速发展。记者了解
到，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针对
中国同葡语国家中医药技术交流与产
品贸易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有力提升
了中医药在葡语地区的影响力。

2011 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
协议》的第一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
启动。得益于澳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
广东的创新研发基础，产业园搭建粤
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以医带
药”的模式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助力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产学研技术

和产品转化应用，发展大健康产业。
在国际化推广方面，产业园大力

推动中医药交流基地建设、国际教育
培训和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为推
动中国和葡语国家传统医药交流互
通、拓宽中医药企业在葡语国家市场
作出积极贡献。

2018 年，产业园发挥澳门对葡
语国家的窗口作用，成立“国际青年
中医生交流基地”，为海内外青年搭
建交流学习平台。截至目前，该基地
已开展逾 30 期中医药专业培训、中
医外语专业培训、交流沙龙、海外实
践等活动，与葡萄牙、莫桑比克、佛
得角等国家和地区的十所中医药高校
开展交流合作。

近年来，中医药在全球疫情防治
中显现独特优势，受到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今年8月，国际青年中医生交
流基地开设“小银针中医课堂”，邀
请多次奔赴一线抗疫的中医药专家，

分享在新冠肺炎的预防、治疗和康复
中的中医治疗经验，吸引了青年中医
的广泛参与和互动。

同时，产业园通过开展国际教育
培训，拓展葡语国家中医药市场。产
业园以澳门为窗口、莫桑比克为试点，
创新“以医带药”的国际化推广模式，
并在佛得角及周边国家复制推广。至
今，产业园已合作举办17期面向葡语
系国家的中医药主题培训及研修项
目，来自葡语国家卫生及传统医药领
域的官员、技术人员、公立医院医生
和理疗师等专业人士参与学习。

产业园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经理王
丹表示，产业园根据在莫桑比克、佛
得角等葡语国家的调研及走访情况，
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开展中医特色疗
法培训，在前期培训推拿、拔罐、艾
灸等非侵入式疗法之后，逐步增加了
基础针灸课程。其中，在莫桑比克所
培养的当地公立医院医生、理疗师及

药剂师，已为超3万人次的莫桑比克
患者进行了中医疗法治疗，临床治疗
反馈较好。

此外，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以葡语国家为切入点，为中医药产
品国际注册和贸易提供服务。通过商
贸对接会、政府间合作等形式，产业
园已在莫桑比克取得九款中药的注册
批件。在巴西市场，产业园也帮助国
内七款中药产品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
上市许可。

今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指
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
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和走向世界。在
以“发展传统医药，推动人类健康共
同体”为主题的服贸会中医药展区，
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代表
的中医药产业园区，不断深耕自身优
势，为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作出
积极贡献。

粤澳合作提升中医药在葡语地区影响力

本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汪
灵犀）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日应
询表示，9 月 5 日，四川甘孜藏族
自治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灾情发生后，台
湾各界通过各种形式向灾区表达关
切慰问，台商台企踊跃向灾区捐款
捐物。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国台办：

对台湾各界关切慰问四川甘孜泸定县地震表示感谢

本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金
晨） 记者 8 日从四川省台办获悉，
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发生后，大陆
台胞台企及相关组织纷纷响应、捐
款捐物，以不同方式向受灾民众表
达关心问候，送上同胞真情。

6日下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
州慈善总会收到首笔来自台资企业
的 100 万元 （人民币，下同） 捐
款。捐款方广达集团全资子公司达
丰 （重庆） 电脑有限公司董事长、
台商黄健堂表示，作为扎根重庆的
台资企业，不仅川渝一家亲，两岸
更是一家人，会持续关注灾情发展
和灾后重建工作。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7 日向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捐款
100 万元，用于支持甘孜州泸定
县、雅安市石棉县及周边受灾地区
的紧急救援、受灾民众生活救助、
救援队伍支持以及灾后重建等工

作。全国台企联表示，希望通过温
暖的“台商力量”，为地震救援和
灾后重建尽绵薄之力，帮助受灾地
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此外，由四川台资企业康师傅
集团成都生产基地和旺旺集团成都
总厂捐赠的食品、饮用水等总价值
超100万元的救灾物资也已送至受
灾地区。许多台胞台企、川籍陆
配和两岸婚姻家庭也心系灾情，
力所能及通过官方公布的捐赠账
号进行捐助，并利用社交媒体发
出抗震救灾倡议书，全力支持抗震
救灾工作。

据悉，截至8日上午10时，大陆
台胞台企向地震受灾地区捐款捐物
总价值超过 365 万元。四川省台办
表示，将第一时间落实台胞台企爱
心援助，确保各项物资尽快送达受
灾地区，并及时摸排台胞台企受灾
情况，积极协助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大陆台胞台企积极捐款捐物
支援四川泸定抗震救灾

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华
颂——2022年黄河非遗大展”日前在内蒙古展览馆开展。本次展览
分为“同源共生”“心手相传”“锦绣和鸣”“滋养生息”4个部分，通过图
文叙述、实物展品、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示200多个非遗项目。

图为观众在欣赏非遗铜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制作的蒙古族
头饰。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中华颂——2022年黄河非遗大展”举办

作为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建设中的温玉
铁路是长三角经济区连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便捷通道，也是连接长
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设计时速 350 公里，预计在
2025年建成通车。图为玉环市温玉铁路漩门湾特大桥施工现场，铁
路工人正进行焊接作业。 段俊利摄 （人民视觉）

浙江玉环：铁路大桥建设有序推进

新华社台北9月8日电（记者
齐湘辉、岳夕彤） 记者8日从台湾
旺旺中时文化传媒获悉，由其主办
的海峡两岸 DS （DIGISOUL） 数
字艺术节近日举办在线发布会，希
望通过 DS 数字艺术奖大赛发掘、
培养两岸优秀产业人才。

海峡两岸 DS 数字艺术节由台
湾旺旺中时文化传媒主办，中国文
化管理协会指导，北京大学新媒体
营销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线
发布会吸引了两岸 12000 人与会，
共同探讨两岸数字艺术创作现状及
前景。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陈刚表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
动，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让年轻
一代共同推动元宇宙发展，进入未
来新的传播形态。

发布会公布 DS 数字艺术奖大

赛举办办法。赛事将围绕未来生活
及消费升级所影响的艺术创作趋
势，邀请各专业高校及自由艺术
家、设计师等跨专业人士，共同创
作展现未来生活新风貌。

据悉，参赛作品将按照数字平
面组、数字影像组、数字立体组三
大类别进行评选，将评出全场大
奖、金奖、银奖和铜奖等奖项，预
计于12月揭晓结果。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常务副主席
梁鑫华作为指导单位代表在发布会
上发言。他表示，DS 数字艺术奖
是首个在两岸举办的数字艺术创作
赛事，一方面希望在元宇宙相关技
术的赋能下，充分激发两岸艺术家
创作灵感，促进两岸文化深度交
流；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数字艺术作
品，让世界了解科技赋能的中国文
化崭新的面貌。

海峡两岸DS数字艺术奖大赛征集作品

▲ 9月8日，2022海峡两岸 （昆山） 中秋灯会在江苏省昆山市周庄古镇举行亮灯仪式，吸引不
少民众前往观赏。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