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峡两岸青年
闽南文化研习营开营

本报讯 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

闽南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由闽南师范大学主办的2018海峡两岸

青年闽南文化研习营7月2日在福建漳

州开营。台南大学、金门大学、玄奘大

学以及闽南师范大学师生40余人参加

开营式。

此次研习营活动为期7天。活动期

间，营员们将走访漳州、厦门、泉州三

地，在充分感受闽南文化的同时，通过

讨论、座谈交流、实地考察和文艺联欢

等形式领略丰富多彩的闽南文化。其

间，两岸师生还将实地考察林语堂纪念

馆、南靖土楼、泉州开元寺、闽台缘博物

馆、晋江五店市、厦门科技馆等文化遗

址与展馆，感受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领略闽南的风土人情。

（记者李琳毅）

闽台关系档案图片展
走进金门

本报讯 6月29日-7月1日，由福建
省档案馆、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

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福建省档案学

会、金门县宗族文化研究协会、台湾金

门同乡会总会联合主办的，以“文脉流

长——科举制度在台湾”为主题的闽台

关系档案图片展在金门县展出。科举

考试是闽台关系中割不断的纽带，展览

通过回顾科举制度在台湾的实施发展

历程，直观生动地展现了科举制度对台

湾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据介绍，清康熙统一台湾后，开始

在台湾系统地实施文化教育，建立各级

教育行政机关，设立府县厅儒学。清政

府在台湾施行了200多年的科举制度，

在与福建一体筹划录取的基础上，专门

为台湾考生设立了保障名额，同时还采

取“官送”等保障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台

湾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从而培

养了台湾社会崇尚文化的风气，促进了

全台湾的开发。 （记者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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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牵挂》歌词

“进也无步，退也无路，漂

泊男儿一时的糊涂，面对过去

的错误，势如破竹拼前途，一

心一意想要来弥补。”近段时

间，石狮街头巷尾都在传唱一

首闽南语歌曲《永远的牵挂》，

这首歌的MV上传腾讯视频

不久就获得近四万的点击率，

原创闽南歌在腾讯视频能有

这么高的点击率的确不俗。

这首歌是台湾著名音乐人郭

之仪为泉州春晚剧中人物、新

加坡华裔青年郭和平量身打

造的，由石狮籍的闽南语歌手

阿文演唱的。

阿文本名叫郭和平，是土生

土长的石狮永宁郭坑回族村

人。从小就热爱唱歌的他，

1999年毕业后到厦门实习工

作，200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参

加厦广音乐台《鹭岛新人榜》比

赛，得到评委老师的一致认可，

获得了年度亚军及个人最佳台

风奖的成绩，成为“厦广音乐台

十佳签约歌手”。在厦门期间，

经由朋友介绍，阿文白天在酒

店财务部上班，晚上到酒吧驻

唱，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在兼职

了三个月多之后，阿文辞掉酒

店工作专职在酒吧驻唱。

“在外十几年间也转行经营

过手机店、做过网络等很多与

音乐无关的行业。”直到2011

年回到石狮，因为那颗热爱音

乐追求梦想的心，阿文开始学

习闽南语歌唱，参加了泉州电

视台《唱歌拼输赢》栏目比赛，

重新走上音乐这条路。当年获

得《唱歌拼输赢》年度五强，后

又获得第六届《唱响石狮》总冠

军和第六届《海峡两岸歌星选

拔赛》亚军。2011年开始加入

泉州春晚的大家庭，担任老太

嬷在新加坡五世孙角色。

郭之仪是台湾著名音乐

人，作为台湾金曲制作人，他

连续七届担任台湾金曲奖评

审、担任过“五灯奖”“21世纪

新人排行榜”“新人歌唱擂台

赛”评审以及“海峡两岸闽歌

赛”总评。郭之仪还是台湾著

名歌手萧敬腾的恩师，正是九

年前郭之仪担任歌唱擂台冠

军赛总评时极力推荐萧敬腾，

才造就了萧敬腾在华语乐坛

的地位。近些年来唱片市场

萎靡不振，郭之仪却逆流而

上，又制作上百张流行专辑，

发表的作品已达千首。如江

蕙《风中的蜡烛》、向蕙玲《爱

甲超过》、袁小迪《兄妹》、陈雷

《妈妈的皱纹》、苏振华《换帖

兄弟》、王识贤《意难忘》等一

大批经典曲目在两岸传唱。

台湾很多歌星都喜欢演

唱郭之仪老师的作品，如陈

雷、翁立友、袁小迪、向蕙

玲 、黄乙玲 、孙淑媚、王识

贤、王杰 、黄品源、洪荣宏、

罗时丰、叶启田、杨宗宪、孙

协志、黄妃、蔡小虎 、黄文

星、曾心梅、江蕙 、张秀卿、

吴淑敏、陈小云、许富凯、苏

振华、庄振凯、林俊吉、戴梅

君 、洪百慧、蔡佳麟 等。有

的歌手也因演唱郭之仪老师

的作品而一举成名。有不少

歌星也因演唱郭之仪作品而

获得台湾音乐最高奖“金曲

奖”或入围“金曲奖”：金曲歌

后江蕙、黄文星勇夺闽歌金曲

歌、曾心梅勇夺金曲歌后等；

入围金曲奖有：黄妃/许富凯、

陈雷/曾心梅、郭婷筠、蔡佳

麟/陈怡婷/林孟宗、蔡小虎/黄

思婷、许富凯（首张专辑）。

2017年郭之仪应邀到石

狮担任纳亚音乐基地校长。

头顶着泉州闽南语音乐学会

常务副会长、石狮流行音乐学

会执行会长、石狮市音乐家协

会副秘书长光环的郭和平始

终有一个心愿：一直期待有一

首属于自己的歌曲。在一次

偶然的机会，郭和平结识了郭

之仪。同一姓氏，又加上对音

乐的共同喜好让郭之仪郭和

平两人一见如故。

在了解了郭和平在1999

年毕业后就开始“勾搭”上音

乐后，郭之仪决定为郭和平创

作一首歌曲。郭之仪老师为

郭和平量身打造了属于他自

己的第一首闽南语单曲作品

《永远的牵挂》，发布后得到了

大家一致的好评和认可。“终

于有了自己的歌，否则一辈子

都要翻唱别人的歌”。这首歌

的成功使郭和平十分感激郭

之仪老师为其创作的这首歌。

（记者李琳毅）

台湾音乐人为阮厝歌手打造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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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游子”郑愁予
在石狮分享创作心得

本报讯 7月2日、3日，民族英雄郑

成功的第十一世孙、有着“宇宙的游子”

之称的郑愁予在石狮与文学爱好者分

享诗歌创作心得，受到热烈追捧。

郑愁予生于1933年，祖籍泉州南

安，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十一世孙。他

是当代汉语诗歌界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之一，也是在大陆读者中广受欢迎的台

湾诗人。7月2日，由祥芝镇人民政府、

石狮市教育局、石狮市文体旅游广电新

闻出版局、石狮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万祥

文教论坛上，郑愁予用《郑愁予的诗歌

光谱》回顾了数十年诗歌创作的心路历

程。3日，郑愁予在与文学爱好者面对

面交流中，与大家分享自己对诗歌创作

的思索和感悟，回味特定的时代所激发

出来的创作情感，畅谈自己对中国传统

文学的热爱之情，并在现场分享了其新

作《与醒狮共吼》，当场诵读了多篇反映

两岸历史变迁以及深切家国情怀的散

文诗，表达其希冀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

渴望和追求。 （记者李琳毅）

本报讯 6月26日，台湾

宗教博物馆信俗文化资源交

流中心揭幕和福建省地方志

书文献赠送典礼顺利举行。

在揭牌仪式上，福建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分别向世界宗教

博物馆、新北市图书馆、台北

故宫博物院、辅仁大学、佛光

山大乘寺庙赠送福建历代方

志文献2186种、3754册，并在

这五个机构分别设立闽台方

志文献中心。台湾地区前领

导人马英九，福建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陈秋平，世界宗

教博物馆馆长陈国宁，石狮祥

芝万祥图书馆创办人蔡友平

等出席了活动。据了解，这也

是首个设在台湾地区的两岸

方志文化创新交流服务平台。

在揭牌仪式上，作为此次

活动的推动代表、石狮祥芝万

祥图书馆创办人蔡友平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蔡友平

表示，台湾宗教博物馆信俗文

化资源交流中心揭幕和福建

省地方志书文献赠送典礼不

仅是万祥图书馆和台湾世界

宗教博物馆的一个文化活动，

更象征着是海峡两岸同胞在

共同追根溯源、寻找和缅怀先

祖先贤集体智慧的一次精神

盛会。蔡友平说，祥芝万祥图

书馆的“台湾志书室”在福建

省方志办全力支持下已扩大

为“闽台方志万祥馆”，成为了

闽台方志文化交流的平台，而

设立这个中心与蔡金宣、蔡崇

熙、王绿宝等很多台湾朋友无

私馈赠和支持有着莫大的关

系，这也充分说明海峡两岸同

根同源。

蔡友平说，台湾约有70%

人口祖籍在福建，福建省地方

志协会为了此次活动，用一年

多时间向全省征集方志文献，

这批文献凝聚着福建省方志

工作者对台湾乡亲的一片赤

诚之心。蔡友平表示，举行这

个交流活动，意味着闽台方志

文化常规性交流平台的启动，

这不仅有利于在面对全球化

背景下大陆经济崛起过程中，

闽台这个特殊的区域文化，在

比较优势中核心竞争力的整

合；更有助于闽台年轻一代在

人生奋斗中，能追根溯源感受

到中华民族恢宏历史所带来

的精神力量，共同融入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

在赠送的文献中，《闽台

历代方志集成》大型文献整理

项目为在台首发。据介绍，该

项目由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组织实施，吸收两岸学者

担任学术顾问，集纳闽台历代

方志347部，是迄今为止最为

完整的闽台历代方志汇编，分

四辑出版。此次首发的“福建

省志辑”（共有方志11种）和

“台湾志书辑”（共有方志41

种），其中有大量关于闽台关

系的记载。

马英九在致辞时表示，方

志对于留存历史具有重要的

意义，是很重要的历史证据。

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陈国宁

表示，此次福建方面捐赠的方

志文献补足了台湾方志的缺

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图
为蔡友平（左）向马英九赠送
《闽台历代方志集成》

（记者胡毅杰李琳毅）

台湾设立首个两岸方志文化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