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陆我们过上了向往的生活。”参与第十四届海峡论坛的台北女孩曾芝颖说出

了不少来大陆工作生活的台青的心声。海峡论坛虽然已经落幕，但众多台青在大陆奋斗

的故事仍然令人回味。对于台湾青年而言，海峡论坛不仅是与大陆青年面对面、心与心

交流的平台，也是对接资源、抱团发展的渠道，参与各项交流活动有滋味也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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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在一起，那就是我

向往的生活。”在第二十届海峡青

年论坛上，来自台北的曾芝颖有

感而发，用一句流行语概括了她

在大陆的生活：与大陆青年共同

寻梦、发展，同时她邀请更多台青

朋友来到大陆感受“向往的生

活”。

大学毕业后，曾芝颖在台湾

摆过地摊、做过领队、当过记者、

搞过活动策划……各种各样的经

历还是无法满足她的好奇心。于

是，2016 年曾芝颖告别了父母，决

定到大陆闯一闯。“当我告诉父母

这一决定时，两位老人一个往东

边走，一个往西边走，各做各的事

情，假装听不到。”当初的场景历

历在目。曾芝颖说，她十分感谢父

母支持她跨越藩篱，去寻找自己

的未来。

来到大陆短短几年时间，她

拥有的不再只有当初来大陆时的

一点勇气和担当，还开创了属于

自己的事业。如今，她有了多个头

衔：台湾中华教科文创新发展协

会理事长、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

会台籍执行秘书长、福建橙翔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芝颖来到大陆后投身乡村

建设，在参与乡村振兴的田园梦

中见证两岸融合发展。2021 年，曾

芝颖获评福建省“101 台湾青年创

业扶持计划”暨福建省台湾青年

“创业之星”，让她更加坚定留下

来的决定。“我也把这份荣誉分享

给台湾的朋友，他们很惊讶，甚至

怀疑我的奖杯是自己找人定制

的。”曾芝颖说，当她把自己在大

陆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台湾朋友

后，他们也对大陆充满了好奇，就

像当初曾芝颖所拥有的好奇心一

样。

很多朋友对于大陆给予的政

策和机遇其实是一知半解。“大家

可以敞开心扉，来大陆走一走、看

一看，寻找机会，交流更多的可能

性。”曾芝颖说，她非常乐意做一

座桥梁，把这几年在大陆的酸甜

苦辣与台湾青年作分享，让更多

新生一代融入两岸融合的时代大

潮。

在日前举办的两岸数字经济

暨人才融合发展论坛上，厦门杰

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淑敏带来了她的环保项目———新

型植物油基柴油。她表示，希望借

此机会对接到更多合作伙伴，进

一步推广他们的项目。

“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够将不

能食用的或者工业用植物油，比如

地沟油及产油藻类等，通过加上添

加剂混合搅拌，转化为柴油。”陈淑

敏说，他们研发的植物油基柴油相

比普通的柴油，在使用的过程中能

够减少黑烟等污染物的排放。

陈淑敏介绍，他们的技术经

过多年的研发已趋于成熟。正是

看中大陆的市场环境以及需求，

2020 年，他们落地厦门成立了公

司，开始进行产品的推广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为产品的上市进

行前期的筹备工作，与一些车队

合作，为他们发放样品，得到的反

馈都不错，大家十分希望产品能

够赶快上市。”

日前在海峡两岸社区治理

论坛上，两岸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和专家学者聚焦“近邻服务幸

福养老”主题，分享各自在社区

助老服务方面的实践经验。厦门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金门

同胞江宜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养老课题的研究。她提出，希望

公众可以尝试性地去体验老年

生活方式，多给予老年群体关怀

和包容。

前段时间，在江宜珍和厦

门大学嘉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副教授赖怡宏指导下，“开‘心’

福见———低龄小学生心理健康

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们，给海

峡少年合唱团的孩子和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进行主题为“幸福

家庭三代共生”的亲子活动。大

家一起动手做便携式家用心率

变异仪，仪器做好后由孩子们给

长辈检测。

江宜珍表示，我们在活动中，

始终把教与学、学与做融为一体，

老师向孩子们提出适当要求、指

明具体任务，培养儿童的创新策

略，孩子们的双手与生活接触，才

能树立对这个世界正确的知见。

同时，团队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们也在活动中将理论与实践、

技术素养与人文素养、健康身体

与心理等有机结合，促进自身的

发展。参与活动的台籍研究生陈

士涵表示，自己参与江宜珍老师

指导的项目已有一年半时间，这

期间，她把在台湾的学习经验与

科研成果结合起来，在教育孩子

的项目中完善课题研究，促进个

人成长。

2014 年，李佩珍带着在台

湾累积 15 年的社区营造工作

经验，随台湾团队来到厦门，进

行村居环境改造项目。8 个月

工作项目合同结束后，团队返

回台湾，她却再不舍得离开。

“那一年，是中国大陆改革

开放的第 36 年，我在改革开放

的大树浓荫和惠台利民政策推

动下，获得了新的机缘、展开了

新的职业生涯、拓展了新的生

命历程。”李佩珍说，她播下决

心，持续耕耘这片土地。

在李佩珍的带动下，有 40

多位台胞先后来到厦门海沧区

基层工作。这其中，有刚从高校

毕业的“90 后”，也有人携家带

眷而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

到一个团队，“海峡城乡发展基

金会”于 2019 年在海沧区应运

而生，成为大陆首家由台湾青

年组成的非公募慈善机构。

搭建两岸城乡发展交流平

台，为两岸城市更新、社会治

理、乡村振兴等提供服务，是基

金会成立的初衷。以台湾“社区

总体营造”经验为依托，基金会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形成“先造

人、再造物”的有效运作模式。

“就是在环境硬件建设发

展的同时，同步提升软性的精

神文明。”李佩珍笑言，“我总是

开玩笑说，地方发展得‘软硬兼

施’，方能两全其美。”修复闽南

农村的红砖古厝、激活老旧建

筑，挖掘传递在千年文化脉络

之下的家族、村落历史，进而建

立村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

自信”，这在海峡城乡发展基金

会的项目中名为“培根计划”。

在厦门对口帮扶的宁夏泾源

县六盘山，台青社区营造员也展开

了一部“脱贫攻坚”的生命之书。

在李佩珍看来，乡村振兴

是时代的命题，台湾青年回归

祖辈的家园，用智慧和汗水建

设希望的梦田。来自宝岛的经

验与大陆在地的动能互相培

力，台湾青年的实践探索，交出

的是更具有原创性、融合性和

持续性的答卷。

今年是两岸开启交流 35

周年，李佩珍回忆起 1987 年台

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时，她与父

亲的对话。有一次她随口问起

父亲，奶奶长什么样子，父亲当

时停顿良久，才回答“不记得

了”。李佩珍动容地说道，“是什

么样的离别，能让人忘记自己

母亲的容颜呢？所幸后来两岸

往来频繁，一湾浅浅的海峡再

也挡不住我们回家的脚步。”

回想第一次到海沧青礁

村，是一个大雨倾盆的夏日，在

进村路上李佩珍一脚踏进泥

里，好不容易拔出来，却扯断了

凉鞋鞋带。

“后来我经常跟朋友说，这

里的土地会黏人，现在，我的心

已被牢牢黏住了。”李佩珍深

信，对脚下的土地投入的情感

有多深，路就能走多长。

30 年前，詹淑芳的父亲追

随台商投资区的利好政策在集

美创业。2006 年，詹淑芳放弃

设计师的工作，从台湾桃园来

到集美帮忙，一晃也 16 年过去

了。现在，詹淑芳一家在集美安

家立业。她说：“我的根，深深地

扎在了集美。”

“大胆挑大担。”这五字牌

匾挂在詹淑芳办公室墙上，只

要一抬头便映入眼帘。“父亲的

初衷是让我们‘守城’，所以我

们一直比较保守。”詹淑芳介绍

道。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如

何在新的经济形势上适应企业

转型升级，成为台商创二代共

同面对的问题。

从守业到创业，作为厦门

富全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厦门富钢工贸有限公司的创始

人，詹淑芳见证了台商投资区

发展的这十几年，深深感受到

集美的用心和包容。

詹淑芳说：“从台胞台企的

贴身需求和切实利益考虑，不

断推出惠台措施，政策涵盖经

贸、文化、人员往来、就业政策

等领域，厦门、集美为广大台胞

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打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优的

条件，这些都让我们这些台胞

台企感到‘一家人’的暖意。”

随着大陆数字经济飞速发

展、市场空间不断拓宽，许多台

湾青年近年来纷纷来到“鹭岛”

厦门，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孵化

项目布局跨境电商等多种形式，

活跃在数字经济发展第一线，深

耕两岸“云”上共同市场。

2016 年，来自台湾的“90

后”潘怡君作为公司代表被派

到大陆工作，一次出差让她爱

上了美丽的厦门。2018 年她辞

掉原来的工作，在厦门做起了

社群电商平台，主要售卖甜点、

白酒和茶叶等各类台湾特产。

在这次创业中，潘怡君把

以前的营销专业跟电商很好地

结合了起来，探索出适合其团

队的经营模式。她说：“社群电

商平台可以让消费者边聊微信

边向朋友推荐中意的商品，让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想买就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潘怡君积极寻找机遇，线上销

售营业额不减反增，“2022 年前

三个月的营业额已和 2021 年

全年持平”。

“受疫情影响，现在消费形

态已经从推变成了拉，消费者也

习惯在家里线上购物。”因订单

太多忙不过来，潘怡君边接货边

向在家休息的同事打电话“求

救”。现阶段，她每天一大早到公

司点货、包装和发货，有时要忙

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休息。

（来源：海西晨报、中新社、

天下集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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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钢铁女强人

深耕两岸“云”上共同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