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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有話說
蘇格拉捷：願少一萬網紅女，再多
幾個武亦姝。

羅一：很佩服小武同學，今後我
要多讀書啦，否則落伍太多要被
開除地球球籍的哦。

浩哲-zzzz：希望我們每個人多
多少少有些中國底蘊，希望以後
聽到、看到的外國媒體報道，不
再是中國遊客的低素質，而是我
們所帶去的中國文化。

seven：小才女長髮披垂，柳眉鳳
目，滿腹經綸，出口成章，滿足了
對古代才女的所有幻想。

記者 章蘿蘭 整理

《中國詩詞大會》另一名參賽者、41歲
的白茹雲來自河北省南和縣郝橋鎮侯西
村，是一名普通農民。她六年前不幸罹患
淋巴癌，一個弟弟因患腦瘤癱瘓在床，另
一個弟弟多年前失蹤。面對人生中的各種
不幸，她背誦詩詞上萬首，從優秀傳統文
化中吸取正能量，堅強樂觀笑對人生。在
舞台上的最後一分鐘，白茹雲還不忘鼓勵
別人：生病的人不要太灰心，我們活着就
好，活一天，就高興一天！
白茹雲是家中長女，小時候父母下地

幹活，她在家裡照看弟弟妹妹。「二弟8
歲時得了腦瘤，每次病情發作，他就捶
打自己的頭。」白茹雲說，「為了轉移
他的注意力，開始唱一些詩詞歌謠。」
那段時間，白茹雲積累了很多詩詞。
2011年，白茹雲被確診患上了淋巴

癌。在石家莊一家省級醫院治療期間，
她買了一本詩詞鑒賞，在住院的一年多
時間裡把一本書看完了。

詩詞滋養心靈 塑造從容性格
在外人看來，白茹雲遭受了太多的不

幸，但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滿腹才華的大詩
人，他們的人生沒有一個是一帆風順
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這些都會
成為過眼煙雲。」
白茹雲說，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古

詩詞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她
從中汲取了大量營養。比如，杜甫的詩
句「多病所需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
求」，讓她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我非常喜歡蘇軾的『竹杖芒鞋輕勝

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這就是
我該有的人生態度。」
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千磨萬擊還堅
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詩句，讓她養成
了淡定從容的性格。 ■新華社

作為國家教
育綜合改革試
驗區，上海在
傳統文化教育
方面的優勢不
遑 多 讓 。 據
指，武亦姝就

讀的復旦附中，甚至還自編6冊
教材《中華古詩文閱讀》，並列
為學生必修。復旦附中的全校學
生均需在課堂上研讀《論語》、
《古文觀止》及諸子百家選篇，
每天晨讀誦讀古詩詞。武亦姝在
比賽中隨口吟誦的《詩經．七
月》，《中華古詩文閱讀》第一
冊翻開便是。
學校語文教研組長黃榮華老師

（見圖）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
坦言，此舉亦曾遭到家長質疑。
「有家長問，高考只佔6分的古詩
文默寫，為何讓學生花那麼多時
間？」黃榮華說，正是功利思想
讓中小學語文教育走偏。他表
示，從這麼多成年人和孩子對武
亦姝等人的追星熱情來看，他們
內心對詩詞的渴求顯然沒有得到
滿足。在其看來，不少學校教授
詩詞是為了應試，「考什麼就教什
麼」，說起李白，就是浪漫主義，
談到陸游，就是悲憤抑鬱的愛國詩
人，其實他們都是豐富的個體，卻
因為應試而被標籤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中國詩詞大會》是央視推出的大型文化類演播
室益智競賽節目，開播以來收視率節節攀

升。參賽者上至七旬老人，下至七齡童，既有大學教
師，亦有普通農民。 賽事規則上，除了延續上一季
「以一敵百」和「擊敗體」的內循環競賽機制外，第二
季還增設了「飛花令」環節，仿效古人行酒令時的文字
遊戲，另增「雲」、「春」、「月」、「夜」等高頻字
要參賽者接令。
武亦姝尤擅「飛花令」，早前即在「月」字「飛花
令」比拚中圈粉無數，決賽當晚以「酒」字行令，亦是
一氣呵成。

愛穿漢服 視陸游為「男神」
生活中武亦姝愛穿漢服，每年都會拍攝漢服照，與同

齡人追逐「小鮮肉」和韓星不同，小才女的「男神」是
陸游。她說宿舍書架上僅有一本書，便是陸游的《放翁
詞》。她欣賞詩人性情中的可愛有趣，一句「我與狸奴
不出門」就能讓她喜笑顏開。有專家估算，武亦姝至少
有2,000首詩詞的儲備量，不過，她並不是純粹靠死記
硬背，而是由衷喜愛。

名校「學霸」 賽後謝絕採訪
武亦姝除了古詩文底蘊了得，在學校裡還是功課門門皆
優的「學霸」。去年11月，她在老師推薦下報名參賽，12
月有兩周在北京錄製，返滬就要應付期末考試，成績卻照
樣出色。曝光的一手好字，更是令網友擊節讚歎。
雖然迅速成為新一代「網紅」，武亦姝賽後卻婉拒採

訪，甚至關了手機。其友人在網上發了幾幅小才女隨手
寫的便箋，其中一句是道家《清靜經》中的名句：「人
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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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贏博士 詩詞賽奪冠

上海16歲少女武亦姝近日在央視《中國詩詞

大會》第二季總決賽中打敗包括博士、教師等

眾多對手奪冠，因「顏值與才華齊飛」爆紅內

地。有網友驚歎，這位來自上海名校復旦大學

附屬中學的女生長髮披垂、柳眉鳳目、滿腹經

綸、出口成章，「滿足了對古代才女的所有幻

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就讀名校古詩必修

■白茹雲藉背誦詩詞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
堅強樂觀笑對人生。 新華社

顏值才華兼備爆紅

■在央視詩詞賽中奪冠的武亦
姝年僅16。上圖為武亦姝隨手
寫的便箋。 網上圖片

江蘇民企「一帶一路」投資活躍

紫金礦業呆礦處理系統投入使用

據許仲梓介紹，繼柬埔寨江蘇商會、澳
大利亞江蘇總商會成立後，該省工商

聯又推動成立了美國江蘇總商會，不斷加
強江蘇民營企業與境外蘇商、外國企業和
政府的交流合作。2015年度，有117家規模
民企在海外投資設立各類分支機構或開展
項目建設共計353個，累計投資總額67.51

億美元，全年實現海外營收299.85 億美
元，比上年增長64.4億美元。

另有大批民企積極尋機會
江蘇民企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風生
水起，多個民企在海外建工廠、設立研發
中心、從事資源開發或建立工業園區、承

包項目。據悉，在海外投資發展的規模江
蘇民企中，有83家企業在「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投資，其中參與絲綢之路經
濟帶沿線投資的有78家，參與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建設的有40家，另有規模191家
民企正積極尋求機會參與「一帶一路」沿
線投資與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江蘇省人大常委會

副主任、省工商聯主席許仲梓

日前在江蘇省工商聯十屆六次

執委會報告中披露，蘇企「走

出去」步伐加快，2015年度累

計出口431.39億美元，較上年

增長 32.14 億美元，增幅

5.93%。

■■江蘇省工商聯十屆六次執江蘇省工商聯十屆六次執
委會現場委會現場。。 記者陳旻記者陳旻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一種能將黃鐵礦和毒砂包裹的金礦「剝
離」出來的先進技術系統，日前由紫金礦
業在貴州的工廠研發建成，投入使用。專
家稱該系統有助於保持中國黃金產量世界
第一的地位。

技術工藝打破西方壟斷
據了解，加壓預氧化系統技術工藝，此
前僅在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有成功運用
先例。此次紫金礦業「加壓預氧化」系統
的建成投運，被認為打破了西方的壟斷。
被黃鐵礦和毒砂包裹的金礦被業界稱為
呆礦，又叫難選冶金礦。除了黃鐵礦和毒

砂，難選冶金礦還有更多複雜成分，按傳
統工藝來說，它的回收率比較低，有些金
甚至是無法回收。但隨着高品位礦石開採
殆盡，現有礦石的品位都在降低，這就是
中國黃金生產面臨的現實。

反應快 回收率高 綠色環保
貞豐縣是西南地區最大的黃金生產縣和

中國黃金十強縣，已探明黃金遠景儲量500
噸，已形成金礦開採、選冶、精煉產業
鏈，年產黃金7噸。紫金礦業從2014年
起，投入4.2億元人民幣，歷經2年試驗、
建設、試車、試產，終於在日前建成「加
壓預氧化」的選冶系統。相較過去主要採

用的焙燒氧化法和細菌氧化法冶金工藝，
據稱該系統具有反應速度快、適應能力
強、回收率高、綠色環保等特點。

■紫金礦業日前建成投用的「加壓預氧
化」系統裝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會唱歌、能跳舞、會做數學題還能朗讀詩
歌……2017年上半年，新疆將生產10,000
台這樣的智能機器人。生產方是日前在新
疆投資最大的機器人公司霍爾果斯博士皓

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落戶中哈霍爾
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配套區一期，計劃
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下同)。
公司負責人表示，一期將建設12條生產
線，生產智能機器人及傳統電子產品。預

計今年上半年，就將產出1萬台機器人。每
台市場售價約在5,000元左右，公司還將在
新疆生產6-10萬元的服務員機器人。後期
獲得有關部門審批後，還將上馬安防類機
器人。

霍爾果斯將產萬台智能機器人

魯政協委員倡設海洋發展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為期9天的第七屆鄭州精品
年貨博覽會日前在河南鄭州國際會
展中心落幕，共接待參觀市民21
萬餘人次，現場銷售及意向成交額
達5.7億元人民幣。
本屆年博會由中國商業聯合

會、河南省商務廳、河南省民族
事務委員會、河南省貿促會共同
主辦，共有300餘家參展商，展出面積
15,000平方米，上萬種特色、特價、優質
年貨參展。現場還設有進口商品直營區和

歐亞班列以及電商企業展區，所銷售的進
口商品皆是原裝進口，現場還都有折扣
價，受到不少市民的喜愛。

鄭州精品年博會進賬5.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吉林報道）
吉林省政府新聞辦日前召開吉林省濕地生態
系統服務價值評價新聞發佈會，會上公佈的
數據顯示，吉林省濕地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
為2,161.93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介紹，吉林省濕地類型分為4大類，

包括河流濕地、湖泊濕地、沼澤濕地、人
工濕地。根據此次公佈的濕地生態系統服
務價值顯示，全省河流濕地總價值為

428.26億元，湖泊濕地總價值為422.94億
元，沼澤濕地總價值為808.66億元，人
工濕地（不含水稻田）總價值為502.07
億元。
此次對濕地生態服務的價值進行首次

評估，對全面認識和客觀評價吉林省濕地
的地位和作用，強化濕地資源的保護與修
復，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

吉林首次為河湖濕地估值

鹽田港貨櫃吞吐再超千萬標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報道）

記者近日從深圳海關獲悉，2016年鹽田
港進出口集裝箱吞吐量達1,144.6 萬標

箱，穩居全國第一，繼續保持着穩步發
展的勢頭，已累計第 7次突破千萬標
箱。

■鄭州精
品年貨博
覽會現場
火爆。
馮雷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臥龍殷江宏、
通訊員王雅琦 山東報道）山東省政協委
員于澤水在此間召開的山東兩會上建議，
山東省應率先設立海洋發展銀行，打造高
效的海洋經濟融資平台，在海洋經濟發展
中搶佔先機。
于澤水表示，目前包括山東在內的沿

海省份都存在金融服務支持跟進不足、力
度不夠等問題。為此，他建議山東保持金
融探索的良好勢頭，盡快設立海洋發展銀
行。組建海洋發展銀行，可採取定向募集
資金的辦法，加大向省內高新技術企業集

團、資源型深加工旗艦企業以及民間資本
的籌資力度，積極引進國內外戰略投資
者，增強海洋發展銀行的授信放貸能力。

首家民營銀行獲批籌建
另外，記者從山東省金融工作辦公室

獲悉，山東成為全國第4個完成農信社銀
行化改革的省份。去年該省全面完成農村
信用社銀行化改革，110家農商行掛牌開
業。與此同時，省內首家民營銀行藍海銀
行獲批籌建。村鎮銀行總數達到126家，
居全國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