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上調
經濟增速至2.64%

搜索票是否合法 新黨法院各執一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東森新

聞報道，新黨12月22日上午再度針對
王炳忠被搜索一事召開記者會，由副
主席李勝峰主持，記者會中播放當天
直播的影片，影片中顯示搜索票沒有
法官簽名，質疑這是非法搜索。但是

台北地方法院反駁說，搜索票上有法
官蓋印，依法簽名與用印有相同效
力。
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等新黨青

年軍成員近日住處遭搜索，至北檢覆
訊後請回。影片顯示，王炳忠住處被

搜索時，調查員根本不清楚王炳忠是
被告還是犯罪嫌疑人；影片更顯示，
調查員竟然沒發現手持的搜索票沒有
法官簽名。
王炳忠等人在記者會結束後，在律師

陪同下，前往台北地檢署提出控告。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A15 ■責任編輯：裴軍運/宋嘉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旺

報》及中央社報道，針對新黨發

言人王炳忠等人日前遭調查局以

違反「國安法」進行搜索，引發

兩岸動盪與大陸高度不滿，對

此，全國台企聯會長王屏生嚴詞

譴責這是「綠色恐怖」，廣大台

商對此事極為關注，相信所有有

良知的台灣人都不能容忍。

《旺報》昨日報道，西安台商協會
21日進行例行會議，有台商理

事對新黨事件提出討論。與會人士提
到，事件發生當天隨即發酵，在大陸的
台灣同胞都注意到大陸媒體對新黨事件
的大幅報道，讓台灣的民主法治不能依
法而治。調查人員原以證人為由請求協
助調查，但畫面顯示檢調用極為粗暴的
手段對待年輕人，壓制上車帶走，製造
恐怖氛圍，簡直是政治手段而非法律行
事，令在大陸求職、生活的台灣民眾非
常不滿。

擔心在大陸賺錢回台後受打壓
與會人士說，台商認為兩岸整合發展
是必然趨勢，若台灣當局以此手段對待不
同政治意見的民眾，將造成台商集體心理
恐慌與寒蟬效應，衝擊台商回台灣投資的

意願，更擔心「在大陸賺到的錢帶回台灣
會不會也受到打壓或不合理處置」。
全國台企聯會長王屏生嚴詞譴責

「綠色恐怖」。他說，全國台企聯和
廣大台商對此事極為關注，普遍認為
不可思議，這個事件表明，民進黨口
頭標榜的所謂「民主進步」，實際上
在實施引發眾怒的「綠色恐怖」，是
歷史的倒退，有良知的台灣人都不能
容忍。

社會分裂民調不滿意度超六成
另據中國國民黨智庫22日公佈蔡政

府最新施政民調，結果顯示有65.6%的
民眾不滿意整體施政表現，48.6%民眾
認為蔡政府執政一年半以來更加傲慢，
僅28.8%民眾還算滿意。
國民黨政策研究基金會當天召開民調

記者會，民調顯示，有64.6%民眾認為
蔡政府上台後，台灣社會更加分裂，
15.3%認為更加團結；對於「立法院」
最近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43.2%民眾認為進行政治鬥爭不利民主
發展，26.6%認為促進社會和解；整體
來說，對蔡政府施政滿意度，不滿意佔
65.6%，滿意僅28.8%。

根據民調，覺得蔡政府執政一年半以
來是更加謙卑還是傲慢，有48.6%民眾
認為更加傲慢，18.1%認為更加謙卑；
蔡政府完全執政，掌握行政權和立法
權，有56.3%受訪者認為造成政府獨斷
獨行，23.9%認為能提高政府效能，
3.1%認為都有可能。此外，62.7%的民
眾直言對蔡政府執政以來司法公正沒有
信心。
國民黨政策研究基金會執行長孫立群

指出，這份民調顯示在人民心目中，民
進黨的威權與獨裁性格越來越明顯與強
烈，影響台灣社會民主發展。

全國台企聯斥蔡製造恐怖氛圍
民調：逾六成民眾對當局司法公正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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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中研院」經濟所22
日預估，2017台灣GDP增速為2.64%。
當日，該所在台北發佈「2018年台灣經濟情勢總展
望」，相較於今年7月發佈的預測數據，最新展望將今年
GDP增速上調0.46個百分點。另外，預估2018年GDP增
速為2.43%，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率為1.18%。
「中研院」研究員周雨田表示，2017年全球經濟復甦

情況將延續至2018年，需求上升及原物料價格上漲趨緩
等因素，使經貿往來不斷增長。明年台灣經濟增速仍能突
破2%，相較於今年，該數據略低。
「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提醒，隨着美國啟動逐步升息

及縮表，其他國家、地區也會跟進回歸常態化貨幣政策，
使全球利率水準面臨上行壓力，加速引導資金回流到發達
地區，讓部分新興地區經濟增長面臨多重風險。大陸經濟
政策走向、全球政治風險等外部因素，皆會連動台灣未來
的經濟表現。

台北市2018年地王
101五連霸呎價超四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市地政局日前公佈台

北市2018年的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台北101大樓第五度
蟬聯台北市「地王」；新光摩天大樓緊追在後。
台北市地政局表示，台北101大樓第五年蟬聯台北市「地
王」寶座，明年度的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呎約為41,731元
（港元，下同），比今年2017年公告現值調降1.19%；至於
新光摩天大樓明年度的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呎約為41,323
元，較2017年跌幅為1.11%。
至於住宅區公告現值，第一名仍是大安區「帝寶」，每平

方呎約為30,178元，第二與第三名，均坐落在信義區的「尚
華仁愛」及「仁愛麗景」大樓，每平方呎約為26,534元。

■台北市政府地政局22日公佈今年土地現值，「地王」由
101大樓第5度蟬聯，每平方呎約為41,731港元。 中央社

■新黨發言人
王 炳 忠 （ 右
四）22日赴台
北地檢署，按
鈴控告北檢、
調查局辦案人
員違法搜索，
涉嫌瀆職、侵
入住宅、妨害
自由等罪。

中央社

■王炳忠召開記者會，說明搜索票上沒
有法官的簽名。 網上圖片

藉助雲平台、大數據等先進技術，
國家漢語口語水平測試實現全球遠程
網絡測試，「你好，中文」全球漢語
服務平台昨日正式上線。
漢語口語水平測試（HKC）是中

國教育部、中國國家語委為構建中

國全方位、立體化語言文字測試體
系，推出的一項國家級語言類標準
化水平測試。該測試藉助「全球漢
語服務平台」，遠程考查應試人漢
語口語水平。
國家漢語口語水平測試考試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趙紅弢介紹，2018年，國
家漢語口語水平測試辦公室藉助全球
漢語服務平台、移動互聯和大數據技
術及人臉識別、聲紋識別和指紋識別
等技術，將面向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
開展遠程漢語教學、遠程漢語培訓及
漢語口語水平測試（HKC）。

■中新社

沿着險峻的盤山道，去到距離貴州省銅仁省
德江縣城50多公里的楓香溪鎮長征村。這

個地處偏遠的小山村，秀麗而寧靜。到了王國
華的雕刻基地，這位巧匠正帶着幾個徒弟忙碌
着，刻刀揮舞間，一個勇猛的「開山莽將」形
象已見雛形。
環顧王國華的雕刻工作室，堆滿了木頭、銼

刀等工具以及各類成型的神秘面具。然而起初
王國華天天玩木頭時，村裡人都不理解，妻子
覃智嬋更是不支持。但2003年的一天，情況忽
然有了變化。

縣城辦了一場有關儺文化的國際研討會，王
國華雕的面具讓「老外」產生了興趣。「『老
外』問面具賣不賣，我賣了8面，得了2,000塊
錢。」王國華說，當天他就用800元買了一台彩
電。這件事讓他的作品一下打響了名堂。此
後，他的面具生意也逐漸紅火起來。

赴法日荷多國參展
憑着精湛的手藝，王國華獲得了「貴州名

匠」等多個榮譽稱號，還多次帶作品前往法
國、荷蘭、比利時、日本等國家參加民族、民
間藝術展出。2010年，王國華還註冊成立了公
司，招收了幾名學徒。
雖然擺脫了窮日子，但王國華沒有鬆懈對手

藝的鑽研，還幫助了一些同村的鄰里擺脫貧
困。同村村民呂昌洪曾是貧困戶，在王國華手
下學習，雕刻一副面具工資200元，打磨一副30
元，上色一副15元，兩年前就脫了貧。
王國華說，在他腦海中，儲存了200多個面具

的模樣，可以信手拈來，隨時雕刻。跟着王國
華學藝多年的徒弟周國再，常常為師傅喜好鑽
研的精神所折服。「幾十年不變，一天到晚都
在琢磨，好像比吃飯還重要」，他說。

精選木材全程手工
儺面具雕刻共有取材、製坯、雕刻、打磨、

上色5個流程，20多道工序，均為手工。王國華
說，要真正刻好一個儺面具，每一刀都很關
鍵。「上部三寸三，下部三寸三，中間五五
等，兩邊一樣寬。」「要得人臉笑，眉彎嘴角
翹。」他道出了自己的秘訣。
「儺面具選材很講究。」王國華指着院壩裡

的一堆木頭說，儺面具要以生長在本地山林裡
的柏楊為原材料，木質細膩，而且人們認為其
有「驅邪」的作用。
為了讓儺文化在年輕一代身上傳承發揚，王

國華會抽時間到鎮上的八一小學給孩子們上
課，教孩子們雕刻面具。他還建起了貴州省少
數民族傳統手工藝傳習所，打算展覽自己的作
品。
在傳習所的牆上，他刷了一副對聯，上面寫着
「雕龍畫鳳漫遣文藝出妙手，模山範水盡收古物
入瓊樓」，橫批是「傳承文化」。對於儺文化傳
承，他說，只要能找到一種方法和形式吸引年輕
人，這些老的東西就會有「新生命」，就不用擔
心失傳。

三十六載醉心雕刻三十六載醉心雕刻
匠心巧手傳承古藝匠心巧手傳承古藝

千百年來千百年來，，儺面具與儺戲相伴而生儺面具與儺戲相伴而生，，這種這種「「迎神賽會迎神賽會，，驅鬼逐驅鬼逐

疫疫」」的宗教藝術的宗教藝術，，被譽為被譽為「「中國戲劇的活化石中國戲劇的活化石」。」。過去過去，，在土家人在土家人

居住的農村居住的農村，，戴上被俗稱為戴上被俗稱為「「鬼臉殼鬼臉殼」」的儺面具的儺面具，，然後演一場儺然後演一場儺

戲戲，，往往是一次隆重的儀式往往是一次隆重的儀式。。今年今年5252歲的王國華歲的王國華，，是省級非物質文是省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人化遺產傳承人，，持續刻面具已持續刻面具已3636年年，，完成了完成了300300多個人物多個人物、、44,,000000

多面多面，，憑着這一手雕刻絕活憑着這一手雕刻絕活，，近三年他就收入了近三年他就收入了200200多萬元多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這獨特的愛好也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支點這獨特的愛好也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支點。。然而然而，，多年前多年前，，沉沉

迷雕刻的王國華曾是別人眼中迷雕刻的王國華曾是別人眼中「「不務正業不務正業」」的人的人。。 ■■新華社新華社

昨日，「丁酉年冬至祭孟大典」在孟子故里山
東鄒城孟廟舉行，海內外孟氏宗親及社會各界人
士等300餘人參加了當天的祭祀大典。
孟子是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是中華
文化的奠基者之一。據《孟氏宗譜》記載，孟子
於公元前289年冬至日逝世。孟子故里鄉親因悲
痛廢除慶賀冬至儀式，並素齋隆重祭祀孟子，這
一習俗在當地延續至今。
在祭祀現場，樂生奏響北宋官制釋奠雅樂《凝
安之曲》。文舞生手執翟（古代樂舞用的雉
羽）、籥（編管竹樂器），武舞生手持朱干（紅
色的盾）、玉戚（有玉飾的斧頭）分列兩側，隨
雅樂五步一頓，緩緩前行；初獻官、亞獻官、終
獻官身穿宋制祭祀禮裝，沿着神道緩步行至孟子

殿前。海內外孟氏宗親及社會各界人士相繼向亞
聖先師孟子敬獻花籃、行鞠躬禮。
據《四庫全書》記載，古代孟廟每年春、秋兩次

「丁祭」和忌辰日最為隆重。春、秋兩次「丁祭」
為家祭與官祭，冬至祭孟屬於民間祭祀。每逢孟子
忌日，周邊百姓、鄉賢、私塾先生都會自發前來祭
祀孟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山東報道

孟子故里冬至祭孟 習俗延續至今

冬至節氣，一群不畏嚴寒的「壯
士」選擇在零下30多度的戶外挑戰冬
泳運動。
昨日，為期4個月的「海拉爾國際冰

雪運動旅遊節」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
拉爾區蒼狼白鹿冰雪運動基地拉開帷

幕，作為系列活動之一的「2017國際冬
泳邀請賽暨全國冬泳日海拉爾站」同時
開賽，活動共吸引了來自中、俄兩國的
150名冬泳愛好者參加。
在冬泳比賽舉行的同時，全國雪地

電單車挑戰賽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今冬，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以打造
國際冬季旅遊目的地為目標，以重冰
雪、多民俗、國際化為特色，開展豐
富多彩的冰雪活動，通過「旅遊+體
育」的方式帶動更多的旅遊愛好者走
上冰雪運動，走進海拉爾。

■香港文匯報
記者喬輝、王月內蒙古報道

150中俄「壯士」零下30度冬泳

國家漢語口語水平測試可「網測」

■孟子故里山
東鄒城昨日舉
行祭孟大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臥龍攝

貴州貴州「「儺面具儺面具」」傳承人傳承人：：

■自2013年
始，王國華
應邀到縣裡
的小學教面
具雕刻，他
毫不吝嗇地
將祖傳的技
藝傳給小徒
弟們。

網上圖片

■儺面具俗稱
「鬼臉殼」，
是表現人物神
態和性格的主
要道具。圖為
王國華手持未
色的面具。

網上圖片

■■着色是面具製作的最後一個步驟着色是面具製作的最後一個步驟，，過去常用土紅色過去常用土紅色
覆以油桐果的汁液以作底色覆以油桐果的汁液以作底色，，現在多用顏料現在多用顏料、、光油光油、、
清漆上色清漆上色。。圖為王國華在為面具着色圖為王國華在為面具着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