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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退休老師「金絲」掐出敦煌飛天
56歲的白茜是甘肅蘭州文理學院的一
名退休音樂教師，曾修讀大提琴專業。
業餘時間創作掐絲敦煌畫，是她近20年
來最熱愛的事。「敦煌飛天」曼妙的身
姿、舒展的動作，讓她着迷不已，「我
作品的最大特點就是用掐絲來展現敦煌
壁畫，尤其是飛天。」
掐絲是中國傳統工藝，即用金屬細
絲掐成造型豐富的圖案，然後黏焊在
器物上，廣泛應用於中國傳統工藝品
景泰藍。

坐落於甘肅敦煌的世界文化遺產莫高
窟舉世聞名。保留至今的4.5萬平方米
壁畫，身披飄帶、漫天舞動的飛天是敦
煌壁畫中的明珠。
飛天是不同文明交融的象徵，佛教藝術

的東傳，天人與中國傳統神話中的仙人、
仙女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飛天形象。

菩薩目帶慈悲最難做
自由靈動的飛天，展現着古人的想像
力，也成了當代藝術創作者的靈感之

源。白茜正在創作的一幅作品，中央取
材於莫高窟著名的三兔藻井，外圍有6
個飛天手持樂器漫天飛舞。「要想飛天
有飄逸動感的效果，勾勒形狀的金屬絲
直徑要小於0.3毫米。」她說。
敦煌壁畫題材豐富，既有菩薩、飛天

等佛教內容，也有耕種、商貿等諸多生
活場景。「最難做的是菩薩的眼睛。菩
薩的眼睛是半睜的，向下垂，瞳仁只露
一半，體現俯瞰眾生的慈悲。」白茜
說。 ■新華社

■ 白茜原是大學音樂教師，退休後專
研掐絲敦煌壁畫。圖為她在為一幅掐絲
敦煌壁畫填色。 新華社

往小腿套上自製的膠鞋，蔡冬
鳳用膝蓋跪行到外屋的火爐

前，小臂的殘肢麻利地穿過把手提
起水壺，爐中的蜂窩煤從前一天夜
裡到凌晨一直沒熄火，現在壺中的
水已經熱得燙手，她需要往裡加一
些冷水，試好溫度再喚105歲的母
親師桂蘭起床，幫她洗澡。師桂蘭
一輩子都保持着每天清晨洗澡的習

慣，蔡冬鳳就這樣侍候了
她幾十年。
蔡冬鳳不記得手腳究竟是怎麼

殘疾的，據長輩說是幼時用藥失誤
導致截肢。

13歲喪父始養家 曾任村婦女主任
蔡冬鳳13歲時，父親去世，留下

兩個妹妹，她和母親一起照顧，終
身未嫁。2004年，原本就因嚴重眼
疾失明的母親摔了一跤，生活不能
自理。那時起，蔡冬鳳成為家中唯
一的依靠。
幹農活和照顧母親的擔子，讓她

把殘肢鍛煉得格外靈活。
「全國三八紅旗手和婦女主任不

是白當的。」鄰居周翠給記者講起
了蔡冬鳳的輝煌史：1963年起，蔡
冬鳳在當地生產隊擔任記分員和財
務員，1966年還當上蔡村的婦女主
任和出納，一直在生產隊幹了20多

年。腳
下，蔡冬鳳
用一雙自製的
鞋套住膝蓋便能自
如地走路，三四個月就
要磨壞一雙，磨爛的鞋
底超過200雙；手上，她
一雙沒有手掌的殘肢甚
至比很多正常人都靈活，種莊稼、
編簸箕、打草鞋、寫字、做家務、
搾油……一樣不落全搞定。

存錢為母辦葬禮 每周只吃一次肉
蔡冬鳳說，姪女出 22,800 元

（人民幣，下同）幫她買了農村

社保，
現 在 每 月

能拿到1,100多
元和 75元的殘疾人

補貼，年底還有一筆高齡
老人的護理費3,000多元，加

上種菜和養雞，能夠維持自己和
母親的生活。她表示，「我不
窮，也不困難。」
據村民說，蔡冬鳳平時幾乎一周

才吃一次肉，還主要是為了老母
親。她自己每天只吃早、午飯兩
餐。下午6點不到，師桂蘭上床睡
覺，蔡冬鳳也就不再做飯加餐。
這樣的節省，蔡冬鳳說，是為了

母親能有個體面的葬禮，將來還要
歸還姪女社保錢，所以要每個月存
兩三百元。 ■《重慶晚報》

一班湖南長沙
理工大學設計藝
術學院的學生
16 日晚在宿舍
準備「腦洞大
開」的畢業留
言，諸多類似
「好好養生」
「做個精緻的小
仙女」「好好活
着」的奇葩留言
令人忍俊不禁。
這是該學院的
「畢業了，好好
說再見」花式留言以及花式查寢活動。
近日，該學院的2018屆畢業生以寢室為單位，手

持畢業留言拍照作為查寢打卡記錄，一方面證明自己
沒有晚歸和外宿，另一方面表達自己的畢業心聲。
畢業生的日常管理一直都是高校管理的難點，此次

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採取花式查寢加上花式留
言的方式讓這項工作有了新思路。畢業留言照片將在
學院官方微信平台上展示，以供廣大師生回味感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廣東省文物局局長龍家有昨日稱，據不完全
統計，廣東現存南粵古驛道共計233條，長達
710.44千米，其中新發現古驛道135條。
自秦代至清末修造的道路統稱為「南粵古驛

道」。龍家有表示，在現存233條南粵古驛道
中，秦漢時期古道遺存共32條，總長139.94
千米；隋唐時期古道遺存共7條，總長30.204
千米；宋元時期古道遺存共7條，總長5.329
千米；明清時期古道遺存共187條，總長
534.967千米。目前保存較好的南粵古驛道，
是清代修築的岐澳古道。 ■中新社

■該校女生留言「好好睡覺」，勉勵
自己不再熬夜，規律生活。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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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凌晨6點半，四川省峨眉山市桂花鎮蔡

村，一幢紅磚舊瓦的農家小屋亮起昏黃的燈光，76

歲的蔡冬鳳從裡屋的硬板床上翻身而起。她塊頭

很小，站在地上剛及床板高，但她並非個子矮，

而是手掌和腳掌被齊刷刷地「截斷」。

湖南高校花式查寢
影畢業寄語防外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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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統計廣東現存南粵古驛道共計233
條。圖為市民在參觀南粵古驛道歷史文物
展。 資料圖片

7766歲女兒跪歲女兒跪養養101055歲母親歲母親

■■ 蔡冬鳳蔡冬鳳
（（左左））在服侍在服侍
母親吃飯母親吃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蔡冬鳳在整理籐架蔡冬鳳在整理籐架。。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青海發現5個億噸級油氣田
科創大突破 逾千萬居民受益

桂林將建可持續發展示範區

兩江新區逾五千套公租房8月交付
重
－
慶

攻克高原油田勘探難
據了解，青海油田位於青藏高原北部，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質情況最複雜，地表
條件最艱苦，工程技術保障最困難，油氣儲
存條件也最特殊的高原油田，油氣勘探堪稱
世界級難題。同時，青海油田也是青藏地區
唯一的油氣規模生產基地，油氣重大發現和
產量快速增長對滿足和保障甘青藏地區的能
源需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國防、邊疆
建設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
據悉，2007年中國石油設立柴達木盆地
關鍵技術重大專項，針對鹹化湖低豐度烴源
岩能否規模成烴、盆地腹部是否發育規模儲

層等世界級難題和瓶頸技術，組成千人團隊
進行攻關。經過10年努力，創造了柴達木
盆地油氣勘探的歷史性突破，為千萬噸高原
油氣田奠定基礎，完成了多項技術創新，專
家認為總體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資源量大增23.8億噸
據悉，依托這些科技創新成果，青海油
田油氣資源量從 46.5 億噸增加到 70.3 億
噸，拓展有效勘探面積1.2萬平方千米，有
效指導了5個億噸級整裝大油氣田的突破，
不僅夯實了油田發展的資源根基，同時提升
了高原油田在中國石油西部重要能源戰略接
替區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進
廣西報道）廣西桂林市昨日
召開建設國家可持續發展議
程創新示範區推進大會。科
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吳
遠彬宣讀的國務院批覆指
出：重點針對喀斯特石漠化
地區生態修復和環境保護等
問題，實施自然景觀資源保
育、生態旅遊、生態農業、
文化康養等行動，形成可操
作、可複製、可推廣的有效
模式，對中西部多民族、生
態脆弱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
發揮示範效應，為落實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實踐
經驗。

與聯合國達成合作意向
聯合國駐華協調員羅世禮

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將
近160多個國家開展工作，桂
林的經驗和知識將使很多的
國家和地區從中受益。桂林
市政府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簽署了《合作意向書》，並
與相關企業、高校院所簽署
12個戰略合作協議，這些項
目投資額近1,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

政府料3年投1500億
廣西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桂林市委書記趙樂秦說，此

舉是桂林的新機遇，未來三
年，計劃投入 1,500 億元以
上，實施79項重大項目，深
化面向東盟、對接「一帶一
路」、輻射全球的開放合
作。
廣西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黃

俊華說，廣西自治區要統籌
相關專項資金支持相關項
目，並與桂林市按市場化方
式探索共同設立可持續發展
基金，引導募集社會資本，
投資桂林可持續發展重點產
業和重大成果轉化項目，創
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
際交流合作與落地示範基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瑜 青海報道）青海油田近日宣佈，經過千餘名

石油科技工作者歷時10年的努力，《高原鹹化湖盆油氣地質理論和複雜

山地三維地震勘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該成果已有效指導青海油田連續

發現5個億噸級油氣田，新增探明油氣儲量4.6億噸。天然氣產量的提升

和儲量的新發現，改善了甘青藏寧等地區的燃料結構，使1,000多萬居民

受益，有助於保護三江源、祁連山等青藏地區生態環境。

■廣西桂林市昨日正式啟動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建設，計劃3年
投入1,500億元人民幣以上，實施79項重大項目。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韓毅 重慶報道）
重慶兩江公租房公司啟動水土片區5,062套
住房的精裝修工程，預計8月裝修完畢後將
分批次交付，京東方、萊寶、聯創等企業員

工入住，最快可5分鐘上下班。
兩江公租房公司工作人員介紹，為保障園區入

駐企業員工及時入駐，公租房公司與兩江新區管
委會、兩江工業開發區、入駐企業進行聯動，通
過了解入駐企業需求，提前定製裝修企業員工住
房，確保園區範圍內企業員工新增需求「應租盡
租」全覆蓋。截至2017年底，兩江新區工業園
區公租房累計實現住房配租23,794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
道）據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員會透露，
新疆今年將繼續實施向國內最長的內陸
河——塔里木河下游生態輸水和向重點胡楊

林保護區生態應急補水工作，計劃完成12億立
方米生態輸水任務。
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副主席、塔里木河流

域水利委員會主任艾爾肯．吐尼亞孜表示，今年
計劃組織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項目92
個，涵蓋54.49萬貧困人口。
新疆去年累計向塔河下游和重點胡楊林保護區

輸送生態水24.69億立方米，台特瑪湖和周邊濕
地面積達到511平方公里，刷新補水量最多、面
積最大、範圍最廣等多項歷史紀錄。同時孔雀河
下游生態輸水也取得顯著成效，有效恢復了孔雀
河斷流長達15年的下游河道。

塔里木河今年將「送水」12億立方米
新
－
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逍江西報道）中
科院水生所近日公佈了2017年長江流域江
豚科考數據，鄱陽湖監測到的江豚，由
2016年的539頭次驟增至1,042頭次，增長
近一倍。鄱陽湖江豚數量全國最多，超過另

外兩個江豚主要棲息地洞庭湖、長江幹流監測到
的江豚的總和。
長江江豚是生活在長江流域中的兩種淡水鯨類

動物之一，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被譽為「水中
大熊貓」。作為全國首批三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
區，江西省對鄱陽湖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
制度。在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攻堅行動
中，江西省完善了長江江豚救護體系，在全省
35個水生生物保護區，完成了「四牌一標」
（保護區門牌、宣傳牌、警示牌、指示牌和界
標）建設活動等多項保護制度建設。

江
－
西

鄱陽湖江豚增至1042頭

■青海油田一勘探科技成果有效指導發現5個億噸級油氣田，新增探明油氣儲量
4.6億噸。圖為青海油田英東採油廠員工在採油五廠轉接站內作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