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銚陽說，這兩年做的最重要的事
情，一是作為起草人和他的團隊五易其
稿完成了柳州螺螄粉的工藝標準，二是
建成了柳州螺螄粉博物館，螺螄粉承載
着柳州人對螺螄飲食文化的理解，作為
這個非遺項目目前唯一的傳承人，他深
感任重道遠。
「現有七八個徒弟，計劃今年再收一
百個徒弟，而且都必須經營螺螄粉店，
從技術傳承產品創新、經營理念、營銷
管理等方面讓這個非遺項目更好的發
展。」同時，今年再新開100家分店，旗
下「味之坊」也計劃於2019年在香港進
行首次公開募股，有望成為資本市場上
第一家米粉類企業。
此外，倪銚陽還計劃打造柳州螺螄粉

商學院，培養行業精英和管理人才，他
說，目前柳州螺螄粉行業仍處於持續爆
發期，更要打牢行業發展基礎，「不能
讓這個行業跑偏」。

傳人擬再收徒
計劃香港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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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銚陽說，螺螄粉的選料嚴
格，必須選擇柳州出產的上

好石螺及乾搾米粉，配以多種香
料，才能製成一碗鮮、辣、酸、
彈、爽的柳州螺螄粉，「螺螄湯
是一碗螺螄粉的靈魂，在我的店
裡，12斤螺螄、10斤筒骨、3隻
老雞等熬湯，只能做出200碗螺
螄粉，鮮的是螺螄筒骨湯，辣的
是辣椒油，酸的是酸筍，彈的是
米粉，爽的是心情。」

到訪英市長「點滴不留」
「2016年1月13日英國白禮頓
市、彼斯哈文市兩市長攜家屬來
柳州，當時準備了螺螄粉套餐和
牛排。」倪銚陽說，萬一他們不
愛吃螺螄粉就立即上牛排，結果
連湯都喝光了。

「我們與美國總代理商合作，嘗
試在紐約開了兩家螺螄粉店，沒想
到大受華人歡迎，十分火爆，更帶
動許多歐美人愛上螺螄粉，紐約華
拉盛美食廣場僅僅數平方米的店舖，
每天能賣出數百碗螺螄粉」，柳州
螺狀元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清石
說，目前已累計出口美國約40萬
袋，而且剛剛拿下了進入歐盟市場
的「通行證」，出口市場已遍及全
球30餘國。

行家稱如遇「奇跡」
嘻螺會則是螺螄粉電商銷售的

大戶，董事長羅岸峰說，公司日
產量16萬包，憑着黑椒牛肉螺螄
粉等新產品，其互聯網銷售比超
過90%，「沒有刻意去做電商，
自然而然就做成了幾大電商平台

上的第一大戶」。柳州市商委副
主任賈建功說，一家螺螄粉實體
店輻射範圍不過幾公里，月銷售
額10來萬元，而通過互聯網銷售
預包裝螺螄粉，可輻射全國乃至
全球，銷售額沒有上限。柳州市
推行螺螄粉供給側改革之後，從
路邊攤到門店，從連鎖餐飲到標
準化工廠生產，制定袋裝螺螄粉
生產標準，規劃螺螄粉產業園，
讓誕生於路邊攤的螺螄粉成為阿
里巴巴米粉特產類銷售量排名第
一的「網紅」小吃。
劉清石認為，他從事螺螄粉行業

這幾年，堪稱遇上了「奇跡」：一
是沒想到海外銷售這麼火；二是沒
想到作為一個非即食的小吃，螺螄
粉通常需要花費20分鐘加工，居然
在網上能賣得這麼好。

廣西柳州的男女老少都

愛以螺螄粉祭五臟廟，使

當地整年都瀰漫着這款美

食的香味。柳州螺螄粉技

藝非遺傳承人倪銚陽說，

一系列神妙的「化學反

應」造就了螺螄粉的盛

行，問世雖不足40年，但

柳州人對其不斷創新，使

其成為最年輕的非遺小

吃。一碗小小的螺螄粉，

不但成了幾大電商平台上的

第一大戶，今年銷售額更有

望突破百億元（人民幣，下

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朱曉峰 廣西報道

非遺小食螺螄粉
登電商熱銷30國

當越來越多的外國青年用一口字正腔圓的普
通話講述着他們的中國故事時，除了驚訝他們
純正的漢語發音之外，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微信」等中國創造的社交平台，更普遍地成
為了外國青年們熱衷的交流方式。來自英國、
烏克蘭、俄羅斯、印度、巴西、緬甸、越南等
25個國家的31名青年漢學家昨日齊聚廣州暨南
大學，以「開放中國，領潮廣東」為主題，重
點圍繞「中國嶺南文化」、「海上絲綢之路」
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三大主題，開展為期
21天的研修活動。
開幕式上，來自英國、印度、南非以及越南

的四位青年代表紛紛講述他們的中國故事和經
驗，不管是莫言的小說翻譯還是中國影視劇作
的引進，或者是對嶺南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娓娓
道來，甚至是時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和規
劃速度。這些漢文化愛好者表示，對中國文化
以及目前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感興趣，「漢學
家」這個身份也讓他們開始找到實現個人價值
的新路徑。

海外青年情迷華語文創
來自緬甸的杜光民從事文化翻譯工作近十

年，他先後翻譯莫言的《蛙》、《生死疲勞》
以及《紅高粱家族》。能夠用中文順暢交流的
他表示，莫言小說中的魔幻和現實主義的充分
結合，讓他十分着迷。也因為翻譯小說的關
係，杜光民去年還有緣和莫言見面探討文學作
品的翻譯。杜光民透露，自己翻譯莫言的作
品，是希望可以為當地文壇引入新風，豐富大
家的閱讀興趣。
來自越南的林家寶珍自小就學習中文，出社

會後於一家中國廣州的影視公司在越南開設的
辦事處任職。林家寶珍表示，從小在越南也是
看着香港TVB的影視劇長大，所以對於華語電
視一點也不陌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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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個國家的31位青年漢學家齊聚廣州。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一碗小小的螺螄粉竟成為幾大電商平台上的第一大一碗小小的螺螄粉竟成為幾大電商平台上的第一大
戶戶。。圖為柳州市螺螄粉飲食文化博物館圖為柳州市螺螄粉飲食文化博物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柳州螺螄粉技藝非遺傳承人倪柳州螺螄粉技藝非遺傳承人倪
銚陽銚陽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曉峰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曉峰 攝攝

山東嚴控建設佔用耕地
廣闊渠道吸引社會投資 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15國將來華參加國際茶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舉辦茶博會的宗旨就是搭建大平台、培育
大產業、塑強大品牌，秉持的原則就是開
放、合作、共贏。」國家農業農村部市場與

經濟信息司司長唐珂近日在第二屆中國國際茶葉博
覽會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第二屆茶博會以「茶和世
界 共享發展」為主題，將於5月18—22日在浙江
省杭州市國際博覽中心舉辦。
此屆茶博會展覽面積達7萬平方米，較上屆增加

一倍，近1,200家中國品牌茶企將盛裝亮相，全面
展現中國茶魅力及當前茶行業發展成果。
為增強國際和地方的參與性，此屆茶博會設立了
土耳其和斯里蘭卡2個主賓國，兩國的農業部部長
將在茶博會開幕式上作專題發言。
截至目前，此屆茶博會共有15個國家的18名農業
部長級領導參加，9個部委派員參會，內地21個茶
葉主產省組團參展，齊聚千餘家知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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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遼寧省政府日前對外公佈了「遼寧開放40
條」，其中以「真金白銀」財政資金支持全
面開放政策力度空前。香港文匯報記者10日
從遼寧省政府新聞辦組織召開的政策解讀新
聞發佈會上獲悉，在當前遼寧財政運行困難
重重的背景下，該省增設了全省全面開放專
項資金，並計劃在2018至2022年每年投入
3.5億元（人民幣，下同）、累計安排17.5億
元（約合港幣21.5億元），用以重點支持招
商引資、開放平台建設、產業園區發展、外
貿新業態新模式和開拓國際市場等工作。

加大政策支持 重塑形象信心
「遼寧開放40條」是遼寧省形成全面開放
新格局的40個政策內容，其中在遼寧經濟形

勢剛剛回暖的情況下，如何發揮財政對振興
開放的引導支撐作用備受關注。遼寧省財政
廳副廳長杜卓在今日新聞發佈會上對此作了
政策解讀。
她表示，遼寧加大財政政策支持力度，體
現了對全面擴大開放、重塑遼寧形象的信心
和決心，並首次出台了由省級財政按照統一
標準、統一安排資金予以支持的「雙招雙
引」獎勵政策，在以往政策基礎上首次將優
質外資企業在遼寧註冊投資、設立總部、開
辦功能機構等納入稅費優惠、資金支持、工
作獎勵和股權投資等方式的政策支持範圍。
據悉，上述政策內容收入在5月2日由遼寧

省委辦公廳下發公開的《中共遼寧省委遼寧
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構建開放新格局以全面
開放引領全面振興的意見》中。

西安交大創辦人工智能試驗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陝西西安交通大學9日透露，為主動適應國
家人工智能發展戰略需求，該校日前正式發
佈人工智能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並創辦

人工智能試驗班。
據西安交大人工智能試驗班項目主任孫宏濱介

紹，實驗班在學生選拔方面，將遵循優中尋優原
則，每年計劃招生40人左右，其中高考招生選拔
15人左右，校內新生選拔15人左右，少年班選拔
15人左右。
據悉，西安交大人工智能試驗班將與微軟亞洲研

究院、騰訊公司、華為公司緊密合作，深度融合，
打造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接軌的培養方案。此外，人
工智能試驗班的培養還將與卡耐基梅隆大學、佐治
亞理工學院等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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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120個基準站防震減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11日從福建省防震減災能力
建設進展情況新聞發佈會上獲悉，「十三
五」期間，福建省將進一步完善地震監測預

警台網建設，通過新建、改造和升級台站等方式，
建設120個基準站、85個基本站、1,100個一般
站，形成完善的陸域地震監測預警台網，台網密度
縮小至10公里左右。
相關資料統計顯示，近些年來，福建省地震局持
續推動地震監測預警台網建設，建成了由88個測
震台、94個強震動台、300個烈度計台和61個
GNSS台組成的實時傳輸地震監測預警台網，在全
國地震系統內，首次建成覆蓋全省、功能完備的
「四網融合」監測預警台網。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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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設立專項資金 5年投21.5億促振興

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廳長李琥在9
日的發佈會上表示，隨着社會

經濟迅速發展，山東建設用地供需
矛盾凸顯，耕地保護面臨新挑戰。
此次出台《關於加強耕地保護和

改進佔補平衡的實施意見》，明確
嚴格永久基本農田劃定和保護、節
約集約用地等措施，緩解建設佔用
耕地壓力，加大耕地保護力度，提
升土地利用效率。

完善耕地佔補平衡機制
據李琥介紹，山東將廣開資金渠
道，鼓勵採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
模式投資或參與土地整治項目；加
大涉農資金整合力度，提高高標準
農田建設資金使用效益。積極吸引
社會投資建設高標準農田，鼓勵和
引導各類金融機構為高標準農田建
設提供信貸支持等金融服務，推進
耕地質量提升和保護。
同時，《意見》改進耕地佔補平

衡管理，完善耕地佔補平衡責任落
實機制，嚴格落實年度補充耕地任
務，積極拓展補充耕地途徑。山東
將統籌實施土地整治、耕地提質改
造、高標準農田建設、城鄉建設用
地增減掛鈎、歷史遺留工礦廢棄地
復墾等，新增的耕地經核定後可用
於落實補充耕地任務。並將農用地
產業結構調整增加的耕地納入補充
耕地來源。
根據規劃，到2020年，山東全省

耕地保有量不少於11,288萬畝，永
久基本農田保護面積不少於9,584萬
畝，建成5,982萬畝高標準農田，穩
步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為確保
山東糧食總產穩定提供資源保障。
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山東耕

地面積達1.1410億畝，永久基本農
田保護面積為9,587萬畝。耕地總量
位列全國第四，糧食產量實現「十
三連增」，連續18年實現耕地總量
動態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報道）糧食生產大省山東，近年來建

設用地供需矛盾開始凸顯，耕地佔補平衡壓力日增。為保障糧食安全，該

省近日出台政策，嚴控建設佔用耕地，並廣開渠道吸引社會投資，鼓勵各

類金融機構為高標準農田建設提供金融服務。

■為保障糧食安全，山東省近日出台政策，嚴控建設佔用耕地。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遼寧省政府日前對外公佈了「遼寧開放40條」，其中以「真金白銀」財
政資金支持全面開放政策力度空前。圖為遼寧瀋陽一處在建樓盤。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