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黑龍江省文化廳組成的專家組初步認
定，在該省黑河市發現的一處赭石彩繪岩
畫，是舊石器時期彩繪藝術作品，距今至少
1.2萬年，在小興安嶺地區尚屬首次發現。
此岩畫位於黑龍江省黑河市罕達汽鎮附
近的一處岩壁上。今年5月末，黑龍江省
文化廳獲悉有關線索後，組成黑龍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組成專家組，對該處岩畫進
行現場調查和科學辨識。
據專家組成員、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員趙評春介紹，現場可見到岩石上南
北橫向分佈着一些彩繪圖案。提取現場資料
後，通過技術手段辨識形成的紋樣墨跡圖顯
示，此處岩畫上共有13種赭石彩繪紋樣，
初步認為，反映的是原住民獵獲場景。

紋樣含三頭猛獁象
他介紹，岩畫的年代確定一直是國內外

學界難題，此次通過對該處岩畫彩繪紋樣
的辨識有了重大突破，對其形成的年代有

了較為明確的結論。紋樣中包括三頭猛獁
象，據此可以初步判斷該彩繪岩畫作品至
少形成於猛獁象在當地滅絕以前，即至少
有1.2萬年歷史。
趙評春認為，該處岩畫屬手指彩繪藝術

作品。所使用的顏料中，赭石在當地很難
獲得，而且單一赭石是無法形成顏料塗抹
在岩石上長久留存的。岩畫因使用了由赭
石和動物膠質調和而成的顏料，才得以經
歷了萬年洗禮留存至今。 ■新華社

小興安嶺首現逾萬年前彩繪岩畫

據據悉悉，，用紫檀雕刻藝術復原北用紫檀雕刻藝術復原北
京的老城門京的老城門，，在世界藝術史在世界藝術史

上是首創之舉上是首創之舉，，而中國紫檀博物館而中國紫檀博物館
的的「「紫檀雕刻紫檀雕刻」，」，也是國家級非物也是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昨日首發的昨日首發的
圖書則記錄了作者陳麗華多年來執圖書則記錄了作者陳麗華多年來執
着的文化擔當及以紫檀藝術讓老北着的文化擔當及以紫檀藝術讓老北
京城門京城門「「活起來活起來」」的非凡努力和艱的非凡努力和艱
辛過程辛過程。。
富華國際集團主席富華國際集團主席、、中國紫檀中國紫檀

博物館館長陳麗華表示博物館館長陳麗華表示，，作為一作為一
名在皇城根兒底下從小玩到大的名在皇城根兒底下從小玩到大的
老北京人老北京人，，自己對老城門自己對老城門、、老城老城
牆有着深厚的感情牆有着深厚的感情，，城門樓的拆城門樓的拆
除像是扎在心裡的一根刺除像是扎在心裡的一根刺，，總是總是
在夢裡拉扯着她在夢裡拉扯着她，，輾轉難眠輾轉難眠。。於於
是是，，她為這個夢她為這個夢，，付出付出「「工匠精工匠精
神神」」的所有心血的所有心血。。

日以繼夜跪雕日以繼夜跪雕 膝蓋滿佈傷痕膝蓋滿佈傷痕
她撩起裙襬她撩起裙襬，，向記者展示幾經磨向記者展示幾經磨
損結痂留下斑駁印記的膝蓋損結痂留下斑駁印記的膝蓋，，這全這全
部是她日以繼夜部是她日以繼夜、、親力親為親力親為，，跪着跪着
投入檀雕重塑老城門這項工程留下投入檀雕重塑老城門這項工程留下
的傷痕的傷痕。。早在早在2020年前年前，，她就一直她就一直
多方搜集老城門的圖紙和文獻資多方搜集老城門的圖紙和文獻資
料料，，遍訪專家遍訪專家，，反覆考證推敲反覆考證推敲，，以以
取得詳細取得詳細、、真實真實、、可靠的數據可靠的數據。。直直
到到20082008年年，，以紫檀藝術重塑老北以紫檀藝術重塑老北
京城門的工程才正式啟動京城門的工程才正式啟動。。
她表示她表示，，項目剛起步時項目剛起步時，，由於城由於城
門圖紙的缺失門圖紙的缺失，，團隊除了求助政府團隊除了求助政府
文物部門的支持文物部門的支持，，還積極從海內外還積極從海內外
各種渠道尋找散落的城門照片各種渠道尋找散落的城門照片、、高高
價回購殘存資料價回購殘存資料，，比對着照片修改比對着照片修改
圖紙等圖紙等，，付出了大量精力和資金付出了大量精力和資金。。

十載光陰十載光陰，，無數個日日夜夜無數個日日夜夜，，陳麗陳麗
華和幾百名團隊成員一起華和幾百名團隊成員一起，，以以11︰︰
1010 的比例的比例，，將老北京將老北京「「內九外內九外
七七」」共計共計1616座紫檀及陰沉木製城座紫檀及陰沉木製城
門全部製作完成門全部製作完成，，精準無誤精準無誤，，具有具有
極高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極高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
更令人稱奇的是更令人稱奇的是，，1616座城門沒座城門沒

用一根釘子用一根釘子，，僅用木建築的榫卯僅用木建築的榫卯
技術技術，，把大小不過寸許的上千萬把大小不過寸許的上千萬
塊零部件嚴絲合縫對接塊零部件嚴絲合縫對接，，破解並破解並
復原了古代城門建設的神秘千斤復原了古代城門建設的神秘千斤
閘閘。。不滿足於不滿足於1616座內外城門的陳座內外城門的陳
麗華麗華，，又開始着手復建又開始着手復建1010座老北座老北
京城牆四角的十座角樓京城牆四角的十座角樓，，全部完全部完
成後成後，，將是共計將是共計2626座城門樓的宏座城門樓的宏
大工程大工程。。已近八旬的她笑着說已近八旬的她笑着說：：
「「我願意復原城門樓到我願意復原城門樓到 9090 歲歲、、
100100歲歲。」。」

明清時期的
北京城，分為內
城和外城，內九

外七，共十六座城門。內城有正陽
門、安定門、朝陽門、崇文門、德勝
門、東直門、阜成門、西直門、宣武
門共九個門。明世宗為加強城防，在
嘉靖三十二年增修外城城門。外城有
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東便門、

西便門、廣渠門、廣安門共
七個門。 ■中國網

由北京紫檀文化基金會和故宮出版社編輯出版，記述中國紫檀博物館館長陳麗華女士歷

時十載、採用珍貴的紫檀及陰沉木、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檀雕技藝」的雕刻手法，

藝術性復現老北京城門及其歷史變遷的重磅圖書《陳麗華的城門夢》，在97歲高齡的文物

界著名專家謝辰生、前文化部副部長趙少華、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等諸多文化界大家的

見證下，昨日在故宮博物院舉行了中英文版首發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中國紫檀博物館館長重磅圖書《陳麗華的城門夢》首發

十載非遺檀雕
重現老北京城

圖 片 故 事
重慶市黔江

區新華鄉昨日
舉行包粽子比
賽，當地居民
比拚包粽子技
藝，迎接端午
節的到來。圖
為該市新華鄉
一位媽媽帶着
孩 子 一 起 參
賽。 新華社

■■在故宮延春閣展出的在故宮延春閣展出的「「紫檀及陰沉木製老北紫檀及陰沉木製老北
京城門圖片展京城門圖片展」」現場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攝攝

端 午 賽 粽

內 九 外 七

■單霽翔、謝辰生、陳麗華（右二）和趙少
華共同為《陳麗華的城門夢》一書揭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攝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屢次豎起大拇指稱讚陳麗華這一幾乎不
可能完成的義舉：弘揚紫檀文化，通過複製、展示，讓文物
「活」起來，活在當下、活在人們的生活中，這是傳播中華傳統
文化非常好的形式，也填補了北京博物館和國家博物館的空白。
■歷史學家閻崇年：陳麗華太了不起，她不僅真的把復原老北京
城門的夢圓了，還以「千年不朽」的名貴木材和分毫不差的精準
雕製，讓這個夢兼具了藝術、經濟、文化、文物和普世價值。唯
一有些可惜的是，這些檀雕藝術只能放在倉庫裡，現在就是要找
個地兒。
■古建築專家劉大可：如果能有完整的片區提供給這些檀雕城門
樓作展示，效果會更加震撼，也能讓更多年輕人、甚至小朋友，與
復原的城門樓近距離接觸，再次尋回北京人、乃至中國人的夢。

紫檀藝術讓文物「活」起來

0�$

■■陳麗華的紫檀雕製作品陳麗華的紫檀雕製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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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
台灣青年蔡
志陽 5 年前
隻身到福建
漳浦創建生
態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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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豐產價格暴跌 台農怨當局政策影響陸銷

台青種「奇花異果」圓「登陸」創業夢
隻身赴閩再造家族生態園 5年後分享成功經驗

「我們家在台灣有一個農場，一家三代
從事農業超過50年了。」蔡志陽

出身於農業世家。其祖父創辦的「台灣豐
山生態園農場，是島內最早引種葡萄柚的
農場；如今風靡兩岸的樹葡萄，蔡家農場
也是第一批引種者。
大學畢業後，蔡志陽應父親的要求，回

到家裡幫忙。幾年種果蔬下來，蔡志陽頗
為得心應手，「但外界認為家裡的事業都是
靠父親和爺爺留下來的，我就很不服氣。」

扎根漳州 引進逾120新品種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蔡志陽來到大
陸，開始了自己的創業路。之所以選擇在

漳州發展，是因為蔡志陽的祖籍地就在漳
州，「我們在這裡都講閩南話，溝通很順
利。」
初來乍到時，對政策、環境都不熟悉，

蔡志陽感覺「好像踢到一塊鐵板」，「連
一個朋友都沒有，知名度也是一點都沒
有。」
「既然來了，就一定要努力幹下去。」

經過幾年的堅持，安第斯山脈黃金果、巴
西樹葡萄、太平洋沙梨、巧克力布丁果等
一大批異域水果，通過蔡志陽巧手栽培，
扎根漳州，「開花結果」。
如今，蔡志陽一手辦起的漳浦台豐山生

態農業園區，匯聚了從世界各地引進的120

多個花木瓜果新品種，成為一個生機勃勃
的「百果園」，成為漳浦台農創業園的一
道獨特風景。
「很多人認為台灣的農業非常發達，但

在這些年的發展裡，我認識到其實並不
然。」蔡志陽對兩岸青年朋友們說，台灣
的市場太小了。

推陳出新 大陸市場實在大
「大陸市場確實很大，但是想要拿到市

場，我們還需要相應的實力，必須不斷推
陳出新，不斷改良新品種，否則一下子就
會被市場淘汰。」蔡志陽說。

以發展一代、準備一代、研發改良一代
的創新理念，蔡志陽把他的漳浦台豐山生
態農業有限公司經營得風生水起，「想把
我的農業新品種發揚光大，推廣到大陸的
各個角落。」
讓他倍感驕傲的是，他在漳浦的果蔬面

積和示範園，已經超過台灣家裡的果園面
積。他還有自己的「小目標」：兩年內超過他
家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家業」，證明他一個
人在大陸也可以比在台灣做得更好。
「大陸不但有廣大的市場，也有政府、政策
的扶持。」蔡志陽相信只要有心、有實力，
台灣年輕人可以在大陸闖出一片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台灣
不少水果豐產，卻出現價格暴跌，讓農民
叫苦不迭，直言「血本無歸」。島內輿論和
有關人士分析認為，當局對大陸政策倒退
導致兩岸關係不佳，以往紓解台灣水果豐產
滯銷的大陸銷售渠道因而受到不少影響。
今年台灣的香蕉、鳳梨（港稱「菠蘿」）、
西瓜、木瓜、荔枝等水果全面盛產，但價
格低迷，其中香蕉產地價每公斤不到10元
（新台幣，下同，約合2.6港元）。台灣地

區農業主管部門公佈的數據顯示，6月1日
至10日，全台香蕉批發價平均為每公斤
11.9元（約合3.1港元），為10年同期新
低，比過去3年的價格降了約六到七成。
在嘉義縣竹崎鄉，二三十公斤的生蕉可

能賣不到30元（約合7.9港元）。蕉農黃
浚豪說，夏蕉通常價格最差是在7至9月，
但今年才入夏，產地收購價就跌到近谷
底。台南市關廟區的菠蘿價格也大跌。屏
東除菠蘿產量過剩，「玉荷包」品種的優

質荔枝價格現也跌到初上市近四分之一。
高雄大樹區盛產的菠蘿、荔枝今年價格

也都出現大跌。種植菠蘿、荔枝與檸檬等
作物多年的當地里長孫國憲，近日懸掛
「民進黨不倒、農民不會好」的布條，宣
洩心中不滿。

不跟大陸接軌是死路一條
孫國憲表示，台灣農業若不跟大陸接軌

就是死路一條，若民進黨不反省，不為農

民着想，後果就會如他布條所寫的一樣。
關於水果價跌原因，除豐產導致供過於

求外，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前主秘李念
宜分析說，過去台灣水果七八成外銷，而
今已沒有當年榮景，當局忽略農業產銷政
策，連外銷市場需求都沒弄清楚。
台灣輿論認為，民進黨當局拒承認「九

二共識」，令兩岸關係走向冰凍，台灣觀
光業和農漁產品外銷大受影響，而解決台
灣水果滯銷價跌問題，大陸市場很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
北市警方一連多日進行詐騙打擊行動，共
破獲89案、逮捕180名嫌犯。經查被害者
422人，不法所得共計近1.5億元（新台
幣，下同，約合3,900萬港元）。
台北市警察局11日在破案記者會上宣
佈，4日至8日一連五天所進行的詐騙打
擊行動專案，共計查獲89件詐騙案件，
當中7件涉及集團案件，共逮捕嫌犯180
人，總計查扣手機34部，以及現金204萬
餘元（約合54萬港元）等證物。另清查
被害人422人，詐騙所得共1.4976億餘
元，成效顯著。
全案各依涉嫌詐騙罪、洗錢防制法及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移送各轄區地檢署
偵辦。
警方指出，專案執行期間，以偵破的

「猜猜我是誰」大型電信詐騙集團案最受
矚目。經查嫌犯利用自營通訊行詐騙，假
借辦電話卡送現金方式收購電話卡，再轉
售給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警方循線追緝並
於專案期間收網，共逮捕嫌犯25人。經
查此案受害人遍及全台，受騙金額達300
多萬元（約合79萬港元）。

台北破89詐騙案
「猜猜我是誰」最受矚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東縣
政府「交觀處」舉辦台東必食美食網路
票選名單出爐。名單前10名為藍蜻蜓炸
雞、榕樹下米苔目、卑南包子、王群翔
慢食家宴、林家臭豆腐、池上米、客來
吃樂、寶桑蘿蔔糕、東粄香傳統米食
坊、蓋亞那工作坊。「交觀處長」江慧
卿表示，票選結果出爐，前10名爆出許
多黑馬。
台東縣「交觀處」粉絲專頁「台東就醬
玩Amazing Taitung」在5月中舉辦台東
必食TOP10分享美食抽獎活動，票選及
得獎名單本月7日公佈，吸引近6,400人
次留言參與票選活動，抽獎有效分享票數
則有近3,700人。
江慧卿表示，此次被推薦美食共100多

家，包括各類特色小食、當地人與遊客都
愛的速食，也有原住民風味饗宴。

台東必吃美食前10多爆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5年前，「80後」台灣青年蔡志陽懷揣

再造第二個家族產業——「台灣豐山生態園區」的創業夢想，隻身來到

福建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5年後，他的「奇花異果」創業夢獲評為海峽

論壇十年故事匯的三十個優秀故事之一。在正於福建

漳州舉行的第十屆海峽論壇．海峽兩岸青年交流周期

間，蔡志陽向兩岸青年們分享

了自己的「登陸」創業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