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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之璽交通卡」印體溫潤潔
白，光澤如凝脂。印背雕刻

一隻螭虎形象作紐，威猛中透出柔和
優雅。底座為正方形，印面篆書「皇
后之璽」四字，書體流暢，刀法自然
嫻熟；筆勢方中帶圓、氣韻生動。印
體兩側琢有雲紋，其餘兩側印有卡號
及「長安通」字樣。

不記名不掛失
此限量「卡」可在內地225個城市
搭乘地鐵；不記名、不掛失。
「皇后之璽交通卡」一面市即受到
西安市民青睞。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西
安「長安通」App上發現，該「卡」

售價 168 元人民幣，已預售 1萬多
套，且銷售量還在不斷攀升。

購買者：穿漢服掛「印璽」
已預定該「卡」的西安市民劉小姐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該套創意「交
通卡」充分結合實用性與藝術性；這
種既能提升文物影響力，又滿足民眾
需求的多元化體驗，給人帶來一種奇
妙的感覺。她並說：「等『到貨』
後，我要和閨蜜一起穿着漢服、腰掛
皇后印璽，體驗一把『皇后』坐地鐵
的感覺，哈哈。」
該市王先生亦感慨，從人工售票、
到無人售票、到刷手機，再到如今刷

「皇后之璽」，交通付款方式的變化
也係老百姓生活變遷的寫照。

陝歷博：研推更多文創產品
據悉，內地最早的印章實物發現於

安陽殷墟，秦統一後，確立璽印制
度，規定帝后印章稱「璽」，其餘均
稱「印」。「皇后之璽」出土於漢高
祖和皇后呂雉合葬墓東側1,000米，
其質地、鈕式和文字均與史書記載相
吻合，因此考古工作者推斷其可能係
呂后生前所用的印璽，係迄今內地發
現的唯一漢代皇后玉璽。
此次走紅的「皇后之璽交通卡」係
陝歷博館藏系列「長安通紀念卡」其

中之一。該系列以陝歷博六件「明星
級」館藏：鑲金獸首瑪瑙杯、鎏金舞
馬銜杯紋銀壺、鏤空葡萄花鳥紋銀香
囊、三彩駱駝載樂俑、鎏金銀竹節銅
熏爐和皇后之璽作為創作素材，既有
創新設計，又利用浮雕、立金及香味
令文物更「平易近人」。
西安「長安通」工作人員表示，

「皇后之璽交通卡」係讓人們深度
了解周秦漢唐豐富文化遺存和深厚
文化積澱的一次嘗試。陝西歷史博
物館副館長龐雅妮稱，雙方還將探
索進一步合作，發掘並激活館藏文
物資源，推出更多受公眾喜愛的文
創產品。

亮出皇后之璽
嗶一聲搭地鐵

濟寧市中公安分局唐口街道派出所民
警近日在5日內為韭菜姜村的45名村民
集體改姓。89歲的戴興漢拿到了新戶口
本，錯了37年的姓終更正。
韭菜姜村的戴姓一族於600年前由濟

寧市金鄉縣卜集鎮戴樓村遷至此處。從
37年前戶口統計時，工作人員為了方便
書寫將部分戴姓寫成了「代」。由於不
是同一時期同一人統計，造成父子之
間、兄弟之間不同姓，給村民帶來很多
麻煩。近日，收到由韭菜姜村委的申請
後，5天為45名村民集體改姓。
21日下午，91歲的戴興漢雙手微顫着

從民警手中接過新戶口本。「37年了，
認祖歸宗了。」他說。

三輩「被」改姓
戴興漢說，自己生於1930年，祖輩都

姓戴；1983年，村裡做了一次人口統
計，工作人員在手寫統計時為了方便書
寫、將「戴」寫成了「代」。「當時人
們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那時候我都有
孫子了，兒子、孫子，我們三輩人的姓
都寫成了『代』。」
戴興漢說：「（我）很多次都想改

（正我的姓），問過別人，聽說很麻
煩，就一直拖着也只能默認」。戴興漢
現在是五世同堂，最小的重孫7歲，這
次家裡共有5人改正了姓氏。

父女不同姓 妨工作學習
同村的戴紅偉說：「原來的戶口本

上，我姓『代』、女兒和兒子姓
『戴』。」戴紅偉生於1977年，也在一
次人口統計時被寫成了「代」；他的一
雙兒女於2000年後出生，當時曾將孩子
的姓改正了，但這也給他帶來不便。
「女兒今年就要參加高考了，填家庭成
員時，和我的姓不一個字，到哪兒出證
明都很複雜；這樣會給孩子以後學習、
工作帶來更多麻煩。」

■《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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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交通卡」近日「刷

屏」了不少西安人的微信朋友圈。原

來，它係以國寶級文物、漢高祖皇后呂雉的

印璽為原型復刻的「皇后之璽交通卡」，外觀與

文物一致。此「卡」可在內地225城使用，預購量已

上萬。網友笑稱，腰掛「皇后之璽」、嗶一聲登上「千

萬座駕」（即地鐵）、瞬間有了「娘娘」之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西安推國寶造型交通卡西安推國寶造型交通卡 225225城通用城通用

■■一位民眾使用一位民眾使用「「皇后之璽交通皇后之璽交通
卡卡」」通過地鐵閘通過地鐵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戴紅偉說，
自己在此前的
戶 口 本 上 姓
「代」，給當
時姓「戴」的
子 女 帶 來 不
便。圖為戴紅
偉展示自己的
身份證及戶口
本。 網上圖片

■「皇后之璽」造型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真璽真璽

民進黨執政三年 台觀光業悽慘
600飯店或轉手 3000遊覽車待售 逾萬職員失業

陳建宇指出，這三年來台灣飯店的住房
率一直下滑，有600家業者表明可能

要出售，也有業者降價求生。此外，有
3,000輛遊覽車待售，不少購物店也關門歇
業，造成逾萬人失業。
對於觀光產業的前景，陳建宇不無憂慮地

指出，如果明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再選
出一個和現任地區領導人一樣的人物，「不
知道觀光產業還能不能夠活下去」。

民進黨失信 陸客數驟降
一同出席記者會的台灣「中華觀光經理
人協會」理事長張明琛表示，相較於整個
亞洲市場，台灣的觀光競爭力持續下滑。
從2015年到2018年，來台旅客人數僅增
長5.9%，增長率在亞洲墊底。其中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當局拒談「九二共識」，嚴
重影響陸客來台人數，使來台陸客從2015
年的418萬人驟降到2018年的270萬人。
台灣國際觀光救援服務協會理事長許高
慶則指出，上一任地區領導人執政期間開
放陸客來台並創造高峰，民進黨當局上台
後承諾「維持現狀」，如今陸客卻已是
「從有變無」。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日前接受
採訪時表示，民進黨當局上任以來拒不承
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大倒退，以致

陸客來台大崩盤，讓台灣觀光成為一大
「慘案」。
島內各界檢視民進黨當局執政三年表

現，兩岸關係是最受矚目的項目。翻看最
近一周島內不同機構所做民調，即便是偏
綠的「台灣民意基金會」發佈的調查結果
也顯示，民眾對當局的「兩岸表現」不滿
意者高於滿意者。

民調：六成人不滿當局兩岸政策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在民進黨當局執政滿

三年之際所做的民調報告一針見血地指
出，這三年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變化，除了
兩岸制度化交流中斷之外，民進黨當局還
加強管控兩岸民間交流。
《中國時報》的分析文章指出，依據三
年來關於兩岸關係的類似民調，不滿意當
局領導人兩岸關係政策的比重始終在六成
上下。近來民進黨當局限縮兩岸交流、高
分貝對大陸嗆聲等作為，形同綁架了全台
灣人民為民進黨當局的抗中傾「獨」路線
埋單。
《聯合報》的社論指出，台當局領導人

就任時曾提出五大訴求，其中包括在兩岸
關係上要「維持現狀」。但三年來，台當
局沒有和大陸溝通、對話，只見不斷叫
囂、放話。此刻，兩岸關係只見緊張和倒

退，「現狀」在哪裡？

學者：「親美抗中」危害台灣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認為，「九
二共識」無疑是台灣發展的定海神針，但台
當局領導人卻推行「親美抗中」的方針，甘
為美國的馬前卒，將台灣推向危險邊緣。
不少民眾也投書報刊或網絡，對兩岸關

係惡化背景下的台灣前景表達深深憂慮。
台灣輔仁大學教授何思慎投書《聯合報》
指出，民進黨當局主政下的台灣是否更安

全，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兩岸關係缺乏
「九二共識」基礎，台海緊張升高。
台灣標竿企業促進會理事長鄧岱賢撰文

指出，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
識」，造成兩岸關係緊張情勢螺旋式升
高，衝擊台灣經濟發展，對人民的福祉有
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島內資深媒體工作者韋灝則指出，台當

局領導人的錯誤政策路線不得民心，尤其
是在兩岸關係上。其上任三年來，台海情
勢動盪不安，台灣未來充滿不確定變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前交通部門負責人陳建宇在日前

一場記者會上以「悽慘」、「只剩半條命」來評價民進黨當局執政三年來觀

光產業的現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隨着國際經貿摩擦升
溫，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與金融脆弱性提升，地緣政
治風險上升，台灣島內經濟
景氣信號已連續4個月處於
代表「衰退」和「增長」之
間的黃藍燈，消費者信心指
數更進一步下滑。
台當局「發展委員會」昨

日公佈，作為判斷當前島內
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4月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為21分，比3月增加1分，
但燈號仍然繼續呈現黃藍
燈。這也係島內連續4個月
閃爍象徵景氣趨弱的黃藍
燈，顯示目前景氣尚無明顯
好轉的跡象。去年12月，
景氣分數一度呈現象徵景氣
低迷的藍燈。
據介紹，島內景氣對策信

號又稱「景氣燈號」，係判
斷宏觀經濟景氣狀況的一種
指標，由藍燈、黃藍燈、綠
燈、黃紅燈、紅燈等5種由
弱到強的信號燈組成。其
中，藍燈代表景氣低迷，綠
燈信號代表當前景氣穩定，
紅燈代表景氣熱絡，而黃藍
燈和黃紅燈均為注意性信
號，代表後續景氣可能出現
轉折。
在景氣對策信號的9個細項

指標中，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繼續呈現藍燈，工業生產指
數、非農部門就業人數、海
關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營業額、製造業營業氣候
等均呈黃藍燈，貨幣供應

量、股價指數呈綠燈，機械及電機設備進
口值呈黃紅燈。
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同日公佈的調

查顯示，島內5月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
的總數為79.48點，比上月進一步下滑
5.85點。從絕對水準來看，在經濟景
氣、物價水準、購買耐用性產品時機、
投資股票時機以及家庭經濟狀況等6項
未來半年細分指標均屬悲觀，僅就業機
會指標偏向樂觀。
環比看，島內未來半年物價水準係

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中唯一上升的指
標，而投資股票時機下降幅度最大，比
上月暴跌35.8點，而就業機會、購買
耐用品時機、家庭經濟狀況環比也出現
幅度不同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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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台灣媒
體報道，「2019年陸生來台就讀碩博士班正
式分發榜單」昨日公告，合計錄取陸生1,440
人，報名和錄取人數均較2018年增加；招
生達標率為96%，高於去年的88%。

台大錄取最多
招生資料顯示，2019年台灣大學院校招

收陸生碩士班共1,500人；共有陸生2,483
人報名碩博士班，比去年增加671人。碩博
士班錄取人數也均較去年增加。其中，以

台灣大學錄取162人最多。
台媒還報道，較受陸生青睞的學科包括

管理及行政學類、軟件及應用開發與分析
學類及設計學類。
台灣「陸生聯招會」主任委員盧燈茂表

示，學士班應屆畢業的陸生人數自明年起
逐年遞減，但持大陸本科學歷的報名人數
持續增加。

陸生赴台讀碩博人數增

■■在台學子參加台灣科技大在台學子參加台灣科技大
學校園徵才活動學校園徵才活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灣前交通部門負責人陳建宇在日前一場記者會上以「悽慘」、「只剩半條命」來評
價民進黨當局執政三年來觀光產業的現狀。圖為遊客於太魯閣公園觀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