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蘇征兵 廣西報

道） 「這是本學期最後一次剪紙課，下

學期來學剪紙就是春天了。讓我們一起

來剪『春』字吧！」臨近期末，閔江紅老師在桂林市橋頭小學和

30個小朋友拿起了剪刀。作為桂林剪紙非遺傳承人，她經常來這

裡傳授剪紙。孩子們當場剪出了很多有創意的「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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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期間，閔江紅特地創作了
《疫情剋星》和《逆行者》。

在桂林理工大學任教的閔江紅，通過開
設剪紙專修課，吸引大批來自越南、泰
國、哈薩克斯坦等國的留學生，將「桂林
剪紙」這一非遺藝術傳播到「一帶一路」
等沿線國家，讓更多的世界人民了解桂
林，了解廣西，了解中國。

通過剪紙願做文化傳播使者
在桂林理工大學的課堂上，口說手動，閔

江紅一邊向同學們講解剪紙藝術，一邊運剪
如飛，剪出了栩栩如生的個人肖像，歡笑和
讚歎聲溢滿教室。
「我一直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參加
過許多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社團，也學
到了很多東西。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剪
紙，」泰國女生林思珍說，初次接觸剪紙
藝術時十分震驚，把一張普普通通的彩紙
翻來摺去，再拿起一把剪刀，刷刷幾下就
「變出」了一幅形象生動、巧奪天工的圖
案，還以為是那把剪刀有着「神奇的魔
力」。但自從她弄明白剪紙是怎麼回事
後，就愛上了剪紙，如今也能剪出栩栩如
生的人物、活靈活現的動物、形象生動的
植物、惟妙惟肖的器物……
「看着從自己手中剪出來的作品，心裡
真是美滋滋的。」林思珍說，希望學習更
多的中國傳統文化，回國以後展示給泰國
的朋友們看。泰國也是「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希望有機會作為一個小小的文化傳
播使者，向泰國傳播中國文化，也將泰國

的優秀文化帶到中國。
「從 2007 年開始開設剪紙藝術專修

課，留學生們都特別喜歡。」閔江紅說，
她十餘年前隨先生遷入桂林理工大學任
教，從小就愛好美術的她潛心研究桂林剪
紙，在桂林的各大高校內吸引了越來越多
的「粉絲」，其中有許多是「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留學生。

作為符號象徵應走出國門
從2007年開始在桂林理工大學給留學

生開設剪紙課，如今閔老師已教過印
尼、越南、塔吉克斯坦等「一帶一路」
沿線多個國家的留學生，直接授課人
數有4,000多名，直接培養指導的中
國學生則有近萬人。
作為桂林市剪紙非物質文化傳承

人，閔江紅和她的團隊創作的剪
紙系列作品《最美桂林》以桂林
人文、自然風光為元素，以填色
剪紙創作了《醉美桂林》、《山
歌蕩漾》、《米粉飄香》等5幅
作品，幽默的動作和絢麗的色
彩，展現出桂林和廣西壯族文
化的獨特之美。
閔江紅從15年前來到桂林，

醉心剪紙藝術，不斷鑽研剪紙技
法，把業餘愛好變成「正業」，
用一把小剪刀裁出多彩世界，將
歷久彌新的中國傳統文化韻味傳
播到海外。
「一切都源於喜愛，我覺得剪紙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象徵，理應為我
們更好地傳承弘揚，走出校門、走出了國
門，對此，我矢志不移樂在其中。」閔江
紅說，近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備受關
注，經濟交流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
相互發展的熱度也在持續上升，
新一代優秀青年有責
任傳承並發揚中
華民族非

物質文化遺產。對於剪紙藝術，不單單要
保護其不被遺忘，更應該在銘記的基礎之
上傳承和發揚剪紙藝術。一個經濟強大科
技尖端的國家並不一定會被人尊敬，值得
尊敬的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人民齊心協
力、民族使命感榮譽感強烈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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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着閔老師
剪紙藝術在高校

和留學生中的影響越來越大，
更多的外國遊學團和留學生慕
名而來，包括越南、泰國、印
尼、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日本等國，一年有幾十個遊學團
造訪，每一個團來訪的這幾天，
都是一場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交流
的盛會。

「有一個越南的小男生特別感
興趣，上了四次課就掌握了剪紙
的基本技巧，回國時我送給他
一套剪刀、刻刀工具，他非常

開心，說回去也要教會更
多的人。」閔江紅說，

還有個越南女生黃瓊英，
回國時她自己買了30多套
剪紙工具帶回國。
還有個愛剪紙的塔吉克斯坦女孩博瑞

娜，在桂林理工大學學習漢語期間跟閔
江紅學習剪紙藝術，把閔老師叫「中國
媽媽」，現在上海念金融專業，去年春
節還帶着她的剪紙作品和她媽媽一起來
桂林和閔老師一起過新年。
舉辦「最美廣西最美桂林」剪紙大

賽時，留學生們都積極參加，把他們
對桂林、對廣西、對中國最美好的感
覺用剪紙呈現出來，而桂林剪紙也由
此扮演着桂林文化使者走出去的角
色，讓桂林文化走進「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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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艦24人確診 曾涉足島內90地點
專家研判艦上感染 官方發簡訊軌跡提醒

受惠陸復工 台上月外銷訂單增 台振興抵用券 僅4.6%民眾用於住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

當局經濟事務主管部門20日發佈統計
數據顯示，今年3月台灣企業外銷訂
單金額為402.6億（美元，下同），比
去年同期增加4.3%，大幅優於預期。
第一季度外銷訂單1,042.4億，年減
3.5%。3月份訂單增加主要受惠於大
陸生產線陸續復工。
考量疫情影響，台經濟事務主管
部門今年2月預估，台3月外銷訂單
金額將年減 13.2%至 9.3%，第一季
度外銷訂單金額預估年減 9.7%至
8.3%。
按主要貨品類別統計，3月訂單金

額前三名為電子產品、信息通信產品
和基本金屬；訂單金額環比增長最快
的前三名為信息通信產品、電子產品
和光學器材。其中信息通信產品訂單
金額為115.4億，比上月增加90.8%，
比去年同期增加6.9%。

遠程辦公等帶動通訊產品銷售
台經濟事務主管部門有關負責人分

析，新冠肺炎疫情擴及全球，經濟活
動降溫，但受惠於企業在大陸的生產
線陸續復工，訂單延遲效應顯現；此
外受疫情影響，遠程辦公和線上教學
帶動了手機、筆記本電腦和網絡通訊

產品的銷售，帶動台灣3月訂單上
漲。
據介紹，台外銷訂單統計包括台灣

企業接單後在島內生產的訂單和在海
外生產的訂單。3月訂單金額中有
50.5%在台灣以外地區生產。
展望未來，台經濟事務主管部門表

示，新型科技應用市場拓展，遠距離
辦公和線上教學等商機增加，有助於
穩定電子產品和信息通信產品的訂
單，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國
際油價和鋼價走低，衝擊全球貿易、
投資和消費，短期內台灣外銷訂單增
長的動力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最大金
融控股公司國泰金控20日公佈最新調查結果
顯示，雖然當局推出振興抵用券綁定住宿，希
望刺激消費；但高達58%的民眾不會因此而使
用，僅 4.6%的民眾會為了使用抵用券而住
宿。
為刺激島內觀光消費，以緩和新冠肺炎疫情

衝擊，台灣當局推出規模23億元（新台幣，下
同）的振興抵用券，需要綁定住宿，每房發放
800元抵用券。國泰金控當天公佈4月經濟信心
調查結果顯示，58%的民眾傾向不會為了使用
800元的振興抵用券而住宿，僅4.6%的民眾一
定會為了使用抵用券而住宿。
根據當局規劃，振興抵用券可在四類範圍內

使用，每類額度200元，第一類為夜市、市
場、觀光工廠等，另外三類為商圈、餐廳、藝
文活動，不分區域可全台通用。調查發現，
31.3%的民眾認為餐廳類的抵用券最有吸引
力，其次為24.4%的民眾傾向使用夜市等類別
抵用券，22.2%的民眾則希望使用商圈類抵用
券，僅3.9%的民眾認為藝文活動的抵用券具吸
引力。
調查亦指出，民眾薪資上漲預期指數走低

至-25.3 （3月為-12.1），為78個月以來低點。
此外，民眾大額消費意願指數下滑至-40.8 （3
月為-27.1） ，賣房意願指數亦降至-57.5 （3月
為-46.8）。顯示當局雖推出各項刺激政策，但
民眾對大額消費行為與房地產市況仍趨保守。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灣防務部門敦睦艦隊磐石艦

抵台後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根據台

灣防務部門20日提供的資料，敦睦

艦隊在來回帕勞的航程中，磐石艦

上337位官兵有70人曾求診71次，

其中5人發燒。台灣疫情指揮中心對

同艦5名有發燒但一採陰性者抽血，

3人有抗體，意即曾受感染，有人在

3月21日就有症狀。專家研判，不

是帶病上艦，應是在艦上感染。

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
張上淳在記者會表示，這5人出現發燒的時間

落在3月6日至4月1日間，其中最早發燒及最晚發
燒者都沒驗到抗體；有抗體者的發燒日分別為3月
21日、23日和26日。

疫情已經進展到第二波
專家指出，有抗體者最早出現發燒的日期是3月

21日，意即感染源應在3月21日前已經出現。指揮
中心也研判，敦睦艦隊的疫情已經進展到第二波。
根據官方的安排，涉及的3艘軍艦的成員都要抽血
檢查，讓疫調輪廓更清楚，有助理清感染途徑。
台灣防務部門副首長張哲平當天面對民代質詢時

證實這項資料，但他表示，他至今也是第一次看到
資料，專案小組已列為調查項目，將會究責。張哲
平承認，航行過程中，的確有5人發燒，但艦上醫
官將患者隔離到一般病房作診治後，大約4天到6
天這些症狀就消失了。他說，專業判斷新冠肺炎的

病症很難。
在4月15日軍艦抵達高雄後，台灣防務部門面對
民代質詢時曾強調，軍艦上官兵健康狀況良好。不
過，4月18日、19日，磐石艦已經有24人確診，外
界質疑其中有瞞報或誤判疫情。

有接觸逾15分鐘用簡訊告知
指揮中心還對外公佈24名確診者曾經去過的90個

地點，包含台北車站、新左營車站、瑞豐夜市、板橋
火車站等地。官方表示，由於這次的範圍太大，擔心
在疫調上面無法一一掌握，才認定可以公佈大的地
點，而小地點或特殊地點則交由地方政府研判。
指揮中心發佈簡訊約20萬人會收到且必須自主健

康管理，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強調，這不是細
胞簡訊，而是針對足跡，有接觸超過15分鐘以上時
間的用簡訊告知，在這段時間內可能與確診者有所
接觸，提醒要自主健康管理，有症狀要跟衛生部門
聯繫。

■■敦睦艦隊已有敦睦艦隊已有2424人感染新冠肺炎人感染新冠肺炎，，各縣市政府陸續公佈確診個案的足各縣市政府陸續公佈確診個案的足
跡跡，，11名確診者名確診者1515日曾搭乘台北捷運日曾搭乘台北捷運，，引發關注引發關注。。圖為圖為2020日搭乘台北捷運日搭乘台北捷運
的民眾皆戴好口罩的民眾皆戴好口罩。。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