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張放大了幾號的照片拿在筆者手中，照片上的
人神情莊重，胸前戴着紅花，手裡捧着鮮花和

證書，他就是長沙市非遺傳承人、達興工藝品廠負
責人李忠國。
去年第六個全國扶貧日，李忠國被湖南省評為
「百名最美扶貧人物」，受到省市相關領導的接
見。

捧着金疙瘩 卻要討飯吃
木訥、不善表達，滿臉憨態，坐在筆者面前的李
忠國臉上一直掛着和善的笑，一看就是個莊稼人，
問他一句，回答一句，不多說一句話，語氣也十分
低調。
出生於1966年的李忠國兄妹九人，他是老八。瀏
陽市達滸鎮與江西交界，山多林密，由於交通不
便，當地人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子過得很
緊巴，是湖南省的重點貧困老區。
俗話說，千有萬有，不如一門手藝在手。李忠國
的祖父與父親有一手製作油紙傘的好手藝，雖然賺
錢不多，但也能餬口度日。父親想把手藝傳給子
女，卻沒有一個願意認真學，只有李忠國從小跟着
祖父與父親走南闖北，對製作油傘有一些接觸，也
跟着打些雜活。直到15歲那年，李忠國輟學在家，
正式跟着父親學習這門手藝。
改革開放後，村裡的青壯年都跑到廣東打工去
了，李忠國的弟兄姐妹也外出尋找生計，只有李忠
國留在了村裡。他跟着父親做油紙傘。隨着改革開
放的深入，傳統油紙傘的市場越來越蕭條，幾乎到
了難以為計的地步，李忠國只好將這門手藝雪藏，
輾轉江、浙等沿海地區打零工。

沒有文化，在外面打工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2014

年底，他回到村裡，和妻子一起手工製作、銷售油
紙傘。因為製作方法簡陋，加上產品沒有創新，他
們的油紙傘銷路不好，折騰了一年，沒有賺到錢，
生活日漸貧困，成了村裡的建檔貧困戶。
捧着好手藝，卻要吃國家照顧，李忠國不甘心。
2015年，李忠國想再拼一把，同時創新油紙傘手
藝，這個想法得到了長沙市商務局駐村扶貧工作隊
的大力支持，工作隊幫他聯繫專業技術人員上門指
導，還與他簽訂了產品保底銷售協議。
為了發展鄉村旅遊，當地政府每年都會舉辦油菜
花節，各地的遊客紛紛來到達滸鎮，一睹金燦燦的
油菜花。李忠國瞄準文化旅遊市場，將非遺與現代
文化創意完美結合，形成一條產業鏈。傳統油紙傘
有70多道工藝，成本高、耗時長，不適宜批量生
產。李忠國決定用白楊樹做原材料，融合傳統制傘
工藝與手工繪畫藝術——繪畫白紙傘作為主打產
品。
靠着之前打下的基礎，李忠國製作了第一批產

品，結果被政府全部收購，作為油菜花節的特色裝
飾。在油菜花田間的小道、街邊路旁的樹上，成千
上萬把五顏六色的油紙傘串起了一條美美的藝術長
廊，油菜花與油紙傘爭相映襯，讓人流連忘返。
李忠國的油紙傘一炮打響，半年多時間裡，創純
利3萬多元，他一舉摘掉了貧困戶的「帽子」。

市場「錢」景好，幫鄰摘「窮帽」
油紙傘走俏，市場「錢」景看好。李忠國籌劃着
未來，想放開手腳大幹一場。
此時，村裡不少貧困戶正為缺資金、少技術、沒
門路發愁。李忠國覺得，自己致富，完全是依靠有
黨的好政策，有扶貧工作隊的大力幫助，「自己富
了，不能忘了鄉親。」他決定帶着大夥一起幹。

「白紙傘有10道工序可以由勞動者在家進行加工
生產，工資計件，大家都很願意做。」李忠國介紹
說，通過加工紙傘，貧困戶每人一天少則收入三四
十元、多則上百元。
在知道了李忠國的想法後，駐村幫扶工作隊又主
動找上門，幫他申請了5萬元貼息貸款。顧忠國用這
筆啟動資金，創辦了瀏陽市達興工藝品廠。按照
「訂單+保底」模式，他與椒花新村67戶貧困戶簽訂
幫扶協議。
「如果沒有李大哥拉我一把，像我這樣的殘疾人
是很難找到事做的。現在，每天能賺100多元，解決
了全家人的生活來源。」村民黎建興今年55歲，患
小兒麻痺症雙腿行走困難，有一個孩子是妻子帶來
的，他是村裡的重點貧困戶。
熱心腸的李忠國，不光慷慨傳授手藝，還招收貧
困戶來廠裡上班，而一些殘疾和行動不便的貧困
戶，則採取在家加工的方式，貧困鄉親實現了在家
裡就業，圓脫貧致富夢。
由於找對了路子，李忠國的工廠連續打了幾個
「翻身仗」：
2017年，達興工藝品廠與湖南思洋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聯姻」，並在阿里巴巴網站開設網店，搭上

「互聯網+」快車，傳統油紙傘「老樹」發「新
芽」，經由浙江義烏遠銷至韓國、日本及東南亞、
東非等地。
2018年，達興工藝品廠實現年銷售額超300萬
元，年利潤達40萬元；2019年，實現年銷售額500
多萬元，帶動貧困戶年均增收10000多元。
去年9月，由湖南恆凱環保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湖

南青竹湖城鄉建設有限公司、扶貧工作隊共同投資
興建的「致富工廠」建成並投入使用，李忠國和他
的工人全部搬進廠房，有了更好的工作環境，達興
工藝品廠越來越興旺。
「小小油紙傘，撐開致富路，跟着老李有盼
頭。」貧困戶孔祥仁言語中滿是感激。因病在家中
休養多年的孔祥仁沒想到老了還吃上了「手藝
飯」，擁有穩定的收入。

5年前，湖南瀏陽市達滸鎮椒花新村54歲的村民李忠國
還是建檔立卡貧困戶，住着土坯房，四處幫人家製作油紙
傘，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在政府扶貧政策的幫助下，李忠
國成立了達興工藝品廠，改良油紙傘製作工藝，不僅在國
內市場大受歡迎，還遠銷日本、韓國、新加坡、東南亞、
中非等地。去年，工藝品廠創造了年銷售額500多萬元的
驕人成績。李忠國致富不忘本，他幫助67戶鄉鄰摘掉「貧
困帽」，還成了長沙市級非遺傳承人。 文：傅春桂

帶動鄉鄰摘「窮帽」
瀏陽村民撐起

選竹，做骨架，削傘骨，水浸，晾曬，鑽
孔，拼架，穿線，串聯傘柄傘頭製成傘架，
上傘面，修邊，定型，繪花，上油……李忠
國用熟練的技巧製作着經過改良的油紙傘產
品，幾個小時便可完成全部10多道工序。
採訪李忠國時，他正和員工趕製一批直徑不

過四五十公分的小傘。淡黃的骨架，雪白的傘
面，就像一朵朵盛開的白蓮，潔白素雅。
「這是為美術學生趕製的一批教學道具

傘。學生們可以在潔白的傘面上繪畫描

花。」李忠國解釋說。
「產品能定製」、「非遺可體驗」是繪畫
白紙傘的兩個賣點。既可以按照客戶的需求
定製產品，比如在傘上繪好客戶心儀的圖
畫；也可以像樂高玩具一樣，將半成品發給
客戶，告知他們製作成品的步驟，讓客戶在
家自己動手完成製作。
李忠國說這能增強非遺技藝的體驗感。
李國忠還購買了兩台激光切片機，提高了
制傘繪圖靈活性；同時，工廠還推出了黏土

相框和原木片兩種新產品，豐富了工藝品廠
的產品線。
作為長沙市認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瀏陽

油紙傘製作工藝市級代表性傳承人，李國忠從
事油紙傘製作40年，他特別希望將這門非遺技
藝傳承下去。
只要產品能融入這個時代，就能讓市場接
受。「我對這門非遺技藝很有信心，相信總
會有人傳承下去的。」目前，李忠國有兩個
學徒已出師。

與時俱進 產品能定製可體驗

「致富傘」

■■李忠國和他製作的油紙傘李忠國和他製作的油紙傘 劉恩琛劉恩琛攝攝

■達興工藝品廠生產車間，村民正在製作油紙傘。
劉恩琛攝

■五彩斑斕的油紙傘 受訪者供圖

■■傳統油紙傘點綴在油菜花間傳統油紙傘點綴在油菜花間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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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經濟受疫情困擾出現下滑，但樓市則仍保持

穩定，發展商積極投地補充土地儲備。地政總署昨

日公布，上周截標之大埔馬窩路地皮，由萬科(香

港)及青建集團合資投得，地價約37億元，每呎樓

面地價 4,738 元，合乎市場預期。萬科(香港)表

示，公司計劃在該地皮興建中低密度住宅，預計提

供逾千伙單位。另外，公司認為本港樓市將繼續平

穩發展，並將會持續從不同渠道增加土地儲備，支

持公司作長遠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萬科財團37億奪大埔地皮

特刊

大埔馬窩路住宅地位於新峰花園的
西北面，佔地約24.3萬方呎，最

高可建樓面約78.2萬方呎。此前市場
估值介乎27億至45.7億元，樓面地價
每方呎3,500至5,800元。地皮上周五
截收13份標書，當中不乏具實力之財
團，例如長實、新地、恒地、鷹君
等，亦有多間中資或兩地合資財團有
份投標。

每呎樓面地價4738元
地政總署昨公布，由萬科(香港)及青
建集團合資財團擊敗其餘12名對手，
投得地皮，地價為37.050187億元，每

呎樓面地價4,738元，合乎市場預期。
萬科(香港)表示，是次中標價錢合理，
指該地皮周邊環境優美，計劃興建中
低密度住宅，預計提供逾千伙單位。
另外，萬科認為本港樓市將繼續平穩
發展，並將會持續從不同渠道增加土
地儲備，支持公司作長遠發展。
萊坊執行董事林浩文表示，今次中

標價在估值範圍之內，反映發展商對
住宅後市仍有信心，雖然大埔區未來
供應量多，而地皮位置較遠及附近有
山墳要處理，但中標價仍在合理水
平。估計地皮落成後，多個單位可享
開揚山景，落成後每呎約售14,000元

起。

內資積極入市 8個月投6幅地
大埔區對上一幅出售的官地位於荔

枝山山塘路，於2016年2月批出。該
地塊當時因司法覆核的風險，最終由
中海以樓面地價約1,850元投得，現時
已發展成天鑽。而大埔馬窩路地皮之
每方呎樓面地價較山塘路高出 1.56
倍。
值得留意的是，近期多家中資買

地。統計去年11月至今約8個月內，
政府一共售出10幅地皮，當中有6幅
的買家均具中資背景，其中最矚目莫

過於平保旗下的平安人壽斥資113億元
入股新地以422.3億元投得之西九龍高
鐵站上蓋商業項目。
而今次與萬科合作之青建集團

（1240），主要業務為地產、建築、
智能家居/智慧社區等，公司現時業務
以新加坡為主，其於香港亦有地產發
展項目，包括全資及合資發展兩個位
於油塘及深水埗的重建項目。
林浩文說，部分中資的項目發展已

完成或已售出，有需要補充土地儲備
或發展項目，估計未來中資的活躍度
及參與度會提高，他又認為現時市況
下，投資機會反而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新盤
特色戶持續獲追捧，恒基地產及新世
界等合作的馬鞍山迎海·駿岸昨以3,200
萬元售出第6座29樓A單位，屬特色
戶，實用面積1,454方呎，呎價22,008

元，成交價及呎價均創「海天名邸」
戶型新高。恒地於元朗尚悅頂層連天
台特色戶亦以1,862.8萬元售出，單位
為第8座28樓B室，連一個車位，實用
面積950方呎，另天台805呎及平台

546 呎 ，連豪華裝修，呎價 19,608
元。

MALIBU 4房呎造1.94萬元
會德豐旗下日出康城 MALIBU 透過

招標售出第1A座69樓A室，屬4房2
套連工人房，實用面積1,087方呎，成
交價2,108.78萬元，呎價1.94萬元。另
外，新地明日開售屯門御海灣次輪55
伙，當中54伙以價單形式公開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攜程
「BOSS直播」大數據報告昨日正式對外發布，統
計到在歷時4個月零6天內，以「BOSS直播」為
核心的攜程直播累計GMV（成交總額）破11億元
（人民幣，下同）、產品核銷率近5成、為千家高
星酒店帶貨超百萬間。攜程「BOSS直播」開始
前，高星酒店飽受疫情衝擊，生存危機面前，泥沙
俱下的局面無法避免。在攜程合作夥伴體系和攜程
創始人梁建章個人IP加持下，幫助高星酒店加速
回血，多家知名品牌酒店、旅遊集團紛紛加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殷考玲) 疫情之下市
民未必敢外出去看醫生，為解決普通科醫
療諮詢服務，香港電訊(6823)昨日推出健康
科技（HealthTech）平台DrGo，提供遙距
醫療服務，將於下周一(8 月 3日)推出市
場，首階段將夥拍港怡醫院提供諮詢服
務，以及私家醫院及診所提供普通科醫療
諮詢服務，收費由398元至港幣450元不
等，包括普通科醫生可能開出最多3日標準
處方藥物，一般會在4小時內送遞藥物，並
附有醫生收據。
香港電訊集團董事總經理許漢卿昨於視像

會議時表示，在服務初期，該集團會夥拍私
家醫院及診所提供普通科醫療諮詢服務，而
日後服務範圍將擴展至專科醫生諮詢、照顧
長期病患者及其他醫療保健服務。至於
DrGo操作，只要在手機下載DrGo App，
完成登記後便可預約當值醫生，諮詢服務可
於用戶預約時間後，並當醫生就緒時，透過
應用程式上的視像連結進行。

迎海．駿岸大宅3200萬沽 同戶型新高

■ 大埔馬
窩路地皮位
置圖。

■ 許漢卿（左）表示服務初期會夥拍私家醫院及
診所提供普通科醫療諮詢服務。旁為香港電訊個人
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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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程「BOSS直播」累計成交逾11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