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

A20

新聞

■責任編輯：謝宗興

2020年10月8日（星期四）
2020年
2020
年 10
10月
月 8 日（星期四）

專家：警示「台獨」分裂活動 震懾美台勾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朱燁、凱雷及中通社報道，解放軍從 9 月中

■ 解放軍運
解放軍運-8 反潛機曾在 6 日於
台灣島西南空域巡航。
台灣島西南空域巡航
。 網上圖片

至今持續巡航台灣周邊空域，昨晨再度進入台當局所謂「西南防空識
別區」，並罕見喊話「我國台灣地區」、正進行「例行訓練」等，也
是解放軍軍機首度以「我國台灣地區」、「例行訓練」針對台防務部
門廣播回應。台灣問題專家指出，當前，美國偵察機頻頻來擾，解放
軍戰巡不僅是警示「台獨」分裂活動，宣示「我國台灣地區」亦是警
告外國勢力勿要插手干涉，震懾美台勾聯。

據台媒引述台灣防務部門負責人嚴
德發所言，今年共有 49 架次大陸

軍機超過所謂的「海峽中線」，為 30
年來最高數目。軍事專家王雲飛指
出，解放軍軍機在台灣海峽中部及以
東空域的戰巡活動，實際上已經形成
了常態化，這是兩岸實力變化的歷史
必然。正如國台辦明確重申，「大陸
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之間不存
在『海峽中線』」，針對「台獨」分
裂勢力與外國干涉勢力的合謀挑釁，
解放軍戰備巡航將進一步常態化且更
具針對性。

據台灣媒體報道，根據台防務部門廣
播及軌跡記錄，昨天清晨 5 時 20 分解放
軍軍機再度進入台灣西南空域，高度
7,000 米。台防務部門照例在空警戒、
廣播驅離。同一時間，空域外有三架美
國空軍 KC135 加油機，正由南海經巴
士海峽編隊返回嘉手納基地。
台媒披露，不同以往的狀況是，昨晨
在台空中防務部門廣播「驅離」後，解
放軍首度發話回應，內容稱「我國台灣
地區，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進行
例行訓練，請不要干擾我正常行動！台
灣地區，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進

行例行訓練，請不要干擾我正常行
動！」
對於解放軍首度回應廣播「驅離」，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前台灣民
意代表吳育昇表示，這的確顯示出兩岸
越來越緊張的態勢。不過，這反映的就
是早前大陸國台辦和外交部所說的，
「沒有海峽中線」、「台灣是中國的領
土」、「都是一個中國」等概念，只不
過現在從政治官方觀點轉到了軍機駕駛
員的回應而已。
「台灣西南空域」粉絲專頁管理員
許先生則分析長期記錄，指出過去回

應內容只聽過「正在執行任務」，沒
有聽過「正在進行訓練」，更是第一
次記錄到大陸軍機直接發話稱「台灣
地區」。
就軍機繞台巡航，解放軍東部戰區發
言人曾指出，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
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軍隊
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是針對當前台
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
必要行動。戰區部隊有決心、有能力挫
敗一切「台獨」分裂活動，堅決捍衛國
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堅決維護台海
地區和平穩定。

台7縣市首長簽聲明反美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媒體報道，台灣彰化縣政
府昨日主辦中台灣區域治理平台 7 縣市首長會議，
彰化縣、台中市、南投縣、苗栗縣、新竹縣、雲林
縣及嘉義市等 7 縣市首長在會前共同宣示堅決反對
瘦肉精美豬，並共同簽署聲明，以具體行動捍衛民
眾食品安全。中國國民黨黨內人士表示，未來將聯
合國民黨執政的所有縣市共同表態抵制瘦肉精美
豬，並配合黨團對開放「美豬」行政命令的審查。
此次會議主軸聚焦在反空氣污染、反美豬、經濟與

觀光合作等議題，7位首長會前先召開啟動記者會，
針對明年1月即將進口的美國瘦肉精豬肉，共同表達
反對立場。7首長以台中市市長盧秀燕為首，共同簽
署反美豬聲明，強調將團結抵制瘦肉精美豬進到地方
市場。
盧秀燕表示，含瘦肉精豬肉進口，檢驗極為困難，將
嚴重衝擊養豬產業和民眾健康，「農委會」投入百億元
新台幣基金不足以彌補島內豬農損失，中部7縣市站在
捍衛島民健康的立場反對含瘦肉精豬肉進口。
■ 台灣7縣市首長反對入口美豬。

兩岸空中「消耗戰」 台恐墮財政黑洞

解放軍軍機巡航 首喊「我國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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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防務部門負責人嚴德發
昨日在立法機構表示，今年
至今台灣共出動 2,972 架次
軍機「監偵攔截」解放軍軍
機，耗費成本約 255 億元新台幣
（約合 69.86 億港元）。這些都在年度計
劃成本預算裏，明年度防務預算中空中防
務部門維持費有適當增加。
解放軍不斷繞台打「消耗戰」，會對台
灣產生什麼影響？台灣防務部門資深諮詢
委員宋兆文表示：「從財政上來說，這算
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支出，目前台灣還能負
擔得起。而且相對來說，解放軍的支出也
不低，戰機只要一起飛，就會有損耗，會
折舊。」但即便台灣能負擔，宋兆文也不
希望現在的狀況會長此以往，他還是希望
能恢復到以前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往來
密切，交流熱絡，兩岸一家親的時期。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前台灣民
意代表吳育昇則強調，「消耗戰」對台灣
當然不利，一方面是台灣資源本來就少，
另外也會引起台灣人恐慌心理。就財政方
面來說，雖然台灣尚可支撐，但問題是不
知道何時是頭，可能這是一個「無底
洞」。最擔心的是，消耗錢財是小事，在
劍拔弩張的情況下，若稍有擦槍走火，引
發戰亂，那就是大事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6 日被媒體問到，美
國會否「協助台灣抵抗大陸」？蓬佩奧表
示，「只要有助緩和區域內的緊張，美國
都會想辦法做，追求和平是特朗普政府認
定美國在全球的使命」。

$

美只為爭取自身戰略利益

對於蓬佩奧的這番言論，宋兆文直言，美
國自己在戰略上的利益重於其他國家地區之
間的紛爭。「台灣位於第一島鏈中間的位
置，非常重要，如果台灣被突破，整個西太
平洋門戶洞開，整個西海岸就暴露在解放軍
的攻擊之下，對美國而言，戰略上是沒有空
間的，至少被壓縮到很緊。因此，美國為了
自己戰略利益的爭取，在第一島鏈必會維持
一定的戰略優勢，但這並不能理解為，美國
會『協助台灣抵抗大陸』。」
至於蓬佩奧為何不明着說會「協助台灣
抵抗大陸」？宋兆文認為，是怕挑起更大
的矛盾和對抗，美國起碼希望和中國維持
一個表面上的友好，不讓裂痕越來越大，
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為有時候一句
話就可能打起來，所以美國也有所收斂。
■中通社

中央社

神州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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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黃俊軍 九成技藝靠創新

半生研鏨銅
擁過百專利
走進工作室，只聞陣陣清脆的叮噹聲。江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鏨銅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黃
俊軍在忙着指導弟子們在薄薄且冰涼的銅片上鏨刻，右手持小鐵錘，左手拿着拇指長度的
小鏨子，手起手落敲打，如此反覆，讓冰冷質地的金屬承載人類的思想感情，演繹金屬特

▶多年來，黃
俊軍一直堅守金屬
鏨刻。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逍 攝

有的不朽、古樸之美。將大半生投入鏨銅技藝的黃俊軍，透過不斷揣摩，成功獲得國家外
觀設計專利54項，實用新型專利78個，發明專利2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涉逾十種手藝
完工需數月

金屬鏨刻是利用金、銀、銅等金屬材料
的延展性而興盛起來的中國傳統手工技藝，
" 迄今已有3,000多年歷史。
僅就鏨刻工序而言，完成一件作品，需要
用 150 多種不同的鏨子和勾、落、串、點、台、壓、採、絲
等十多種工藝技法，耗時從數天到數月不等。

0

俊軍的家鄉鷹潭是世界銅都，他說：「目前，
黃鷹潭金屬鏨刻在產量規模、產業資本上不如其

他產區，在設計、生產等方面則比較精湛。同時，產
區之間儘管存在市場競爭，但不再固守門第之見，加
強交流互鑒，提升整個行業的發展。」

江湖拜師七年 代工不忘學藝
「我爺爺是一個銅匠，一輩子
敲敲打打，只會做實用性的
壺。」與很多非遺傳承世家不同
的是，黃俊軍認為，自己只有
10%源於繼承，90%則源於不斷

學習、創新。他曾背一個挎包出門七年，先後輾轉鷹
潭余江、南昌、上海學藝，再到結交「北京宮廷造辦
處傳統金屬鍛鏨技藝」第三代傳承人孟德仁等大師，
不斷讓自己歸零學習。
一次偶然的機會，令黃俊軍及其團隊開始為日本客
戶做代加工，也為他提供了研究日方圖紙和工藝的機
會，其作品亦無形中融入了簡單極致的美學觀。他還
從日本工匠那裏買了一對花瓶，最初依葫蘆畫瓢，後
在花紋、器形上不斷優化，直到超越原作才作罷。
走南闖北多年，黃俊軍不斷揣摩優化這門手藝，成
功獲得國家外觀設計專利 54 項，實用新型專利 78
個，發明專利 2 項。長年累積，讓他沉澱出「骨法造
型、精雕細刻、形神兼備、兼收並蓄」的金屬鏨刻工
藝特色，作品獲得「百花獎」、「金鳳凰」獎等各種
獎項30餘項次，代表作《降龍羅漢》、《晚荷風香》
被中國工藝美術館收藏。

■黃俊軍（左）在指導兒子黃寬進行金屬鏨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徒弟年收可達 7 萬元

黃俊軍說：「非遺傳承不能只靠政
府扶持，更需走市場化之路，形成自
我良性循環，讓年輕傳承人有飯吃。
我們技藝比較成熟的徒弟，年收入在
7萬元人民幣以上。」

◀ 金屬鏨刻需
經多項工序。
香港文匯報
江西傳真

■《晚荷風香》
香港文匯報
江西傳真

作品走進生活 品牌遠銷海外

工序引入機器 實現批量生產
經過團隊的反覆論證和試驗，發現傳統金屬鏨刻工
藝耗工量以及工藝難度最大的環節均在於成型上。比
如，鏨刻一個浮雕圖案的花瓶，傳統的做法是先倒出
模型，然後將金屬板材加工到合適的厚度，通過錘
碟、合焊等工藝形成基本造型，然後再通過反覆的下
踩和上頂起浮雕，之後才是鏨刻圖案的細節。
黃俊軍和其團隊將金屬鏨刻工藝分成機器成型和手工
鏨刻兩部分，利用現代化的生產設備和模具衝壓、旋壓
或精密鑄造成型，利用傳統手工鏨刻技藝精雕細刻，使
傳統的鏨刻技藝有了批量生產的可能性和可靠性。

大師設計升檔次 現代管理降成本

由於一件鏨刻作品需要運用十多項
手藝，弟子們需要花數年時間學會用
力均勻，先在鐵片上練習，後在廢器
皿中練習，在黃俊軍那裏過了關後，
才能進入核心工作區域。就連他的
「九十後」兒子黃寬，也未能倖免，
在車間敲敲打打 3 年，才能走上管理
崗位。
黃俊軍介紹，與其他傳統技藝一
樣，傳統金屬鏨刻工藝也出現了後
繼無人的局面。同時，通過機器設
備模擬傳統手工鏨刻的工藝效果，
不可避免有設計粗糙、工藝拙劣、
容易複製等缺點。為此，他摸索出
「引進大師設計群提高產品檔次、
引進先進設備提高生產效率、引進
現代流程管理降低生產成本、保留
傳統手工精髓提高產品附加值、拓
寬銷售渠道提高產品的適應性、堅
持精品原則打造現代奢侈品牌」的
思路，已累計培訓近 300 人從事金
屬鏨刻工藝品生產。

黃俊軍於 2012 年創辦江西中鼎金
屬工藝製品有限公司，2015 年創立
尚銅堂品牌，立志讓非遺傳統走進
生活。公司開發出以金、銀、銅為
主要材質的鏨刻工藝畫、傢具陳設
擺件、金銅佛像及寺院壁畫、家居
實用器皿（茶具、酒具、香具、文
具、餐具、花具）、金銀珠寶首
飾、陳設性銅傢具、銅燈具、琺琅
▲《降龍羅漢》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銅器（景泰藍、銅胎畫琺琅）以及
多種工藝結合的大型複合性工藝精
品，遠銷北上廣及東南亞地區。
尚銅堂作品取材或名家巨作，或
趣味小品，或吉祥紋樣，或金石碑
帖，隨手點化，意趣自成，不拘人
物、花鳥、山水、神佛、走獸，既
可以欣賞飛羽髮梢的纖毫畢現，也
可以觸摸千錘百煉的鏨痕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