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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妻：“老公，
我刚听到报道说高速路上有一辆车在逆
行，你要小心！”夫：“一辆？我看一百辆
都不止！”在逆行者的眼里，世界倒了一个
个，正常行驶的人反倒成了“逆行者”。哈
哈笑罢深思一下，这样的丈夫或者巾帼生
活中并不少见。

貌似扯远了。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借跟台商春节联谊场合，再度提出

“擘划两岸互动新模式”。或许在民进党当
局眼中，之前两岸8年良性互动已经陈旧过
时，与台湾发展的方向不符，需要调整更
新。

但跟台商搏感情，跟对岸放“善意”，
类似的努力大多泥牛入海。此前，陆委会
也提出“两岸互动新模式”、海基会会长田
弘茂邀请海协会会长陈德铭访金门等，却
没有迎来臆想当中的点赞和认同。估计当
局也是满腹委屈，为何大家都批我路数不
对？问题出在哪里？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得明白，正是
台湾新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
认同两岸同属一中，执意往 2008 年以前的
对抗老路上走。谁在走大路，谁企图走老
路，甚至走邪路，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大陆的原则、立场、态
度很明确，就是两岸政治交流、对话协
商，必须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才是
发展两岸关系的正确之道。但面对台商的
忧虑、外界的压力、民意的反弹，当局上
台后仍然以拒绝必答题为特征，坚持“无
怨无悔、我走我路”，同时“文化台独”等
小动作不断，离两岸一中越来越偏。如果
没有一中连结，就变成了“两国论”或一
中一台，若此，两岸还有什么“新模式”

“新共识”可谈？
说到底，如同有专家所言，两岸互动

模式不存在“新旧”的问题，而是“正确
与错误”的问题。若是真有善意，应该提

“两岸互动正确模式”，而不是所谓“两岸
互动新模式”。 蔡英文上任大半年，两岸
之所以愈来愈僵，关键在于她没有给大陆
一个“不独”的清晰战略保证。绕开两岸一中，任何努力都是
缘木求鱼、违章逆行。

据透露，蔡英文下半年可能会视时机宣示新的两岸政策。
有的台商建议“立法院”应该尽快审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蔡
也点头表示重视。但如果不改变

“去中”“远中”的思路和方向，单
纯踩一两脚油门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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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戏曲台湾戏曲
访谈录访谈录①①

说起台湾昆曲的传承发展，你会
想到什么？身为昆曲爱好者，记者对于
大陆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的经典评
点再熟悉不过：“最好的演员在大陆，
最好的观众在台湾。”说话间犹是上世
纪90年代。一甲子分隔相望，二十载光
阴流转，台湾昆曲曾走过怎样的路，如
今蔡氏之言是否同样适用？

记者在台数月间，一路参加当地
曲社（指曲友组织，曲友间聚会称“曲
会”）活动，观看业余剧团演出，并与曲
友（指专注于昆曲清唱者）、昆曲研究
者、专业演员等长谈。在结束驻台时，
欣闻台湾“中央大学”即将成立全台首
座昆曲博物馆，并于今年5月开幕时举
办昆曲艺术节。想到台湾昆曲传习者
口中的“不绝如缕”“自求多福”，不觉
慨然。在被认为“没有任何昆曲资源”
的地方，昆曲同好们筚路蓝缕，使昆腔
一脉如涓涓细流，在宝岛绵延不息。

昆曲传习计划是关键节点

昆曲发源于元末明初的江苏昆
山，1949年前台湾几乎不见流传。台北

“同期曲会”出现于1949年9月，开宝岛
曲社之先河；“蓬瀛曲集”随后成立，台
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蒋复璁及世新大
学创办人成舍我都是曲友。在“蓬瀛曲
集”举办的年度公演中，台湾地区前
领导人严家淦夫妇、“中研院”院士
李方桂夫妇也曾现身捧场。

1987年台湾解严，台湾首个业余
昆剧团“水磨曲集”成立，两岸文化
交流也迎来转机。1990年，台湾资深

曲友贾馨园发起“昆曲之旅”，前往
上海欣赏昆曲演出。大家对上海昆剧
团的表演“大为惊艳”，回台便全力
推动“昆曲传习计划”。

如今在台昆曲演员、现为职业京
剧团“国光”演员的温宇航对记者说：

“昆曲传习计划非常重要，是台湾昆曲
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对昆曲在台湾开
枝散叶意义重大。”在当局经费的支持
下，传习计划从 1991 年至 2000 年共办
了 6 届，平均每届招收上百人，以学生
和中青年居多，后成为昆曲演出的基
本观众。其后增设的“昆曲业余剧团与
师资培养小组”，培养出的学员更成为
如今昆曲传承的中坚力量。

为何说“最好的观众在台湾”

相较于台湾昆曲传承的稳步前
行，大陆昆曲在上世纪80年代后受流
行文化冲击处于颓势，相关剧团面临
被裁撤、整并、企业化的命运。1992
年起，在台湾学术界主导下，上海昆
剧团开启大陆职业昆剧团来台演出大
幕。“来到台湾后，发现这边的艺术
环境比较好，观众对昆曲的欣赏能力
非常高。”温宇航说，台湾观众的热
情度、年轻程度、观众人数，当年北
京的情况没法与之相比。

面对热情又专业的台湾观众，蔡
正仁便有了开篇的感慨，并深得大陆
昆曲界认同。此后大陆六大昆剧团轮
番来台演出，几乎年年不辍。剧团也
纷纷使出看家本领，“都把压箱底的
好戏拿到台湾来演，出出是经典”。

在温宇航看来，因为看到的都是精
华，当时任何地方的观众都不如台湾
观众懂行。

随着2001年昆曲入选首批人类口
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大陆对于昆
曲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2004年白先
勇主持推出的青春版 《牡丹亭》 更带
动昆曲风潮，吸引众多大陆年轻人走
进剧场。“如今昆曲在大陆的盛况如
同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相比之下台
湾昆剧市场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往。”
曾为“昆曲传习计划”学员的林宜贞
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观察。

全台专业昆曲演员仅1人

大陆职业昆剧团如今有 8 个，台
湾在此项上数量却是零。昆曲展演主
要依靠业余剧团的力量，或是临时借
调职业京剧演员演出昆曲，或是由曲
友上台表演。

“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专业昆曲演
员。”温宇航说，昆曲传习计划招收
了一些京剧演员，但最终目标不是让
京剧演员借昆曲学习精进技艺，而是
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昆曲，在台
湾成立具有专业水准的昆剧团，但这
个计划近几年却已基本停摆。让民间
剧团头疼的资金问题固然在，京剧演
员“不务正业”唱昆曲也难协调。而在
一些专业人士看来，剧种相异，唱法有
别，在缺少昆曲科班的台湾，不得已训
练借调京剧演员唱昆曲，也让昆曲失
掉了原味。“台湾昆曲的风格就是没风
格，今天从上海昆剧团、明天从南
京、苏州请来老师，你教一出他教一
出，风格没法统一。”温宇航说。

“现在昆曲演出的数量、社会上
的影响力，在台湾逐渐下降。传习计
划专业京剧演员那批人，年纪也慢慢
变大，快不占据舞台中央了。青年一
代的演员几乎没有受到很好的昆曲训
练，大陆昆曲前辈们考虑身体状况等
因素，再想过来教也越来越难。”温
宇航补充道，从整体氛围上来说，在
社会上渐渐没有话语权了。

问题症结在台湾意识形态

林宜贞如今是台湾大学昆曲社指
导老师，她介绍道，台湾高校昆曲社团
现在仅存三四个，较之高峰期的7个少
了许多，每个社团人数也比较有限。

“ 台 北 大 稻 埕 戏 苑 经 营 传 统 戏
曲，已经累积了一定的观众群，有了
戏他们就会来看。卖不卖票的都有，
是传统戏曲演出的大本营。”林宜贞
笑说，进场的观众总比预想的多一
些。记者曾巧遇台北昆剧团的公演，
发现上座率约有 2/3，前几排还坐有
明显像是游客的外国人。

水磨曲集昆剧团负责人陈彬对记
者说，因为是业余团，有些年轻团员
还要顾自己的工作。剧团演出卖不出
钱，就去申请经费补助，不够就自己
贴钱。有人说，“玩票就是玩钞票”。
去文化局申请补助，对方会问你“演
出效益”如何，但有些东西不能量
化，又是很主观的。温宇航说，现在
主要症结在台湾的意识形态，有识之
士还是在不断呼吁，争取更多支持，
但是非常无力。台湾已经需要有第二
次传习计划了，否则之前那些东西很
难被保留。

昆曲艺树在台开枝散叶不容易
本报记者 张 盼

昆曲艺树在台开枝散叶不容易
本报记者 张 盼

“蓬瀛曲集”清唱会现场。曲会活动自创立以来未曾间断，如今已连办
2000多期。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香港旅游有望延续春节旺势香港旅游有望延续春节旺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柴逸扉柴逸扉

一渔船在台湾海峡遇险
交通运输部专业救助力量成功救起11名渔民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赵文君）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
助打捞局获悉，6日下午，一艘渔船在台湾海峡遇险即将沉没，
船上11名渔民生命危在旦夕，交通运输部紧急指派专业救助船
和救助直升机，成功救回所有遇险渔民。

6日下午3时许，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接福建海上搜救中
心信息：在厦门东南约60海里处，渔船“闽龙渔66822”正在沉
没，船上11人，请求救助。接报后，在厦门待命的大马力专业
救助船紧急出动前往现场，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两架专业救助
直升机从厦门机场先后起飞前往救助。现场风力7至8级，浪高
4至5米，救生员克服各种困难，于下午5时成功救起全部11名
遇险人员。

据交通运输部救捞局介绍，获救的 11 名渔民中 1 人受轻
伤，其余10人一切正常。

据新华社香港 2月 5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5 日
表示，城市固体废物按量收费已酝
酿多时，现在差不多时机成熟。环
境局将于今年上半年把城市固体废
物按量收费建议提交立法会审议。

黄锦星说，周边亚洲城市比香港
早10多年落实都市固体废物按量收
费，成效显著。而香港之前实施的塑
料购物袋征费，虽然只是每个塑料袋
征收 0.5 港元，立法后在第一阶段实
施时已减少 80%至 90%的塑料袋用

量，可见经济诱因可大幅减少废物。
至于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计算

方法及水平，黄锦星表示，具体细
节将会稍后公布，但将结合本地状
况及外地经验，定出一个合适的收
费水平，应用在家居及工商环境。

黄锦星说，对于新的政策，社
会有酝酿及熟习的过程，所以环境
局会与多个团体和机构在不同的场
景试验垃圾收费的状况。希望市民
养成相关的习惯及经验，令整件事
顺利推进。

图为2017年春节假期罗湖口岸的客流。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据新华社香港 2月 6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陈家强 6 日表示，希望今年年中能
完成有关香港加入亚投行的申请程
序。

陈家强当天在特区立法会上介绍
施政报告内有关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政
策措施时表示，亚投行已正式邀请香

港加入成为成员，特区政府期望于今
年年中前完成相关程序，包括向立法
会财委会申请拨款。

陈家强表示，特区政府正争取
亚投行的财资管理中心落户香港，
虽然当中会面对不少挑战，但对此
有信心，因为香港有金融服务和理
财方面的优势。

据新华社香港 2月 5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署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萧
伟强5日表示，过去4年，香港特区政
府用于老年人的经常性开支（包括安
老服务、医疗及社会保障）已由421亿
港元增至658亿港元，增幅达56%。香
港人口正值急速老龄化：2015年，65岁
或以上的老年人约为112万，占全港人
口15%。预计到2041年，老年人将增加
逾倍至249万，占全港人口30%。未来

安老服务需求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
为做好安老服务长远规划，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于 2014年的施
政报告中委托安老事务委员会筹划

“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安委会于2016
年 10 月拟定了四大策略方针、20 项
初步建议，并展开公众参与活动。萧
伟强表示，计划方案报告预计于今年
第二季度完成，他欢迎公众就计划方
案继续踊跃提交意见。

香港拟实施城市固体废物按量收费

香 江 速 递香 江 速 递

港府争取亚投行财资管理中心落户香港

人口趋向老龄化导致港府开支显著增加

图为台湾戏曲学院演员在表演昆曲。 王 颂摄图为台湾戏曲学院演员在表演昆曲。 王 颂摄

2017 年的春节假期已经结束，据香港特区
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表示，在1月
27日 （农历腊月三十） 至2月2日 （农历正月初
六） 的一周时间里，访港内地旅客同比增长
6.6%，整体旅客数字增长 5.1%。而去年春节期
间内地旅客同比下降12.1%。有业界人士满意新
春旅客量升幅，并预期升势可延续。

访港人数止跌回升

在过去两年时间，受各种因素影响，香港
旅游环境受到严峻挑战。而“占中”、旺角骚乱
等不友好事件更令相关旅游业雪上加霜。根据
香港旅游发展局发布的数据，2016 年，整体访
港的旅客数量同比下降4.5%。

不过，这一现象在今年得到了改变。根据
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统计资料，仅农历腊月三
十至正月初四期间，整体访港旅客人数为 76.1
万人次，同比上升 2.6%。其中内地旅客占 61.9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3.6%。在内地访港旅

客中，个人游旅客占 36.8 万人次，同比上升
6.6%；团体旅客占12万人次，同比增加1.3%。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 2 月 1 日也表
示，在今年的农历新年期间，香港刷新单日最
多过境航机的纪录。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称，1
月 25 日 （农历腊月二十八） 当天，单日处理的
过境航机为939架次，创下最新纪录；1月19日
至 30 日，农历新年航班高峰期间，新空管系统
平均每日处理 2055 架次航机，较去年同期增加
约3%，也创下连续11日每日处理超过2000架次
航机的纪录。同时，香港机场管理局也在机场
举行了贺年活动迎接春节访港游客。

零售业绩出现回稳

苏锦梁表示，今年1月份整体的访港旅客人
数上升 4.8%，其中内地旅客上升 7.5%，可见旅
客人数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升势强劲。

旅游业是香港特区政府相当重视的行业，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撰文谈及旅游

业时表示，踏入 2017 年，访港旅客人次继续稳
步回升，本地消费和旅客带动了零售销售的表
现，近期零售业销售表现也出现回稳，希望年
初不俗的市况能为旅游业和相关行业打下一支
强心针。

苏锦梁则表示，香港旅游业只有提升自身的竞
争能力，才能吸引多些旅客来港，包括争取更多过
夜旅客。以往减少的内地旅客，主要是来自深圳的

“一签多行”；当“一签多行”变成“一周一行”后，由
深圳来香港不过夜旅客的数字出现调整。今后的策
略是在宣传方面，大力推动更多非广东省旅客来
港，以吸引多些过夜旅客来香港消费。

努力增加港式亮点

苏锦梁分析，货币汇率、环球经济不明朗
等因素都对香港旅游业有所影响，他表示，特
区政府将推出更多的旅游配套设施和政策，致
力吸引更多旅客访港。

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认为，随着
内地旅客的购物模式改变，香港廉价购物团
将逐步被以特色旅游景点、美食等作招徕的
正价团所取代。展望新一年，他指出，香港
陆续举办不少大型盛事活动吸引旅客，相信
升幅可以延续下去。例如今年“自由行”访
港旅客上升逾 6%，反映香港的花车巡游、烟
花及许愿树抛宝牒等新春活动，对旅客具有
一定吸引力。

据了解，近日香港正式推出美食车先导计
划，美食车陆续进驻金紫荆广场、尖沙咀梳士
巴利花园、黄大仙广场等地，在露天售卖食
品，吸引了不少人排队尝鲜。香港旅游事务署
也推出了“HK Food Truck”APP，为市民和游
客提供美食车的位置和信息。陈茂波表示，接
下来，香港会继续积极提升景点的吸引力，营
造多元化的旅游体验，以吸引游客。

在大陆戏曲关注度日益提升的今天，你是否想知道宝岛戏曲发展是何景
象？两岸同文同种，戏曲在台湾的流播又循着怎样的路径？从“百戏之母”
昆曲到京剧与豫剧，从经典传承到推广创新，本报今起推出“台湾戏曲访谈
录”系列报道，带读者一窥台湾戏苑的姹紫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