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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劲吹环保风，再生家具成新宠。
根据台湾“环保署”的统计，最近 5 年，
全台28个再生家具中心拍卖再生家具收入
逾1亿元 （新台币，下同），不但浥注各县
市财政，也增加清洁队员收入。

台湾“环保署”的统计显示，全台各
地环保机关推出的再生家具，2015年吸引
5 万人次参与拍卖，最近 5 年累计创造上
亿元产值。其中 2011 年时拍卖出 3.2 万件
收入 2454万元。2012年拍卖 3.5万件收入
2954 万元，2013 年拍卖 2.7 万件收入 1986
万元，2014年拍卖3.7万件卖出2800万元。

拍卖场为永续经营注入活力

过去台湾民众对破旧家具要么是随意
弃置，要么请商家将新家具送到家中时，
顺便将旧家具带回处理。这些旧家具除少
数由业者回收部分零件再利用或委托合法
处理场处置外，多半遭随意处理而造成环
境污染。为了改变这种做法，树立废弃物
回收再利用的习惯，台湾一些县市开始逐
步建立旧家具回收整修拍卖制度。

早在2003年，台北市就建立起旧家具
回收整修拍卖制度，市政府一方面呼吁民
众养成惜福爱物的习惯，一方面告诉民众
若有旧家具要清理，可与台北市环保局下
辖的清洁队联系。清洁队将回收的旧家具
进行分类，有回收再利用价值的旧家具会
被送到特别的再生家具工厂。经过工厂师
傅们的巧手处理，这些旧家具重焕容光。
整修后的家具在展场展示的同时，还会被
分类、编号、拍照后公布在网站上。

到目前为止，台北市共开辟了万华、文
山、内湖 3个再生家具展示拍卖场馆，在固
定地点及时间展售再生家具。拍卖场为台北
市民提供了选购环保再生产品的好场所，也
为台北市的永续经营注入一股新活力。

再生利用凸显实惠与创意

每到周末，3 个再生家具拍卖场便会
挤满前来淘宝的民众。笔者曾参加过文山
区拍卖场的一次活动，当天有 400多件再
生家具供民众选购。每一件家具上面都贴
了底标，眼前各式各样的光亮家具，很难
想到它们都是由破旧的家具维修而成。

最热门的脚踏车，经过师傅的巧手维
修整理后，重现崭新的风貌，每辆以 300
元起标，最后民众多以七八百元的价格得
标，30辆脚踏车全部卖光。此外，一组 6
人座的全皮沙发，起标价也只要 4000元，
立刻引起民众抢购。还有一些家具是师傅
们将回收的木材，重新制作成板凳、木
桌、橱柜等，一个实木的凳子只花 300元
就可带回家，买到的民众直呼“真是划
算”！

除了破旧家具的再生利用，台北市环
保局的资源回收队还会利用被台风刮倒的
行道树或漂流木制作创意木制品，10余年
来产品种类多达 40 余种，且产品与时俱
进。师傅们巧手制作的家具，不仅外型特
别，市面上 1 组要卖 30 万元的原木桌椅
组，这里只要 5万元起跳，每次拍卖会都
吸引不少行家寻宝。

台北市环保局第五科长崔浩志说，行
道树是小区居民的共同记忆，却因台风等
天灾而倾倒，清洁队将它们制作成各式商
品，就是延续树木的价值与生命。

资收队队长陈丽娥说，每年拍卖会都
有 220万元左右收入，创意家具就占 1/3，
至少带来有70万元收入，所有收入都进入
资源回收基金专户，用于资源回收相关推
广、倡导，并回馈里办公处。制作家具的
师傅们也会定期上课，学习新技术、激发
创意。

创意木工班是环保幕后功臣

负责制作创意家饰、家具的领班陈世
贤说，最受民众欢迎的是能发出香味的樟
木、桧木商品，不过一般木材也能透过不
同手法，制作成装饰瓶、时钟，甚至是手
机架等创意小商品，同样受民众喜爱。

陈世贤介绍说，目前工班都尽量往更
环保方式制作家具，像是不上漆只上蜜
蜡，制作时间会晚个两三天。也尽量利用
剩余木材，过去只能丢掉的木材，现在都
可做成拼接商品，物尽其用。

台北市环保局资收队能年年产出不同
创意商品，幕后功臣就是创意木工班。资
收队2003年成立再生家具工厂，让爱玩木
头的陈世贤，有机会将兴趣与工作结合。

陈世贤说，每当在拍卖会上看见民众
对商品的喜爱，就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
义。自己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玩木头，但根
本不懂该如何制作家具、家饰，直到木工
班成立，他才开始学习专业技术。虽是半
路出家，但他毫不马虎，一路上边做边学
习，不只是常见的木制家具，更尝试各种
不同拼接、榫接技术，突破以往对木工的
既定印象。

陈世贤说，每次送进工厂的漂流木、
行道树等，不仅模样奇形怪状、木材状况
也都很不好，但透过与队长、队员们一同
讨论、激发创意，制作出各式各样独特商
品，最后在特卖会上得到民众喜爱，就觉
得一切辛苦都很值得。

陈世贤坦言，他最骄傲的就是木工
班用轮框制作出椅子、书架等家具，都
是台北市环保局独有的商品，能将本来
废弃的轮框、木材等重新利用，让他觉
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不只是来这里
工作。”

澳门半岛的最南端，是16世纪葡萄牙航海
家最初踏上澳门的地方，人们都知道有个著名
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妈阁庙。紧挨着妈阁庙不
到100米处，有一座海事博物馆，则少有人知。

海事馆的前世今生

澳门回归前，政府高官均是葡国人，其中
有一位曾任澳门海事署 （即现在的“海事及水
务局”） 署长的海军少将，喜爱收藏航海及相
关物品。1919年，他在办公大楼里专辟房间展
示收藏，这就是澳门海事博物馆的前身。

1986年，当时的海事署署长苏励治海军中
校提出建海事博物馆的设想，并选中了妈阁庙
前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建筑物。1987年澳门海事
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它虽比不上设立于 1807
年、世界最早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在东亚
乃至亚洲则是第一座。随着参观人数以及藏品
的增多，1990年博物馆在原馆的对面建起了一
座新馆。

新馆由一位葡萄牙海军军官设计，呈帆船
形。走进博物馆，右侧是一幅大型雕刻，再现
了当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澳门的情景：站在船
上的水手，迎面遇到中国渔船，这是中葡两国
人民的第一次相遇。雕塑的制作者恰好是一位
华人和一位葡萄牙人，体现了中葡之间的友谊
和合作。

全馆共分 3 层，外加一座阁楼，以中国、
葡萄牙及澳门地区的航海活动为主线，分专题
介绍了澳门的捕鱼业、造船业的发展演变，中
国和葡萄牙海上交通史的盛衰轮转，也说明了
海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渔民和捕鱼业的时光隧道

人们常说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今天的澳
门很难寻觅捕鱼业的影子。海事博物馆以实物
和声光电的形式，将那段历史情景再现。

在胡柱鹏馆长和丘玉兰技术员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博物馆底层，这里展示的是当今已经
少见的中国南方及澳门地区的渔民服饰、捕鱼
方式以及各类渔船和造船工具，还系统地介绍
了渔民社群在传统节日中的文化习俗。观众还
可通过一幅电子示意图了解不同鱼类的活动范
围和渔民的捕鱼区域，一组 4 幅活动布景还再
现了渔民心中最重要的神灵——妈祖的传说。

在馆长的引导下，记者看到一件富有历
史价值的展品——鲸鱼骨制成的龙舟模型，
它原本被保存在澳门离岛路环的谭公庙，被
当地人视为圣物。1990 年，庙宇负责人将它
赠予博物馆。

海事馆不仅展示与澳门有关的历史文化遗
产，保存、研究与传播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

海事及渔业史料，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2005
年底到2006年，海事馆就到澳门路环荔枝碗船
厂跟进记录建造木制渔船的过程，为逐渐没落
的传统造船业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录。今年 1 月
海事馆联同澳门和香港的有关大学共同主办了

“醮会道释：港澳朱大仙信仰展”暨“中国渔民
信俗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共同努力加强对
面临消亡的朱大仙信仰的研究和保护。

再现曾经的辉煌

沿着旋转楼梯上行，来到介绍中国大陆、
澳门及葡萄牙海事历史的第二层，代表三地不
同时期的船舶、船上的仪器、装备以及澳门历
史上往来于港澳和内地之间的各种客轮模型依
次出现。

15至17世纪是中国及葡萄牙航海史上的鼎
盛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葡萄牙航海家发现通
往亚洲新航道，展品再现了这段辉煌——郑和
下西洋的宝船模型、地理大发现时期葡萄牙航
海家使用的船只模型，还有一些辅助航行的器
具。展厅里的电子路线图，清晰再现了当年葡

萄牙航海家们开发的新航线。一艘行走于果亚
—马六甲—澳门—日本之间的商船“大黑船”
模型和一扇绘着当时贸易盛况的屏风，给人无
限想象空间。

17世纪的澳门城市立体模型，则让我们能
清楚地看到当时澳门的港口、城墙以及各个炮
台的位置。馆长特意提醒记者注意东望洋灯
塔，那是中国沿海的第一座灯塔，直到今天，
仍然是指引船只进入澳门的标记，而它的坐标
亦是如今地图上澳门的经纬标记。

人类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航海仪器在此都
有现身，有望远镜、航标尺、 罗盘以及八分象
限仪、六分象限仪等。

在这一层的穹顶上，还有一个北半球夜空
的模型，告诉观众观测星相对于当年航海是多
么重要。参观者可以看看自己的星座在夜空中
的位置。

了解过这么多航海和天文知识以后，你就
可以当“船长”了！二楼平台上有一个轮船驾
驶模拟舱，站在这里手握罗盘，眼望前方，体
会一把“开船”的感觉，这趟“航海之旅”真
是不虚此行。

香港长洲日前举行特色活动“抢
包山选拔赛”。80位选手拿出“飞檐
走壁”的本领，在高 14 米左右的圆
锥体假山上攀上攀下。经过3个多小
时的激烈比赛，用时最短的9名男选
手和3名女选手成为胜出者。他们将
可以参加 5 月 4 日凌晨在长洲举行的

“抢包山总决赛”争夺“包王”“包
后”。

据介绍，抢包山是香港长洲的特
色传统民间活动，早在 18 世纪就已
经有这项活动。“抢包山”指的是参
赛者需在规定时间内爬上用竹竿和钢
架搭建而成、并且挂满“平安包”的

“包山”，同时尽可能多地摘下“平安
包”、装入系在腰间的布袋里并返回
地面。

“包山”上的“平安包”按所处
高度分为3层，所在位置越高的“平
安包”对应的分数越多，最终摘得

“平安包”所对应得分最多的选手获

胜。“平安包”最初是可食用的豆沙
包、莲蓉包，后来多改用塑胶“仿真
包”代替。

在当天举行的选拔赛中，主办方
并未将“平安包”挂上“包山”，因
此选手们都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包
山”攀爬并返回地面。24 岁的郑世
杰供职于保险行业，虽然平时偶尔会
攀岩和攀石，但并没接受过专业训
练，这次是为了陪女朋友一起比赛才
参加的“抢包山”。以“陪跑”心态
参赛的他却意外地以 33 秒 13 的成绩
居于选拔赛榜首，女朋友也一同入
围。

郑世杰说，没想到自己有这么理
想的成绩，觉得受宠若惊。本身想着
陪跑的，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复赛，好
开心。最重要的是参与这个盛事，因
为它始终是香港传统的盛事，作为香
港人我很开心可以作为其中一份子来
一起参与、感受气氛。

台湾：再生家具成新宠
本报记者 吴亚明 文/图

在这里，遇见400年前的澳门
——澳门海事博物馆侧记

本报记者 苏 宁

香港长洲“抢包山”
闫宇赫

图为文山再生家具展示拍卖场外景。图为文山再生家具展示拍卖场外景。

图为民众在仔细挑选合适的再生家具。

澳门海事博物馆外景。 （资料图片）

近日，台湾南投乌龙茶开始采摘。受冬季不利气候条件影响，今年采茶
期与往年相比推迟约15天，茶叶产量预计将减少三成。南投是台湾茶叶的最
大产区，茶叶种植面积约6445公顷。图为南投民间乡一家茶叶加工企业工人
在加工春茶。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