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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并思考如何改善乘客公交候车
体验、运用建模软件创作 3D 模型、通
过课程训练了解讲故事的技巧与核心价
值……五花八门的课程，让台湾大学生
在本专业学习之外有求创新、跨领域、
重实践的课程体验。这便是虚拟学院的
教育模式。

前不久，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
学、台湾实践大学等岛内高校纷纷设立
或筹备建立创新设计学院、人文创新数
位学院等虚拟学院。这些学院的设立目
的在于打破原有的院系本位，以学生为

主体，创造多元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
创新及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跨学科培育复合人才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知识的保
鲜期正在缩短。”台湾政治大学虚拟学
院筹备办公室主任李蔡彦说，过去传统
学院通常传授学术导向的知识。虚拟学
院希望透过让学生思考真实世界的问
题，提升学习动机，也让解决问题的能
力不再局限于学生的主修专业。“比如

要多提升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解决问题
的能力等。”

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说，越来越多
的大学开始设虚拟学院，是要培养社会
所需的多元人才。许多学生体认到，光
拥有专业能力，竞争力仍不足，需要积
极培养第二专长，让未来就业出路更
广，也更能运用跨领域专长，解决社会
问题。

“创新设计是时代需求，理当运用
专业知识及研究成果服务社会。”在台
大创新设计学院的成立仪式上，台大副
校长、创新设计学院执行长陈良基表
示，世界范围内的名校如斯坦福大学等
都早已开设创新类的课程，为学生专业
提升附加价值。台大曾派教授到斯坦福
大学取经，未来将让台大学生和斯坦福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通过视频同
步在线上课，一起参与讨论。

追求创新与数字技术

不论虚拟学院最终名称是什么，这
些学院的核心目标都是培养学生的创新
与设计思考能力。

比如台大创新设计学院核心课程是
设计思考、使用者心理、说故事能力培
养、脑力激荡、团队合作技巧等。课程
从团队组成、群体合作、创意激发开
始，让跨系所的学生有机会从不同领域
出发，发掘生活周遭的实际问题，并深
入探索问题来源，从使用者的角度思考
创新的解决方案。

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科技的
日新月异，虚拟学院对创新的要求也体
现在信息技术的普及上。

以台湾政治大学为例。该校的人文

创新数位学院要求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
认识程序设计，也要会数据分析与解
读；同时也要求信息专业的学生将更多
专业知识用于人文议题。李蔡彦说，人
工智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让学生
学会并善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将
是未来的教学重点。

注重操作与解决问题

“综观人类文化史的发展，木材的
使用，早已融入我们生活之中。而在科
技日新月异的过程里，如何让木材不至
于褪色，需要‘设计’。”在台大创新设
计学院的“木工艺实作课程”开始前，
台北科技大学副校长黎文龙说道。

为了避免创新和思考的空洞化，
岛内大学的虚拟学院往往开设有实践
类的课程，让学生能够动手操作，化
设想为现实。台大创新设计学院与台
北科技大学合作的木工艺课程就体现
了这一理念。

3D打印、手绘训练、缝纫技巧、音
乐设计、影像拍摄……这些操作性强的
课程都让学生有了动手的体验，增强了
实践能力。

同时，虚拟学院的课程也十分注重
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比如台大创新设计
学院针对交通议题的专题课程“创新车
辆设计”，该课程会邀请台北市政府的
相关人员一同讨论改进台北交通的提
案；而贴近使用者需求打造“暖科技”
的课程，将视角聚焦在身心障碍儿童的
玩乐议题，希望通过创新思考及设计，
带给身心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更舒适的游
乐、成长、互动环境，也从中体现人文
关怀。

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法》 纳入 《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 附件三是
有必要的，香港回归祖
国以来，不少公共场合
均需要奏唱国歌，因此
有必要对出席人员的行
为和态度作出规范。如
果本地立法成功，日后若有人不尊重国歌，
将依法受到相应制裁。同时，此举还可以引
导、教育年轻一代对国歌的认知。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吴永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引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三，
一定会在澳门得到支持和拥护。澳门教育界
非常重视国歌的教育，学校把国歌纳入教
材，让孩子们从小认识什么是国歌，对国歌
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让他们自觉尊重国
歌。每周一学校都有升旗礼，师生们面向国
旗，同时奏响国歌，所以大家对国家的象征
——国旗、国徽和国歌，都非常熟悉，用行
动体现了尊重。

——澳门中华教育会副会长李沛霖

30 年来两岸民间交流发展迅猛，往来人
员遍及各个阶层和行业，这反映出的人心向
背，一目了然。中共十九大报告涉台内容在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前提
下，重申和平统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方针，释放了对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
为进一步扩大两岸交流提供了政策保障。我
们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领域和措施，会越来
越广泛深入，越来越具体化，越来越切合台
湾同胞的实际需求。衷心希望台湾同胞把握
良机，实实在在分享到大陆发展的机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叶克冬

蔡英文执政以来，因未能化解两岸政治
僵局，导致两岸官方联系机制中断，两会制
度化协商停摆，各项负面效应逐渐扩散，依
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与经
贸协议成立的各个工作组陷于停摆，不仅不
利两岸经贸问题解决，也直接影响到两岸人
民的权益。

——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王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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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曾乘船路过南台湾，为古画般的
青绿山水倾倒，感叹“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
美的风景了”。于蒋勋而言，台湾至美风光
却在东部。花东纵谷间鼓荡着太平洋的风，
活泼的云随时变幻形状，稻田在星月夜恬然
入梦。

同样醉心这方土地的还有台湾编舞家林
怀民。初秧、结穗、收割、焚田、春水漫灌
……2013 年，他用舞蹈和视觉语言，讲述了
稻禾的生长故事，并在取材地台东池上首
演。多年过去，林怀民带领一手创立的云门
舞集全球巡演，舞者们最有感情的舞台还是
池上的方田。这并不让人意外。

日前，《稻禾》首度来京演出。70分钟的
舞蹈，40分钟的演后谈，更多人走进了池上
的天光云影，为这块土地的绝美和活力微
笑，默叹，以为妙绝。

“新一代农民”颠覆刻板印象

作为花东纵谷中的“顶级稻米之乡”，池
上早在日据时代便声名远播。上世纪 50 年
代，由于化学肥料的使用，池上米身价大
跌。直至 90 年代后，当地有机种植风气兴
起，土地重获祝福。

不少农人如今像搞研究般详尽记录分析
作物长势，四处取经，有板有眼。林怀民在

《打开云门》一书中写道，一位老先生骄傲地
告诉他，“我们是科学种田。要讲习，要填表
格，每天读资料，很忙。”演后谈中同样说
起，台下响起一片惊叹。

“神奇”的可不止这些。在《稻禾》筹备
之际，林怀民走进了农人叶云忠的家。刚见

二楼超大幅的米勒 《拾穗者》 复制画，来不
及惊讶，转身又是梵高的 《星空下的咖啡
馆》，这还不算，阁楼竟挂满叶太太的书法习
作。林怀民这才了解，很多池上农人都是写
字的。耕读人家，不外如此。

“农友的视野，谈吐和自信大大颠覆刻板
的农民印象。不变的是他们的勤朴和诚恳。”
见识过“新一代农民的生活”后，深为感动
的林怀民立志要把舞排好，于是有了云门舞
集创立40周年的纪念舞作《稻禾》。

以舞作回馈农人致敬土地

选择以舞作回馈池上农人的林怀民，采
取了“非常简单”的编舞方式，并特意将首
演安排在当地。池上田间
辟出的一方舞台上，赤足
的舞者翩然跃动。裙裾翻
飞在饱满黄熟的稻穗间，
背景是白云苍山。

剧院的演出中，100
小时的池上稻田影像素
材，浓缩为舞台天幕和地
板上投射交织的生命轮
转。虽然林怀民说舞作不
走写实的路子，但由于农
业生产因素的清晰性，也
未见得多么抽象。循着时
间线展示稻禾生长过程，
行云流水间，多见写意，
而自然天地的背景始终都
在。生死枯荣，循环往
复，稻田四季如此，人生

亦如是。
倾斜的舞台考验舞者的功力，内家拳和

太极导引的长期身体训练，让舞蹈动作仿佛
扎实地自地底生出，敛神阖目的舞者紧贴地
面匍匐翻滚，如同攀附的根系，呼吸吐纳
间，满是土地的清芳。

善于融贯中西的林怀民，在音乐的选择
上同样独具匠心。从客家山歌到西方咏叹调
以至激越鼓乐，舞作主题和感情基调不断变
换，看似异质的元素连缀却浑然一体，把舞
蹈情绪烘托得深厚饱满。

不忘稻米情结与艺术初心

林怀民曾坦承自己有“稻米情结”。上世
纪 70 年代的 《薪传》 徒手“插秧”，90 年代
的 《流浪者之歌》 大量真米登场。云门四十
载，他兜兜转转重回稻田。

《稻禾》 在池上首演，农人称叹，“舞台
很美”。3天演出时而烈日当空，时而暴雨倾
盆，2000 人的座位却满满当当，掌声撼动四
野。常有农人为亲睹云门舞集新作长途奔
波，还有人路遇林怀民，拉住他的手说，感
谢你美好的艺术。

一言足慰平生。对于社会大众的支持，
林怀民常怀感恩。演给“父老兄弟姊妹们”
看是林怀民的初心，“艺术下乡”是云门舞集
一贯的坚持。“经济上的平权自古以来都不可
能发生，但文化的平权，台湾的希望非常
高。”

云门舞集舞蹈教室、云门二团相继成
立，户外公演、艺术驻校、驻市 （县） 经年
不断，舞蹈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古籍中
最古老的中国舞蹈“云门”，正不断创造着当
代记忆。

稻禾稻禾，，飘转两岸的馨香飘转两岸的馨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盼盼

台湾大学学生参与创新设计学院的绢印体验课。（资料图片）

压题图：《稻禾》在池上的演出照。（资料图片）
上图：林怀民（前排中）与舞者在池上体验割稻后合影。（资料图片）
压题图：《稻禾》在池上的演出照。（资料图片）
上图：林怀民（前排中）与舞者在池上体验割稻后合影。（资料图片）

地道的粤菜、别致的葡式澳菜、精
美的伴手礼……漫步澳门街头，游人既
可以在随处可见的小食肆、小吃店、茶
餐厅一饱口福，也可以到酒楼饭店享用
丰盛大餐。这便是新晋获得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称号
的东方小城——澳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 月 31 日发布
公报，澳门正式成为创意城市“美食之
都”新成员。澳门成为继成都、顺德之后
第3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城市。

这座面积仅3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
60多万的海滨小城，何以获享这样的美
誉呢？澳门学者同盟监事连信森博士认
为，澳门申请成功的关键在于其饮食文
化源远流长和内涵独特，充分体现了中
葡文化的融合及和谐发展。“澳门城市
也具备持续创新的精神，通过美食创新
推动城市发展的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理念高度一致。”

虽然人口不多，但作为旅游城市的
澳门，餐饮业十分发达。根据特区政府
统计局的数据，澳门营运的餐饮业场所
多 达 2200 多 家 ， 从 业 人 数 达 3.2 万 。
2016 年，澳门餐饮业收益突破 100 亿澳
门元，对经济贡献的增加值为43亿澳门
元，同比上升13%，是重要的支柱产业。

由于毗邻广东的地理位置和中西文
化 400 多年交融的历史渊源，澳门餐饮
主打粤菜和葡式澳餐，内地各大菜系也
均有代表。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和外来劳工的增加，日料、韩餐、东南
亚各国饮食亦陆续进入澳门。

澳门的中餐馆遍布全城，其中粤菜
馆更是数不胜数，猪扒包、陈皮鸭、水
蟹粥等传统粤菜都不在话下。

游客来到澳门更不能错过独特的葡
式澳餐。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澳门
的葡餐受中餐影响，食材和烹饪技法融
合了大量中国元素，更适合国人口味。
其中著名的菜肴包括马介休、咖喱蟹、
烧咸猪手等。

澳门的小吃亦驰名中外，除了耳
熟能详的蛋挞、手信等伴手礼外，一
些深藏街巷之中的老店也值得一去，
游人往往可以在不经意的行走间就有

“意外发现”。
连信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

予澳门‘美食之都’的称号，是对澳门
多元美食文化、融汇中西的城市品格的
一种肯定，丰富了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
闲中心的内涵，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

“美食之都”是继“澳门历史城
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清代澳门地
方衙门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后，
澳门增添的又一张亮丽的国际名片。一
城兼具三项荣誉，殊为不易。

澳门申请“美食之都”的倡议者、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何海
明说，澳门的特色老店保留了传统文化
要素，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申办
城市时十分看重的地方。澳门的独特优
势是担当着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合作的
平台，澳门作为中葡食品集散中心的地
位独一无二。

居住在台湾新竹县的客家姐妹刘竹英和刘珍珠被称为“柿饼婆婆”，经营着新埔
味卫佳柿饼观光农场。游客可以亲手捏柿饼、参加多种以柿为主题的活动。

图为“柿饼婆婆”刘珍珠 （左） 和员工在挑选柿子。
赵颖全 摄 （新华社发）

台湾新竹“柿饼婆婆”台湾新竹“柿饼婆婆”

澳门缘何获誉“美食之都”？
郭 鑫 王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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