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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欢的旅游目的地

根据去年公布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
指标体系》 报告，2013 到 2016 年间澳门主要非博
彩行业增加值增长 23.6%，而同期博彩业增加值下
跌34.6%。

有专家表示，非博彩业的毛利率远高于博彩
业。澳门博彩收入经历了自2014年6月开始的持续
26个月下滑，虽然现在已经恢复正增长，但作为香
港上市公司的各家博彩企业都在为转型而布局，着
力发展旗下大型度假村级别的酒店、餐厅、大型购

物中心和休闲服务，如电影院、剧场、百老汇式歌
舞表演、儿童乐园及水上世界等。每逢寒暑假，随
处可见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群体，澳门已经是一个
合家欢的旅游目的地。

50多岁的丁女士来自北京，她第一次港澳游，
对澳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和朋友两人在港澳的
购物开销都近万元，而且在澳门买的比香港还多。
像丁女士这样的游客不在少数。统计数据显示，
2016 年第一季度至 2017 年第三季度，赴澳旅客人
均购物消费增速超过 GDP 增速。在旅客消费四大
类别中 （不包括博彩），购物排在首位占比约四成
半。消费品种类中，除了传统的手信食品外，化妆
品、香水、成衣及手袋、鞋类等中高端消费占据相
当比重。

澳门国际品牌企业商会主席萧婉仪介绍说，
2017 年“十一”黄金周生意比去年同期升约一成
三，自由行旅客增多为行业带来利好。

澳门的优势是“自由”

不少人都知道香港有一条“波鞋 （运动鞋）
街”，专卖运动品牌。然而澳门也有一条“波鞋
街”。在澳门有24间店铺的肖先生告诉记者，随着
澳门“衣食住行门类齐全”的综合度假村出现，过
去人们“到澳门玩到香港购物”的消费模式正在改
变。现在澳门正在形成集群效应，“买金要到新马
路，买波鞋就到水坑尾”。为适应内地游客需求，
澳门逐渐开始使用电子支付，目前都可以用微信支
付了。

说到澳门的优势，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
如数家珍：澳门是自由港，货物流通自由，这是打
造购物中心的重要基石。葡萄牙红酒、手信食品、
成品服装等一些具有澳门特色的产品已经在游客心
中有较高认受性。而近年来澳门币跟随美元贬值也
给内地旅客带来购物的“天然折扣”。同时澳门拥
有多个世界级的大型娱乐综合体，其中面向高端消
费者的世界级品牌店不论数量或货品种类，在邻近

地区享有声誉。
有专家指出，澳门地域狭小虽然限制了超大型

购物中心的出现，但是也正因如此，游客在澳门可
以安步当车，遍游各区，使整个澳门都可以成为游
客购物消费的地点。

清晰定位补短板

根据国际旅游金融服务公司“环球蓝联”去年
发布的一项“全球购物者指数”调查，香港仍然是
亚太区排名第一的最佳购物城市。澳门虽然以“世
界旅游休闲中心”为发展定位，但购物作为旅游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仍是“短板”。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丁己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澳门本地的内需市场很小，主要依
靠游客。如果说打造“购物天堂”，不如说是“有
特色的购物天堂”更准确些。目前澳门中档商品比
较缺乏，很难满足自由行旅客及年轻族群的消费需
求。有人说，“来澳门如果不赌钱不买名牌，就只
有消费牛肉干和杏仁饼了。”这虽然是一句玩笑，
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打造购物天堂的困境。

刘丁己认为政府应该重点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如解决公共交通不便、出租车打车难、乱宰客等。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澳门打造大规模的一站式购物
中心不太现实，但可以考虑做好物流等行业的配
合，让游客在选购好商品后可以随时寄回家，使购
物更加轻松。萧婉仪希望政府多举办国际电影节、
音乐节、烟花汇演等节庆活动，同时希望酒店降价
才能增加旅客留澳时间。

对此特区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梁维特司长表
示，要发展好澳门的购物消费市场，最为关键的是
商品的多样性、高质量和良好的服务。特区政府将
持续提升“诚信店”质量，完善及强化粤港澳大湾
区消费维权网络，建立跨域网上调解及仲裁机制。
特色老店是最能吸引游客前往旧区消费的本地资
源，经济局支持澳门连锁加盟商会成立扶持小组，
扶助特色老店重塑品牌形象、持续发展。

打造“购物天堂”澳门在路上
本报记者 苏 宁

提起“购物天堂”，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香港。
作为毗邻的“小兄弟”澳
门，很多人对它的了解大
概还停留在曾经的葡萄牙
殖民地，合法经营的赌
场。不过“老皇历”快要
翻篇了：近年来，澳门一
直在努力摆脱对博彩业的
依赖。小城正举全社会之
力，为每年 3000 多万来
自世界各地、七成以上来
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提供
更多购物选择。

数十年来，不断行走在世界不同国度，
穿梭在多元文化之间，今年回老家福建泉州
过年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感慨万千。“泉州一
直影响着我。这座特别的城市里，不同的宗
教、文化、矛盾共存，与此同时，泉州人仍
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风格。”蔡国强表示，
这种“开放自在”不只是对泉州，对于大国
的文化自信乃至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交流都是
有价值的。

“打开艺术的想象空间”

从1995年为威尼斯双年展所做作品 《把
马可·波罗所遗忘的东西带回威尼斯》，到北
京奥运的“大脚印”、上海黄浦江畔的白天焰
火，再到巴黎塞纳河上的观念焰火 《一夜
情》 ……日前，蔡国强以 《谈谈我的艺术怎
么样》 为题，将作品创作前后内心的脆弱、
挣扎、妥协，对家人、故乡、祖国深沉的家
国情怀向20名台湾艺术青年娓娓道来，分享
艺术的感悟，发表新春的畅想。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生刘苡柔从事绘画设
计，主攻油画的她是蔡国强的“粉丝”。2009
年，还是高中生的刘苡柔在台北市立博物馆
参观了蔡国强“泡美术馆”个展。“那是我第
一次看到蔡国强老师的作品，十分震撼。”刘

苡柔说，使用焰火、火药等形式表现艺术的
蔡国强对其影响深远，“让我对艺术有了更广
阔的想象空间。”

受台湾公益组织邀请，春节期间来到泉
州与蔡国强面对面交流，刘苡柔激动之余亦
受益匪浅。“老师追求的自由、自在、自然让
我印象最为深刻，我也在反思，当我们急于
追求某一个东西时，需要怎么好好平衡。”

“带着故乡走天涯”

1957 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蔡国强，
1995年移居美国纽约至今。他是近年来在国
际艺坛上最受瞩目的中国人之一，其火药艺
术创作对西方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力，被
西方媒体称为“蔡国强旋风”。2008年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上，蔡国强让29个脚印以烟花的
形式，绽放在北京中轴线的上空，赢得广泛
赞誉。

一直以来，“带着故乡走天涯”的蔡国强
从不吝惜对泉州的赞美与感激。泉州的古
船、古塔、陶瓷，甚至烧香的金纸等独具特
色的元素，都能在蔡国强的作品里寻得“蛛
丝马迹”。

当谈及如何将泉州有机地融合到当代艺
术创作中时，蔡国强表示，“泉州文化元素再

丰富，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可以展示的东西也
是有限的。因此，与其盯着本土文化元素不
放，还不如从泉州的精神层面去挖掘，从更
宏大的视野创作当代艺术作品，特别是泉州
开放和自信的文化精神，这也是自己取之不
竭的创作源泉。”

“用火药重塑西方艺术”

在演讲的结尾，蔡国强讲述了父亲画火
柴盒的故事。在他看来，一个个小小的火柴
盒“方寸之间、天涯万里”，不仅表达了他和
故乡之间最深沉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让我带
着‘故乡’这个火柴盒，行走世界到处‘点
火’。”

据悉，此次回乡过年期间，蔡国强与纪
录片 《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
导演夏姗姗在泉州影剧院举行观影会。“目
前，我正在进行‘一个人的西方艺术史之
旅’，和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众多知名
博物馆开展对话，用火药重塑著名的西方油
画作品，并由此产生新的灵感创作新作品，
举办个人展览。”

畅想 未 来 十 年 ， 60 岁 的 蔡 国 强 笑 着
说 ：“ 希 望 70 岁 的 我 能 够 更 自 由 、 更 自
在、更自然。”

华人艺术家对话台湾青年

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创作源泉
孙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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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2月20日电（记者赵
宇飞） 几盆盛开的兰花，一张古朴宽
大的茶台，三代同堂的一家老小围坐
在一起，热闹而温馨……这是 72 岁的
台商黄锦勋连续第二年在“第二故
乡”重庆过年。

1992 年，46 岁的黄锦勋从台湾来
到重庆打拼。如今，他创办的厨卫品
牌已在大陆家喻户晓。尤其近几年，
黄锦勋的儿子和女婿陆续从台湾来到
重庆，接过生意的“接力棒”，一家三
代都成了“新重庆人”。

以往，黄锦勋都会携家带口回台
湾过年，直到去年一家十余口人第一
次在重庆过春节。今年春节，黄锦勋
更是邀请台湾的亲朋好友都来重庆过
年。

黄锦勋说，重庆已从 20 多年前的
内陆腹地发展成为内陆开放高地，投
资价值正日益提升。“我让亲戚们来重
庆不仅仅是过年，也是让大家在大陆
观光考察，寻找发展机会。”

作为重庆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辅
导会长，黄锦勋一直致力于加强大陆
台商的交流合作，为台湾青年创造更
多在大陆工作生活的机会。大儿子黄
光志也担任了重庆市台商青年联谊会
会长，为增进两岸青年的交流而奔走。

黄锦勋只是众多在大陆过年的台
商之一。随着越来越多台商到大陆工
作、生活，邀请亲朋好友到大陆团聚
已成为不少台商过年的新方式。

今年，38 岁的台湾高雄人钟秉杰
首次留在重庆过年，他还邀请母亲从
台湾来到重庆共度春节，也让母亲考
察一下他准备“扎根”的地方。

钟秉杰已在大陆工作7年，从沿海
的上海、浙江到内陆的重庆，他实现
了从就业到创业的转型，如今已是一
家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也成了一名

“重庆女婿”。
“过年的仪式感，无论在重庆还是

高雄，没有什么差别。”钟秉杰说，守岁、逛庙会、看花
灯这些传统习俗两岸都一样，两岸本是一家，在哪过年
都是在家里。

事业与家同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大陆台商的生活
写照。

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在渝台商过春节呈现“两多”趋势，即选择在大陆过
春节的台商越来越多；从台湾赶到大陆过春节的越来越
多。后者有的是为了与亲人相聚，有的则是在大陆观光
考察，寻求发展机遇。

重庆市政府台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重
庆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1600余家，累计合同台资 277.92亿
美元，已成为大陆西部重要的台商台胞聚集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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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公布港珠澳大桥东停车场使用规章
可提前30天预约

新华社澳门2月21日电（记者郭鑫） 澳门特区政府21日公布
《港珠澳大桥边检大楼东停车场的使用及经营规章》。根据规章，
东停车场将提供3000个轻型汽车停车位，采用预约登记的形式开
放给外来车辆使用，司机可提前30天预约。

规章规定，港珠澳大桥边检大楼东停车场共7层，分为早上10
时至晚上10时、晚上10时至第二天早上10时两个停车收费时段，
每个停车时段收费180澳门元，超时停车将根据情况以每个停车时
段收费270澳门元或锁车及移走处理，不足一个停车时段按一个停
车时段计算。

准备使用东停车场的司机可以提前30天预约，但最少要提前
12小时预约，最多可以连续停车 8天，即同一车辆最多可登记 16
个连续的停车时段。

受新疆低槽东移影响，甘肃省敦煌市日前出现降雪天气。降雪将敦煌市鸣沙山
月牙泉景区装扮得银装素裹，分外迷人，景美如画。游客徜徉其中，欣赏大漠雪
景，欢度新春佳节。

图为游客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欣赏大漠雪景。 张晓亮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澳门 2月 21日电 （记者郭
鑫） 记者21日从澳门大学获悉，该校社
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李凭率学生到新
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考察一部 《史
记》 手抄本，经过两年半的研究，发现
一幅抄写佛经的名贵手工笺纸，至今已
有约800年历史。

李凭表示，此次考察研究取得多项
重要发现。这部 《史记》 手抄本以工整
小楷写成，合计50余万字，抄写者是明
朝太仆寺少卿姜立纲，迄今极少有书法
家能够留下如此多的书法艺术作品。

更为可贵的是，在这部手抄本之前附
有明朝嘉靖年间宰相顾鼎臣的题记序言，

全文以典雅的行书写成。所写序言的载体
是一幅江南海盐县古刹法喜寺专用的抄写
佛经的名贵手工笺纸，至今已有约800年
历史，其生产者是南宋时期的苏州承天寺。

李凭详细考证了这部手抄本的流传
经历。他说，该手抄本从北京经苏南、岭
南、澳门辗转抵达新加坡，成为“一带一
路”上的一颗闪亮明珠，其迁徙路线划出
一条中华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轨迹。

据介绍，这项发现是澳门大学科研
项目“海外二十四史版本的调查与研究
以及澳门大学二十四史数据库的建立”
的阶段性成果。该成果已发表在内地权
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

澳门教授发现800年前名贵手工笺纸

大漠迎春雪大漠迎春雪

小图：游客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游览。
大图：游客在澳门民政总署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