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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难是都市通病，台北也不例
外。统计显示，台北市民上班平均花
11 分钟找车位，下班回家找车位要花
16分钟。车位有限，“共享停车”就成
了纾困希望。6月，台北市交通局发出
首张共享平台停车登记证，共享停车在
台湾终于合法了。

停车难 谋共享

台北市地窄人稠，停车一位难求。
台北许多街道的马路牙子上刷着醒目的
红漆，显得挺精神，但那代表的是“禁
止停车”。车停在红线区，就可能被警
方拖走。停车难，成了台北市民的烦心
事。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一些热门
路段，哪怕三更半夜依旧车位难寻。
有些车主没办法只好找犄角旮旯停，
第二天一早说不定就看到车身出现了
刮痕乃至凹陷。如果停车堵住了别人
的店面或车库入口，后果就更严重。
台北一名叶姓男子近日将家中两部汽
车停在警方勘查后认可的路段，却因
阻碍邻居车库进出而被告上法庭，不
得不赔偿了 1.8 万元新台币。

城市空间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大
量兴建新停车场显然不切实际。如此一
来，时下热门的共享停车理念，就成了
解决问题的不二之选。所谓共享停车，
就是让本属于个人或单位内部的车位释
放出来，择时对外出租，好让车有位置
停，车位主人有收入。

但这套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2014 年台北市长选举时，就有候选人
在喊共享停车，但一直到今年6月，台
北市才给共享停车业者发出了第一张许
可证，共享停车终于姗姗起步了。

有制度 有技术

目前，共享停车业者“Upark”已
与台北市信义区和松山区的两栋民宅合
作，预订 9月份开放第一波 5个共享停

车位。
此前，开放共享停车的制度障碍之

一，是无法确定个人出租车位该以何种
税率交税。台北市对此作出规定，自用
停车位在共享后，仍维持自用地价税。

过去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如何找到共
享车位和确认车位开放时间，如今因为

有了物联网、手机 APP 等新技术，不
再是难题。“Upark”代表黄世伟说，消
费 者 可 透 过 APP 寻 找 空 位 并 提 前 预
约，到停车场后，智能停车锁可透过
APP自动放下，消费者不需和管理员联
系就可顺利停车。离场时，APP也会自
动计算停车时间，从信用卡自动扣款。

为了防止某些个人将自用车位完全
商用，台北市规定，家用或自用车位每
天营业时数上限8小时。与此同时，为
了 确 保 住 户 真 的 有 开 放 共 享 车 位 ，

“Upark”则在合约中订出下限，规定车
位每个月起码开放 50 个小时，且开放
时间以早上8时到晚上8时最理想。

难点多 待破解

台北市的共享停车才刚刚起步，理
论上市场潜力不小。据统计，台北市有
近 19 万个公共停车位，但属于私有产
权车位高达52.6万个，有七成车位属于
私有车位，这些车位常常被花盆等障碍
物阻绝他人暂停。可见供需关系客观存
在，只欠一个可信任的媒合平台来促成
共享停车。

不过，从大陆一些城市推共享停车
的经验看，要真正落实还有不少难点。
比如管理方面，有借方由于种种原因超
时使用，而泊位车主反而无法停车的矛
盾；心理方面，则存在对新鲜事物接受
程度不一样等情况；再就是对共享车位
所获收益的不敏感，很多车位拥有者不
愿意为这点“小钱”给自己增添麻烦。

城市管理是台北强项，或许台北在
不久的将来，可以在共享停车的管理方
面给外界提供一些新的成功经验。

台北：“共享停车”风吹起

停车难，愁煞都市人。城市空间接近饱和，兴建新车位难上加难，怎么办？赶搭“共享经济”

热潮，台北开始行动——

夏季的香港水汽充足，九龙寨城公园里榕
须低垂拂面。公园里，一位身着黄色T恤的长
者从密封胶袋中取出一张巴掌大的纸片，一
折、一叠、一撕，一只小松鼠便活灵活现地从
纸片跃起，赢得围观游客阵阵掌声。

专注撕纸30年

“撕纸就是心、手、脑合一，工具就是手
指，心中有草稿，只要肯练，都能学会。”长
者一边将撕出的作品分发给游客，一边细细叮
嘱，随后将未用完的纸张重新放回封口胶袋，
避免纸张受潮。

这位长者是扎根九龙寨城公园的撕纸艺人
李昇敏，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敏叔。敏叔的“撕
艺生涯”始于35年前的一个大年夜，他在岳母
家拾起一张废弃的红纸，对着花盆上贴着的

“大吉”细细临摹，撕出“大吉”二字。没想
到岳母对敏叔戏耍之作大加赞许，将“大吉”
二字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至此，敏叔开启
了30余年的撕纸之路。

起初，敏叔只是将撕成的“黄金万两”
“恭喜”“福”等祝福语免费赠送，以娱亲友。
后来，敏叔不再从事外勤工作，从屯门搬至九
龙寨城公园附近，专注于撕艺推广活动。

只要肯学就愿教

敏叔从2003年起受邀开课，教香港市民学
习撕纸，从明爱庇护工场帮助盲人的导师，到
香港保护儿童会里的学前儿童，再到黄大仙邻
舍辅导会里断掌残疾人士，全是他的学生。

“撕纸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只要肯学，我都愿
意教。”

凭借热爱与恒心，敏叔逐渐成为远近闻名
的撕纸人，他的作品在艺术展上陈列时，曾被
盛赞有“金石的味道”；敏叔还登上了tedx（全
球科技、娱乐、设计学术研讨平台），成为用
粤语演讲的主讲人……

敏叔是九龙寨城公园的志愿讲解员，他就
像一本活字典，对寨城逸事如数家珍。“我小
时候来寨城探望同学，是从楼下顺着密道爬到
他家的。”敏叔回忆，“九龙寨城聚集了香港各
色各样的小人物，大多是难以维持生计的穷人
和难民。”

敏叔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公园一角：朝阳
下红色鸡蛋花、雨后水石榕、廊檐舔爪的小猫
……亭台水榭、树荫花影、古井斜阳，是公园

里赏不尽、看不完的诗意。

推广文化为己任

敏叔还是个粤曲发烧友，常和一众粤曲爱
好者在公园六艺台表演经典粤曲，敏叔负责吹
奏横笛。每当有游客来到寨城公园，敏叔便会
询问他们的家乡，为他们表演家乡民歌，《浏
阳河》《北京的金山上》《出埃及记》……全是
他的拿手曲目。

若是新人在公园内举办婚礼，敏叔也乐得
吹奏一曲，为新人送上祝福。敏叔自嘲自小便
不是一个好学生，一切全靠自学。“我小时候
在番禺不好好读书，语文、数学和外语都一塌
糊涂。撕纸、吹笛、讲解寨城历史，全是自己
慢慢琢磨。”吹罢一曲《豌豆花开》，敏叔抚着
裂开好几个口子的竹笛慢慢说道。

无论表演撕纸，粤曲伴奏还是讲解公园历
史，敏叔几乎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公益活
动，所以至今无稳定收入来源，靠领综援 （香
港政府为低收入市民提供的现金补贴） 为生。

“我将推广传统文化视为我的责任，不愿意放
过任何一个机会。如果收费，推广就没那么容
易了。”敏叔说道。

从番禺的乡间小童到九龙寨城公园的文化
推广大使，敏叔希望以己之力，增加香港市民
对撕艺等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更融于民间。”这是
敏叔的人生箴言。

九龙寨城里的撕纸人
朱宇轩 颜昊

九龙寨城里的撕纸人
朱宇轩 颜昊

敏叔和他的撕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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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青年东湖论坛“两岸一
家亲·中华传统艺术文化体
验营”活动在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实践基地举行。

上图：湖北省京剧院艺
术家李兰萍 （左） 为台湾青
年学子指导戏曲身段。

左图：台湾青年学子体
验古琴。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台湾学子国粹课

本报记者 王 平本报记者 王 平

专为共享停车设计的智能地锁专为共享停车设计的智能地锁

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钟群 查文
晔） 身着一袭优雅的白色套裙，张艾嘉
微笑地看着台上自己的学生，露出一丝
骄傲与欣慰。

“我一直希望这些对生活充满热情的
孩子们能有机会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特
别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孩子。”张艾嘉说，
自己一直想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成长的土
壤和养分，让他们去体验艺术逐梦的感
觉。

张艾嘉创办的果实文教基金会近日
在台北举办发布会，介绍基金会近年来
的运作情况以及该会主办的“听我说故
事艺术创作营”活动进展。

张艾嘉，1953 年生于台湾嘉义，祖
籍山西，是华语影坛知名的演员、导演和
编剧，曾获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
奖”等诸多奖项。在耀眼的电影事业之
外，她早在 1988 年便成立了果实文教基
金会，以培养有志于投身艺术的年轻人。

张艾嘉说，尽管当时还很年轻，不
太清楚基金会到底该做些什么，但凭着
对艺术的热情，还是做了不少有价值的
工作，包括修复老电影底片，帮助已故
的艺术家出版书籍等。同时，她也在不
断寻找帮助年轻人实现艺术梦想的途径。

“我们曾举办了一个大学生声援防治
艾滋病的广告比赛，让他们设计平面、
电台甚至是电视节目，获奖者能得到专
业广告公司的协助，在各种媒体渠道展
示。”她介绍说，基金会还组织了“学生
数码影像创作比赛”等一系列以青年为
主题的活动。

最初的 20 年，因为资源有限，张艾
嘉定期将自己广告、演戏和演讲的报酬
投入基金会。渐渐地，这一公益活动的影响越来越
大，向基金会捐款的人也多了起来。

10 年前，张艾嘉和台北艺术大学合作，举办了
“听我说故事艺术创作营”。在训练营里，专业的老师
为学生们做表演、设计等艺术创作培训。

“第二届创作营，我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题目叫‘番
茄’，我们带着学生到种满番茄的农场观察，让他们尝
试了所有番茄可以做成的食物。”张艾嘉说，通过类似
的生活体验，希望学生们明白，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源
于生活。

迄今，“听我说故事艺术创作营”共培养了 300多
名学生。

“我们办活动，以前的学生常常会回来帮忙，包括
这次活动的海报设计、舞台设计都是他们的成果。”张
艾嘉说，今年的创作营中，来自台北、香港和新加坡
等地的学生将于年底在台北举办两场成果发表会。

“如果有一天我做不动了，我希望我们的‘小果
实’能够回来接棒，给年轻的学子们更多的优质教育
培养。”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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