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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养蜂产业 发展农业观光

金门演绎“甜蜜故事”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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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张雅诗）
“我们在耆乐警讯学了很多知识，坏
人很难骗到我们。”67 岁的胡妙容 3
年前成为耆乐警讯会员。她表示，
将学到的知识带到社区与其他长者
分享，很有满足感。

香港警方日前在新界上水举行
“耆乐警讯‘灭罪活力号’启动礼
2018”。从 8 月 1 日开始，两辆“灭
罪活力号”宣传车连续 10 天走访全
港 40 个地点，提醒市民，特别是长
者慎防骗案和遵守交通规则。

警方特意安排了耆乐警讯会员当
义工，让他们化身“灭罪大使”，帮忙
介绍“灭罪活力号”的特色和派发宣
传单。

耆乐警讯计划于 2014 年成立，
以 55 岁以上市民为对象，至今已有
近一万名会员。在香港，警察是唯
一一支设有与长者联系的专责小组
的纪律部队，旨在加强警方与长者
的沟通，共同宣传防罪信息，降低
长者成为罪案受害者的机会。

“加入耆乐警讯后，我心情开朗
了，也认识了很多朋友。”胡妙容表
示，退休后经常待在家里，没有什
么社交，一对儿女看到她参加耆乐
警讯后的变化，都很支持她。

启动礼当天，胡妙容等十余名
身着灰色 T 恤衫的耆乐警讯会员，
与警员一起在上水街头派发宣传单
和纪念品，并邀请市民到车上玩电
脑互动游戏。虽然天气炎热，但无
阻这些长者们的热情。他们脸上总
挂着亲切的笑容，向路过的市民讲
解防罪资讯。

据香港警方统计，2018 年上半
年共有 3671 宗骗案，当中 248 宗涉
及 60 岁以上长者；1523 宗涉及行人
的交通意外中，有 671 宗涉及 60 岁
以上长者。

“我们希望通过耆乐警讯为长者提供平台，让他们
参加有意义的活动，退休后继续回馈社会。”香港特区
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耆乐警讯及长者联络组总
督察刘家铭表示。

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香港 65岁以上长者
约为116万，占总人口的约16%。预计2036年，长者人
口比例将增至31%，并于2066年进一步上升至37%。

63 岁的周凤娇表示，自从她成为耆乐警讯会员
后，不少长者向她咨询有关防罪资讯。她说，希望能
尽一分力帮助警方宣传，让长者没那么容易堕入骗局。

耆乐警讯还为会员举办不同活动，使他们的生活
更充实，例如探访长期不出家门的独居长者。周凤娇
和胡妙容均表示，部分长者不太愿意接受别人关心，
因此需要花较多时间和耐心跟他们建立互信，帮助他
们打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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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场名为“十八世纪巴黎人生
活”的展览在澳门巴黎人剧场前厅开幕。在这
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展览上，位居展馆正中的
一本泛黄大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中国官
话》。这部诞生于1742年的汉语拉丁语词典，比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世上第一部汉
英、英汉双语词典《华英字典》还早70多年。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它的出版有着怎样的
故事？

一个被历史埋没的名字

要谈 《中国官话》 的编纂，不得不先从黄
嘉略说起。

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连墓碑都找不到的
“小人物”，但有位中国学者却对他关注了 20
年，使他由形象模糊到须眉毕现，也揭开了最
早的一段法国汉学史。

公元 1679 年，黄嘉略生于福建省莆田县，
从小跟随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学习拉丁文。1702
年，黄嘉略随同法国传教士抵达罗马，3年后长
居巴黎，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兼管皇家
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工作。他用拉丁文编写了第
一部汉语语法书并编纂汉语字典，他也是将中文小说翻
译成法文、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
1713 年，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结婚，
育有一女。1716年英年病逝。

270年后的1986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明龙在 《社会科学战线》 期刊上发表一篇关于黄氏生
平的研究，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开始关注黄嘉略。根据
许明龙所撰，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聘请黄嘉略担任
中文翻译。此后，他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担任翻译，但主
要还是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由传教士带回法国的中文书
籍。从 1711 年开始，黄嘉略开始编写 《汉语语法》 和

《汉语字典》直至去世。在这期间，黄嘉略先后得到了两
位法国学者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协助，他们两位后来都成
为早期法国汉学的开创者。

历时30余载完成的词典

展览上的 《中国官话》 共 516页，斑点小牛皮装帧，
烫金书脊。打开扉页的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椭圆形的
图章，词典今天的主人卡迈尔先生告诉记者，这说明它
曾经是传教士的藏书。而展品旁边的文字说明显示，它
曾经的主人或许是首位尝试将 《圣经》 译成汉语的法国
人——李季芳。

在当时的条件下，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可以说
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没有任何中文语法资料可
以借鉴，手边中文图书的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黄嘉略
当时在巴黎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病交加，5 年之后他

“壮志未酬身先逝”，只留下一批未完成的手稿和中文书
籍。法国皇室对黄嘉略遗下的文稿很重视，比尼昂专门
写了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当中不少手稿最
终由傅尔蒙接手，这也是 《中国官话》 最后出版时作者
标注为傅尔蒙的部分原因。

1742年，耗时 30多年、花费 1.6万枚金币后，《中国
官话》 终于在巴黎面世，据说这笔钱足够打造一个凡尔
赛宫。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嘉略的英年早逝，傅尔蒙
与弗雷莱两人为了争夺署名还闹上了法庭，这些原因都
使黄嘉略的贡献被刻意淡化，令他数百年在法国汉学界
寂寂无名。

一连串传奇成就的佳话

这次“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展览的全部展品，均
来自法国巴黎卡迈尔家族的收藏。卡迈尔古董行是巴黎
最古老的家族古董行，这个原居住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
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50年。

提供本次展览全部展品的卡迈尔先生是家族第五
代传人。他告诉记者，据了解 《中国官话》 当时印刷
了 250 本，现存大约 15 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属
于国王的那本，还有几本在几个大学图书馆或私人手
中，中国一本也没有。因此，他决定将这本 《中国官
话》 捐赠给中国。他说，他把宝藏送出去与得到的荣
幸是一样的，“这样我的名字就会与这个词典一直联系
在一起”。

如果不是许明龙锲而不舍的发掘，黄嘉略恐怕早已
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他在天有灵，得知他参与编
纂的《中国官话》有望回到故乡，想必倍感慰藉。

“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展览澳门举行

讲述《中国官话》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苏 宁 文/图

提起金门，大家往往会联想到曾经炮火纷飞、岗哨
林立的战地风貌，想到金门刀、高粱酒、贡糖等特色伴
手礼。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金门绿植覆盖率高，生态
环境好，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

受惠于多样化的植被，如今的金门培育了一大新兴
产业：养蜂。蜜蜂们采集各类植物而成的“百花蜜”，由
于口感丰富、特别，正成为当地的新特产。昔日的战
地，如今“蜜意渐浓”。

蜜源充足口味丰富
尽管金门长期属于“战斗前线”，但这并不影响它植

树绿化的发展。60年来，金门从原来童山濯濯的海岛蜕
变为风光明媚的海上公园，拥有40％的植被覆盖率。同
时，金门没有大型重工业，花花草草在无污染环境中成
长，正是蜂蜜绝佳的生产条件。

金门县政府农林科科长钟立伟指出，金门有 106 科
352属542种植物，四季有花开的自然环境，产出的“百
花蜜”颇具特色。

全岛到处可见的多年生咸丰草是当地稳定的蜜源植
物，加上农田普遍栽植的油菜、向日葵等植物，让金门
全年除最严寒的冬天外，采蜜季节长达 10 个月。拥有
200组蜂箱、蜂蜜年产量 4000公斤左右的先锋蜂农翁庆
佑说，光是花期24天至26天的乌木桕，去年就让他采收
25箱、200公斤之多的蜂蜜。

相对台湾本岛以龙眼、荔枝花期为单一蜜源的蜂
蜜，当地蜂农说，金门的“百花蜜”因四季更替，每期
采收的花蜜不同，而有多种口感和口味，层次差别明
显，成为金门新特色，深受游客的欢迎。

辛勤投入喜获成果
5 年前，翁庆佑从高雄返回家乡金门，开始养蜂创

业。从最初借用废弃田地、甚至在公墓旁荒地放置蜂
箱，到目前在金宁乡有固定基地、每年可生产4000公斤
左右蜂蜜，他一路走来，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最终收获
满满。

“我曾经被蜂群追着跑，冬天更要担心蜜蜂被冻死，
这些辛苦只有自己知道。”翁庆佑说，如今，自家的“金
盘山”百花蜜已逐渐打开知名度，成为本地乡亲和游客
点名购买的产品。

由于金门冬天时常出现10度，甚至4、5度
的低温，蜂群失温就可能受冻死亡。因此，
金门蜂农摆脱以往承袭台湾南部的饲养方
式，改而仿效欧美与中国大陆的模式，在冬
天来临前先以蜂粮充足喂食，再用保丽龙隔
板保温，帮助蜂群顺利过冬，大大提高蜜蜂
在冬天的存活率。

近年来，金门的养蜂业不断有年轻人的加
入。平均年龄约20岁的杨天佑、李庆郁、李柏
颖、李冠颖曾是金门高中健身队学生，2016年
9月起投入养蜂，如今已有数百个蜂箱，越养
越有心得。在农地青壮劳动力不足的金门，这
群线条明显、不惧寒暑的“肌肉男”，成为当
地一支战斗力颇强的蜂农队伍。

此外，翁庆佑目前也在金门农工园艺科开
班授课，致力培养新一代的养蜂人。

衍生产品拓展渠道
目前，金门的蜂农已通过“小三通”将少量蜂蜜推

广至厦门、上海等地，他们希望在金门县政府的协助
下，通过“绿色通道”进军大陆，拓展自己的蜂蜜版图。

金门县农会理事长蔡水游说，曾是战地的金门终止军管
后，产业的多元化、精致化是县政府努力的目标，农产品多
样化也同样是农会与农友经营的方向。当地蜂蜜产业可以推
出“观光蜂场”的模式，透过现场观察解说和采收DIY体
验、蜂蜜料理品尝及销售，让游客走进充满新奇与趣味性的
养蜂场，打造兼具视觉、触觉及味觉感官享受的“蜂旅游”。

另外，金门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蜂蜜相关副产品
如蜂胶、蜂蜡、蜂王乳、蜂蜜啤酒、蜂蜜面膜、蜂蜜护
唇膏，以及精致小包装及自有品牌设计等，目前均在同
步规划进行，县政府希望未来金门蜂蜜可以成为另一项
知名地方特产，让大家谈到金门，不再只想到高粱酒。

在基础营销方面，蔡水游说，如今金门已开放观光
20余年，加上两岸“小三通”每年涌进超过 170万人次
的游客，商机无限。但必须要有更具针对性、可以触及
消费人群的营销策略才能赢得市场。他建议，业者应走
出乡间，加强与本地特产业的联合运作，特别是做好上
架铺货工作，让蜂蜜系列产品与高粱酒、贡糖、菜刀、
面线、一条根等特产一起亮相，增加在消费人群眼球中
的曝光率，以提高被购买的机会。

图为《中国官话》词典。

金门蜂农正在采收蜂蜜。 李金生摄

走向结合休闲、旅游的观光养蜂场，正是金门养蜂业的目标
之一。 （翁庆佑提供）

香港西湾河码头是原为3层的码头建筑物，可
容纳油麻地小轮的大型3层渡轮停靠。由于东区海
底隧道通车，乘船渡海者大减，该码头于上世纪90
年代初期被改建为水警基地。现在的西湾河码头只

是一个设在旧码头旁的单层小型简易码头，只能容
纳中型渡轮停靠。近年来，码头打造成充满昔日情
怀的场景，让市民仿佛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大图：乘客抵达香港西湾河怀旧码头。
小图：游客乘搭怀旧装饰的木制小轮，沿途

可以欣赏一望无际的海港景色。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