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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行業顯然是壹個行情看漲

的朝陽行業。據前瞻產業研究院近

日發布的《2018—2023 年中國無人機

行業市場需求預測及投資戰略規劃

分析報告》預測，我國民用無人機

產 品 銷 售 和 服 務 總 體 市 場 規 模 到

2020 年將達到 465 億元，2025 年將達

750 億元。

“近年來，國內外無人機行業經

歷了蜂擁而上的熱潮，低端產能過剩

的生存冰川，以及劇烈的行業調整之

後，湧入的技術和資本開始逐漸冷

靜。行業開始向專業化應用、軍事

應用等方面發展。其中，工業化無人

機更顯現出高品質門檻準入的要求，

因此，積極拓展專業化、智能化的工

業無人機‘藍海’，是行業探索的重

點。”日前，在湖南長沙召開的“首

屆中國長沙無人系統高峰論壇”上，

長沙市無人系統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

盟會長張代兵說。

我國僅列第二梯隊
前景好，但全球無人機研發和發展

情況並不均衡。張代兵稱，作為軍機未

來發展方向，各國都很重視無人機的研

發投入。從全球各國無人機制造商的市

場份額看，主要制造商集中在美國、以

色列和歐洲，其中美國份額高達69%。

我國無人機因性價比優勢，占據全球

約 10%的份額。盡管近 10年，我國相

繼研發出多類型尖端無人機，但仍與俄

羅斯等國壹起，處於無人機制造的第二

梯隊。

無人機行業大體分三類：壹類為面

向老百姓的消費無人機，主打娛樂性和

觀賞性。這類產品市場大，制造成本

低，技術門檻偏低，幾乎成為行業

“紅海”。

第二類為工業無人機，主要面向特

定行業用戶，如測繪、林業、水利等細

分市場。產品講究實用性、可靠性、安

全性。

第三類則是偵察打擊壹體化的大型

軍用無人機。

“要進壹步提升我國全產業的發展

水平，需構建制造業與服務業壹體化的

新型產業協同體系。從專註於設計、研

發、制造等技術領域，擴張到無人機租

賃、操作員培訓等管理、服務、保障領

域，形成新產業鏈條。”張代兵說，這

需要各方的參與融合。

細分市場門檻很高
“工業級無人機高效的作業與強大

的功能，將會有力推進傳統行業變革，

並且，細分出的無人機應急救援、公共

安全、環境保護、石油巡線等垂直應用

領域，也將促使傳統產業更新升級。”

湖南鯤鵬智匯無人機技術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蔣自成說。

但是，他強調，“針對細分市場的

工業無人機，有較高的技術、品質、可

靠性門檻要求。研發投入周期長、投入

高。研發難度和投入決定了專業級無人

機無法通過資本運作快速成型，也很難

被壹家或幾家企業‘壟斷’，屬‘藍

海’區域。”

專家認為，在工業無人機領域，

技術先進、可靠性高、專業服務好的

無人機公司，產品附加值會越來越

高 。而掌握航電系統設計、飛機設

計、先進生產工藝等核心技術的無人

機公司，更將會成為市場的“香餑

餑”。不過，要穩站行業潮頭，還需

產業鏈上下遊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

“聯袂”，實現優勢資源互補和共

享，共同突圍“藍海”。

親近人群更需安全
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工

程師吳強介紹，與軍用無人機不壹樣，

工業無人機的工作環境，和人群更“親

近”。復雜的工業應用場景對無人機也

提出了更多技術要求與更高的安全要

求。吳強認為，要尤為關註工業無人機

的環境適應性設計和測試，在硬件、軟

件、算法、系統等各個方面，構建飛行

安全體系。

無人機飛行安全體系的構建，離不

開這壹領域人工智能化的進壹步發展。

但吳強表示，工業無人機人工智能化的

實現，還有壹段較長的路要走。他特別

提到了壹類特殊無人機，即“空中機器

人”，壹種就好像長了“翅膀”，能飛

行到不適宜人類工作的環境下執行任務

的機器人。他認為，這類機器人會是未

來工業無人機發展的壹個重要方向，也

是無人機飛行安全體系需要探索的新領

域。

吳強表示，盡管無人機技術不斷

發展，但仍有很多亟待解決的飛行安

全領域問題。比如，無人機飛行能源

供應還存在瓶頸。飛機、飛行器擅快

不擅慢，在低速飛行狀態下，飛機耗

能尤為大。無人機也就是空中機器人

的重點是執行任務，並非飛行。因

此，如何把有限的能源盡量“耗”在

任務上而非飛行上，也是亟須解決的

問題。“比如，把無人機‘固定’在

工作地點，不需要保持懸停和飛行狀

態。”吳強說。

穩增長 促轉型 迎挑戰
——解讀前7個月外貿進出口數據
綜合報導 海關公布的前7個月我國外貿進出

口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

總值 16.72 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

8.6%。其中，出口 8.89 萬億元，增長 5%；進口

7.83萬億元，增長12.9%；貿易順差1.06萬億元，

收窄30.6%。

“從整體上看，我國前7個月的外貿實現了穩

增長。”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

說，進口增長更快，在壓力下出口增長5%，保持

勻速增長並不易。

7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 2.6 萬億元，增長

12.5%。其中，出口1.39萬億元，增長6%；進口

1.21萬億元，增長20.9%；貿易順差1769.6億元，

收窄42.6%。

前7個月為何進口增長更快？白明認為，我國

鼓勵進口的壹系列措施正在積極推進，博鰲亞洲論

壇上提到的對外開放重大舉措之壹就是主動擴大進

口，這就包括降低關稅、貿易便利化、舉辦首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這是今年的重要工作，我們

正在創造條件。

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明確提出穩外貿的要求。白

明認為，從自身條件來說，擴大進口是我們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的需要。我們通過國際市場擴大資源優

化配置的範圍，資源配置機會更大、效率更高。

“最近壹些日子我們消費品進口與電子商務發

展形成共振效應。大宗商品對外依存度大，進口均

價漲跌互現。原油天然氣等進口勢頭強，價格

上升。”白明說。

外貿增長最主要是依靠中國自身的貿易轉型升

級，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自貿區建設穩步推進，還

有中國市場的多元化。

前7個月，對歐盟、美國、東盟和日本等主要

市場進出口均增長，對“壹帶壹路”沿線國家進出

口增速高於整體。

中歐貿易總值2.46萬億元，增長5.9%，占我外

貿總值的14.7%。其中，我對歐盟出口 1.46萬億

元，增長4%；自歐盟進口9991.1億元，增長8.7%；

對歐貿易順差4613億元，收窄4.9%。中美貿易總

值為 2.29 萬億元，增長 5.2%，占我外貿總值的

13.7%。其中，我對美國出口 1.66 萬億元，增長

5.6%；自美國進口6250.1億元，增長4.3%；對美貿

易順差1.04萬億元，擴大6.4%。

前7個月，我與東盟貿易總值為2.11萬億元，

增長11.6%，占我外貿總值的12.6%。其中，我對東

盟出口1.15萬億元，增長9.9%；自東盟進口9673.7

億元，增長13.6%；對東盟貿易順差1802.1億元，

收窄6.5%。中日貿易總值為1.2萬億元，增長4.3%，

占我外貿總值的7.2%。其中，對日本出口5318.9億

元，增長1.3%；自日本進口6653.3億元，增長6.9%；

對日貿易逆差1334.4億元，擴大37.1%。

同期，我國對“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

4.57萬億元，增長11.3%，高出全國整體增速2.7個百分

點，占我外貿總值的27.3%，比重提升0.7個百分點。

白明認為，下半年中國對外貿易遇到的最主要

挑戰還是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確保穩增長仍要付

出巨大努力。

無人機行業發展亟須“藍海”突圍
中國僅列第二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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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舉報沙拿駕車玩手機

本屆歐洲超級盃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在愛沙尼亞的塔林阿勒柯克競技場舉行，

由應屆歐聯冠軍皇家馬德里對戰歐霸得主馬德里體育會。兩軍今夏均有人腳變動，惟

整體而言馬體會的戰鬥力有着更顯著的增強，預計有力於是役贏波稱“皇”。

馬德里體育會可謂今夏轉會窗的大
贏家，除了陣中主力前鋒基沙

文、中堅高甸及門將奧比歷全數抵住
其他豪門誘惑，紛紛選擇續約留隊
外，還引入法國國腳湯馬士林馬、葡
萄牙國腳謝臣馬田斯、克羅地亞國腳
卡連歷及哥倫比亞國腳辛迪亞高艾利
斯，戰鬥力明顯得到大幅增強，只要
發揮水準未必無力挑戰巴塞、皇馬的

領導地位。

施蒙尼圖為球員減壓
馬體會教頭施蒙尼，則似乎試圖為

球員減壓，揚言球隊未在最佳狀態：
“在世界盃因素影響下，球員歸隊時間
太短，這亦代表不可能透過大量熱身賽
磨練狀態，在他們歸隊後，我已盡量安
排他們有一些落場機會，可以預期他們

是役不能以最佳狀態出擊，但我們仍會
盡力爭取冠軍。”

號稱“銀河艦隊”的皇家馬德
里，今夏轉會政策卻似乎出現變動，
除了讓陣中王牌C朗離隊加盟祖雲達
斯外，還試圖銳意改革，引入較多年
輕具潛質的“半成品”如巴西18歲小
將雲尼斯奧斯祖利亞，或皇家蘇斯達
的22歲西班牙國腳右閘奧迪奧蘇拿，
唯一較具名氣的只有比利時門將泰拔
高圖爾斯。只是以這種轉會策略，能
否填補C朗離隊的影響實在令人擔
心，預計加里夫巴利及艾斯高將進一
步肩負球隊的進攻重責。

盧柏迪古：有責任贏
今夏由西班牙國家隊過檔的新帥盧

柏迪古，則似乎對今戰甚具信心：“我
們的對手很強大，但大家是鄰居關係，
所以非常了解彼此實力。要知道這是一
場過的比賽，這將激勵球員盡一切能力
去爭取冠軍。事實上，皇馬有責任及義
務去贏下所有比賽，我們將全力爭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皇馬陣中克羅地亞國腳中場
莫迪歷，近日一直與國際米蘭扯
上關係，雖然消息已被皇馬主席
佩雷斯所否定，惟莫迪歷的經理
人日前卻再度爆料，指莫迪歷擁
有成為意甲巨星的夢想，看來終
有一天該名今夏世界盃金球獎得
主，將會投奔意大利比賽。

莫迪歷的經理人拿利迪歷日
前接受訪問，承認自己的客戶的
確是有離心：“我可以告訴你國
際米蘭的確對莫迪歷有興趣，我

們對此亦作出了考慮，可見C朗加
盟祖雲達斯，對意甲的確是有正
面影響力。”
然而，拿利迪歷同時也暗

示，莫迪歷未必可以如願以償：
“莫迪歷夢想成為一名意甲巨
星，因為在他成長的年代，很多
克羅地亞球員均是到意甲効力。
只是從現時情況看來，這未必可
於短期內成事，但我相信有朝一
日，他會到意甲搵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經理人：莫迪歷夢想成意甲巨星
泰拔高圖爾斯於今夏由車路士加盟皇家

馬德里，除了令到大量“藍戰士”球迷不滿
外，原來同時亦令到其另一前東家馬德里體
育會的球迷感到憤怒，更有後者球迷向於馬
體會場外的高圖爾斯紀念牌潑紅油抗議。
由於曾在2011至2014年以借將身份効

力馬體會，高圖爾斯此次加盟死敵皇家馬德
里，更親吻“銀河艦隊”會徽的行為，自然
惹起馬體會球迷的不滿，故日前就有球迷到
馬體會主場萬達大都會球場外，對在該處的
高圖爾斯紀念牌潑紅油及啤酒，並咒罵他為
老鼠。可以預期，如高圖爾斯真的於歐超盃

落場，將會全場受到馬體會球迷的“熱情”
招呼，導致壓力大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高圖爾斯紀念牌遭球迷潑紅油

一向形象良好的利物浦球星穆罕默德
沙拿，日前卻遇上了公關災難！事緣該名
埃及球星被拍到早前在駕車期間，違法使
用手提電話，而利物浦會方更是大義滅
親，表明已向警方報告事件，預計沙拿將
會被扣分及罰款。
一段有關沙拿的影片近日於網上流

傳，從影片所見該名埃及球星被困在車流
之中，並正在使用手提電話，當時更有孩
子上前想索取簽名，但未獲理會；而當沙

拿及後把車開走時，手中卻仍在握着電
話，明顯違反了當地法例。

至於利物浦會方，則沒有試圖掩蓋事
件，並親自向警方作出報告，一位官方發
言人就表示：“我們與有關球員談過後，
已經與警方作出接觸，可以說的是我們將
於內部處理後續事宜，球會以及球員，往
後皆不會就此事再作任何評論。”
至於默西塞特郡警方亦證實已收到利

物浦會方的報告：“我們已經注意到網上

一段視頻，據稱是一名職業足球員於開車
時使用手提電話，這已經被上報至有關部
門再作處理。根據條例，開車時使用手提
電話屬違法，駕駛執照將會被扣6分，並且
罰款200英鎊。”
另一方面，英國傳媒日前則報道，指

利物浦對巴黎聖日耳門的法國中場拉比奧
特感到興趣，並將於明年1月轉會窗重開
後，與巴塞隆拿爭奪該名只餘下1年合約的
23歲球員。 ■綜合外電

英國傳媒報道，英超班霸曼
聯決定打破傳統，於短期內增設
足球總監一職，協助副主席活華
特及領隊摩連奴處理轉會事宜。
而據報道同時指出，過往曾効力
曼聯的荷蘭鋼門雲達沙，是“紅
魔”足球總監的大熱門人選。

在經歷今夏失敗的轉會窗後，
曼聯據報決定向現實低頭，打破歷
來傳統設立足球總監職位，除專門
負責處理轉會事宜之外，亦可作為
副主席活華特以及領隊摩連奴的溝
通橋樑，並緩和兩人近期的緊張關
係。惟可以預期的是，足球總監的

出現，勢必導致摩連奴在曼聯的權
力進一步被收窄，並大幅增強於季
內或者季後離隊的可能性；事實該
名葡萄牙名帥日前接受訪問已表
示，自己對轉會沒有權力，故只能
說是教練而不再是領隊。
報道同時指出，現任阿積士

CEO、曾於2005至2011年間効
力曼聯的前荷蘭鋼門雲達沙，由
於較為熟悉紅魔背景的關係，是
目前曼聯總監的大熱之選。此
外，曼聯據報亦對羅馬總監莫
治，以及祖雲達斯總監柏拿迪治
感到興趣。 ■綜合外電

雲達沙成曼聯足球總監大熱

歐超盃決戰愛沙尼亞上演

■■兩名法國國腳基沙文兩名法國國腳基沙文（（左左））及盧卡斯靴南迪斯將於歐超盃上陣及盧卡斯靴南迪斯將於歐超盃上陣。。 法新社法新社

■■加里夫巴利肩負入球加里夫巴利肩負入球
重責重責。。 路透社路透社

■高圖爾斯的紀念牌遭潑紅油。 網上圖片 ■莫迪歷（右）近期確有離心。 法新社

■■沙拿被影到駕車時玩手提電話沙拿被影到駕車時玩手提電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沙拿惹上公關災難沙拿惹上公關災難。。路透社路透社

■雲達沙（左）有望再與費格遜爵士於曼聯重聚。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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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舉報沙拿駕車玩手機

本屆歐洲超級盃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在愛沙尼亞的塔林阿勒柯克競技場舉行，

由應屆歐聯冠軍皇家馬德里對戰歐霸得主馬德里體育會。兩軍今夏均有人腳變動，惟

整體而言馬體會的戰鬥力有着更顯著的增強，預計有力於是役贏波稱“皇”。

馬德里體育會可謂今夏轉會窗的大
贏家，除了陣中主力前鋒基沙

文、中堅高甸及門將奧比歷全數抵住
其他豪門誘惑，紛紛選擇續約留隊
外，還引入法國國腳湯馬士林馬、葡
萄牙國腳謝臣馬田斯、克羅地亞國腳
卡連歷及哥倫比亞國腳辛迪亞高艾利
斯，戰鬥力明顯得到大幅增強，只要
發揮水準未必無力挑戰巴塞、皇馬的

領導地位。

施蒙尼圖為球員減壓
馬體會教頭施蒙尼，則似乎試圖為

球員減壓，揚言球隊未在最佳狀態：
“在世界盃因素影響下，球員歸隊時間
太短，這亦代表不可能透過大量熱身賽
磨練狀態，在他們歸隊後，我已盡量安
排他們有一些落場機會，可以預期他們

是役不能以最佳狀態出擊，但我們仍會
盡力爭取冠軍。”

號稱“銀河艦隊”的皇家馬德
里，今夏轉會政策卻似乎出現變動，
除了讓陣中王牌C朗離隊加盟祖雲達
斯外，還試圖銳意改革，引入較多年
輕具潛質的“半成品”如巴西18歲小
將雲尼斯奧斯祖利亞，或皇家蘇斯達
的22歲西班牙國腳右閘奧迪奧蘇拿，
唯一較具名氣的只有比利時門將泰拔
高圖爾斯。只是以這種轉會策略，能
否填補C朗離隊的影響實在令人擔
心，預計加里夫巴利及艾斯高將進一
步肩負球隊的進攻重責。

盧柏迪古：有責任贏
今夏由西班牙國家隊過檔的新帥盧

柏迪古，則似乎對今戰甚具信心：“我
們的對手很強大，但大家是鄰居關係，
所以非常了解彼此實力。要知道這是一
場過的比賽，這將激勵球員盡一切能力
去爭取冠軍。事實上，皇馬有責任及義
務去贏下所有比賽，我們將全力爭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皇馬陣中克羅地亞國腳中場
莫迪歷，近日一直與國際米蘭扯
上關係，雖然消息已被皇馬主席
佩雷斯所否定，惟莫迪歷的經理
人日前卻再度爆料，指莫迪歷擁
有成為意甲巨星的夢想，看來終
有一天該名今夏世界盃金球獎得
主，將會投奔意大利比賽。

莫迪歷的經理人拿利迪歷日
前接受訪問，承認自己的客戶的
確是有離心：“我可以告訴你國
際米蘭的確對莫迪歷有興趣，我

們對此亦作出了考慮，可見C朗加
盟祖雲達斯，對意甲的確是有正
面影響力。”
然而，拿利迪歷同時也暗

示，莫迪歷未必可以如願以償：
“莫迪歷夢想成為一名意甲巨
星，因為在他成長的年代，很多
克羅地亞球員均是到意甲効力。
只是從現時情況看來，這未必可
於短期內成事，但我相信有朝一
日，他會到意甲搵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經理人：莫迪歷夢想成意甲巨星
泰拔高圖爾斯於今夏由車路士加盟皇家

馬德里，除了令到大量“藍戰士”球迷不滿
外，原來同時亦令到其另一前東家馬德里體
育會的球迷感到憤怒，更有後者球迷向於馬
體會場外的高圖爾斯紀念牌潑紅油抗議。
由於曾在2011至2014年以借將身份効

力馬體會，高圖爾斯此次加盟死敵皇家馬德
里，更親吻“銀河艦隊”會徽的行為，自然
惹起馬體會球迷的不滿，故日前就有球迷到
馬體會主場萬達大都會球場外，對在該處的
高圖爾斯紀念牌潑紅油及啤酒，並咒罵他為
老鼠。可以預期，如高圖爾斯真的於歐超盃

落場，將會全場受到馬體會球迷的“熱情”
招呼，導致壓力大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高圖爾斯紀念牌遭球迷潑紅油

一向形象良好的利物浦球星穆罕默德
沙拿，日前卻遇上了公關災難！事緣該名
埃及球星被拍到早前在駕車期間，違法使
用手提電話，而利物浦會方更是大義滅
親，表明已向警方報告事件，預計沙拿將
會被扣分及罰款。
一段有關沙拿的影片近日於網上流

傳，從影片所見該名埃及球星被困在車流
之中，並正在使用手提電話，當時更有孩
子上前想索取簽名，但未獲理會；而當沙

拿及後把車開走時，手中卻仍在握着電
話，明顯違反了當地法例。

至於利物浦會方，則沒有試圖掩蓋事
件，並親自向警方作出報告，一位官方發
言人就表示：“我們與有關球員談過後，
已經與警方作出接觸，可以說的是我們將
於內部處理後續事宜，球會以及球員，往
後皆不會就此事再作任何評論。”
至於默西塞特郡警方亦證實已收到利

物浦會方的報告：“我們已經注意到網上

一段視頻，據稱是一名職業足球員於開車
時使用手提電話，這已經被上報至有關部
門再作處理。根據條例，開車時使用手提
電話屬違法，駕駛執照將會被扣6分，並且
罰款200英鎊。”
另一方面，英國傳媒日前則報道，指

利物浦對巴黎聖日耳門的法國中場拉比奧
特感到興趣，並將於明年1月轉會窗重開
後，與巴塞隆拿爭奪該名只餘下1年合約的
23歲球員。 ■綜合外電

英國傳媒報道，英超班霸曼
聯決定打破傳統，於短期內增設
足球總監一職，協助副主席活華
特及領隊摩連奴處理轉會事宜。
而據報道同時指出，過往曾効力
曼聯的荷蘭鋼門雲達沙，是“紅
魔”足球總監的大熱門人選。

在經歷今夏失敗的轉會窗後，
曼聯據報決定向現實低頭，打破歷
來傳統設立足球總監職位，除專門
負責處理轉會事宜之外，亦可作為
副主席活華特以及領隊摩連奴的溝
通橋樑，並緩和兩人近期的緊張關
係。惟可以預期的是，足球總監的

出現，勢必導致摩連奴在曼聯的權
力進一步被收窄，並大幅增強於季
內或者季後離隊的可能性；事實該
名葡萄牙名帥日前接受訪問已表
示，自己對轉會沒有權力，故只能
說是教練而不再是領隊。
報道同時指出，現任阿積士

CEO、曾於2005至2011年間効
力曼聯的前荷蘭鋼門雲達沙，由
於較為熟悉紅魔背景的關係，是
目前曼聯總監的大熱之選。此
外，曼聯據報亦對羅馬總監莫
治，以及祖雲達斯總監柏拿迪治
感到興趣。 ■綜合外電

雲達沙成曼聯足球總監大熱

歐超盃決戰愛沙尼亞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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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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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都江堰作為一座高顏值的旅遊城市，來到都江堰要看的、要耍的不止
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青城山，在都江堰熊貓樂園裏每一只熊貓都自帶流
量；有人說，上帝鐘愛裏約熱內盧，給了它漫長曲折的海岸線、細軟
綿長的沙灘以及峰巒疊起的群山。還記得電影《瘋狂動物城》裏給人
留下深刻印象的“閃電”嗎？在裏約熱內盧你就有機會和它邂逅。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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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應美國中國
文化藝術中心的邀請，中國著名書法
藝術家、“中華魏書”世界第一人
——王文大師將攜他的心血之作為休
斯頓帶來一場文化饕餮盛宴，於8月
19日下午6:30起在美國休斯頓中國藝
術中心舉行為期10天的《王文大師中
美友好世紀作品大展》。

王文大師最卓越的藝術成就，是
經過近50年的學習、探索、鉆研和創
新，既繼承和堅守書法藝術的傳統精
髓，吸取了傳統“楷書”、“行書”
和“魏碑”的筆法精華，將我國古代
北魏時期鼎盛的“魏碑”字體與當代
“新魏書”字體有機地融合在一起，
並將創新和時代感融入其中，逐步創
作和形成了具有劃時代精神的嶄新書
體——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華魏書
”字體！改變了中國傳統書法藝術的
精神風貌，豐富了祖國書法藝術的文

化寶庫，被聯合國授予“創新中華魏
書第一人”榮譽稱號！

王文大師不僅是一位書法家，同
時也是一位書法教育家，他教書育人
20多年，潛心教學、苦心鉆研，不光
為祖國培養出了許多書法人才，而且
也總結出了許多書法教學經驗和技巧
。他先後創作出版了《新魏書書法》
、《現代新魏書字帖》和《王文現代
新魏書字帖》等多部專著、字帖和中
小學書法教材。中國長春電影制片廠
銀聲出版社還專門為他攝制並出版了
69節書法講座《跟我學書法》DVD光
碟教材和《中國毛筆書法楷書速成指
導（大字簿）》。至今，王文大師已
創作、編寫和出版各類書法專著、字
帖、教材和中小學《寫字》課本近20
部，為推動我國中小學書法教育，弘
揚國粹、繼承文化傳統做出了重要的
貢獻，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

王文大師此次來美國休斯頓展出
的書法藝術作品，包括“中華魏書”
作品以及中國傳統書法正、草、隸、
篆等多種書體形式、風格和特色的書
法作品60多幅，將會給休斯頓帶來一
場 文 化
的 饕 餮
盛 宴 ，
休 斯 頓
的 民 眾
和 書 法
愛 好 者
將 大 飽
眼福！

2018 年
8 月 19
日 下 午
6:30
“ 王 文

大師書法藝術展”將於休斯頓中國文
化藝術中心（張要武藝術中心：6515
Corprate Dr, Hosuton, TX77036）盛大
開幕，現場備有酒水和自助餐，請廣
大書法藝術愛好者們蒞臨！

著名著名書書法家王文應邀訪法家王文應邀訪美美帶帶來來文化文化饕餮盛宴饕餮盛宴
88月月1919日日於休於休斯斯頓中頓中國國藝術藝術中中心心舉辦作品大舉辦作品大展展！！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台灣教育部 「拔管案 」新聞轟
動海內外，沸沸揚揚至今已逾七個多月仍方興未艾。經由美南台
大校友聯誼會與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的熱情邀約，休巿人終於迎
來了學術上成就與行政能力同樣非凡的台灣大學教授、中央研究
院院士管中閔，來休士頓與六百多位支持者見面。並以 「變
革-- 從台大出發」為題 發表專題演講，這次的演講餐會，堪稱
盛况空前，一票難求。使Marriott Westchase 的Grand Ballroom 幾
乎座無虛席。

管中閔教授一開場即指出，他的演講題目： 「變革-- 從台
大出發 」，而他真正關心的是從教育者角度看目前的台灣高教
。因此，他當天的演講題綱包括了：台灣與台灣高教、台灣高教
的挑戰、台灣社會的挑戰、台大2028 與未來大學、從台大出發
幾個重點。

他以媒體喜歡引用的排名，來看亞洲這幾個著名大學在世界
大學中的排名，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從2011 年
時的世界169 名，至2017 年躍升為世界44 名，而國立台灣大學
，從2011 年時的154 名，至2017 年跌落至198 名，這與台灣的
經濟一樣，相比之下，台灣有急迫感。如1992 年的GDP ，大陸
是台灣的二倍多一點，而到了2017 年，大陸是台灣的20倍多。
台灣2017年的薪資，甚至比2000 年時薪資還低。從台大的教育
競爭力，台灣排名年年下降。因此，台灣的挑戰，面對新科技顛
覆、新經濟模式、新國際供應鏈、新全球體系、新區域聯盟，以
及島內的少子化、經濟停滯、人才流失、高教崩壞、民主法治不
彰。因此，台灣高教的挑戰，除了未來社會、未來教育，還有全
球化、少子化，以及亞洲高教的巿場競爭。台灣正面臨海嘯來襲
，這包括： 全球化海嘯： 高教的國際競爭力是學生（ 家長 ）
檢視的重點。少子化海嘯： 若國際競爭力不足，少子化將使高
教形象與文憑價值進一步崩壞。加上海嘯一波波襲來，造成不可
逆的階層出走，以及人才流失。

管教授以圖像比較台大與香港中文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教師
的年齡分佈，其中 51- 60 歲的台大專任教師佔 39.51%,而 61 至
70 歲的專任教師佔13.77%, 都遠高於香港中文大學和南洋理工大
學，教師 「老化 」 問題嚴重，未來十年之內，將成為台大的師
資困境。管教授以2016 年數據，說明師資老化嚴重，如資淺老
師比例太低： 助理教授佔比僅 18.1%, 40 歲以下老師 310 人
（15% ），教授占比57%,，50 歲以上老師1099 人（ 53 % ), 而估
計超過1/3 老師將於10 年內退休。管教授說： 師資已是迫在眉
睫的問題： 若無國際競爭力，未來台大進用的會是什麼老師？
另外，年金問題也可能引發的中間菁英教師出走。

管教授也談到目前亞洲高教巿場的國際學生流動態勢，是呈
（ 一 ） 垂直流動： 從發展中地區向已開發地區流動。（ 二 ）
水平流動： 社經水準接近地區的學生相互流動。（ 三 ） 流向
亞洲： 區域外國際學生流向亞洲。而國家級政策： 新加坡
Global Schoolhouse(2002 ), 韓國的Study Korea Project (2005 ), 日本
Global 30 Scheme (2009 )。他也列舉了新加坡從2000 年至2011 年
的國際合作學校，包括法國、美國、澳洲的工商管理學院、商學
院，美國的醫學院； 德國、美國的工程學院及美國的一般大學
共九家。

管教授談到 「未來社會與未來教育 」台灣社會的
挑戰，台灣人一向認為： 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
愛拼才會贏！而如今台灣低薪的情況，根據行政院主計
處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30 歲以下（ 指15 -29 歲
） 的受雇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低於$35000 元（
台幣 ） 佔 73%( 1460 千人），高於$35000 元 的佔 27%
（ 544 千人 ）。他以斜槓（ Slash ) 青年稱呼現在的青
年人。我們面對的是資源壟斷、體制老舊、社會封閉、
經濟停滯等情況。他以 「草東沒有派對 」 這首詩表明
目今台灣年輕人的處境： 「我聽見那少年的聲音，在
還有未來的過去，渴望著，美好結局，卻沒能成為自己
。他明白，他明白，我給不起，於是轉身向山裡走去。
他明白，他明白，我給不起，於是轉身向大海走去。」

談到 「台大2028 與未來大學 」，我們面對創校百
年的思考。包括： 國際競爭力、亞洲高教市場定位、
為下一代帶來希望、奉獻台灣未來。他以圖像介紹台大
2028 路徑圖，包括遠期目標，於2028 啓動 「未來大學
」 ，包括： 「未來學習 」，參考史丹佛2025，開放環
形大學- 學習中心，培育各領域應對變遷人才。 「未
來研究 」（ 未來大學研究角色 ），史丹佛大學2025 的
空調與問題。在台大策略發展定位上，他列下四年中期
目標的 「亞洲旗艦 」 計劃，包括T School ( 蘊育人才
生根台灣 ）； U School ( 國際頂尖大學進駐 ）；C
School ( 亞洲創意驅動平台 ）。而台大現在當前問題，
則包括： 全球化vs 台灣高教、新科技vs 台灣高教、新
媒體vs 台灣高教、高教學術標竿、學術公共性、治校經
費、少子化等等問題。

這其中，三大驅動引擎，包括：
C School : 具前瞻性的創意平台。
培養破格思考與創造力的人才（Stanford d. School. )
U School : 連結美歐的國際學區。
與國際名校深度合作，建立台大新的國際品牌。
T School : 終身學習的人才基地。
台大學生與校友的終身學習中心。
從柏林大學，史丹佛等現代大學的轉變，他列出未

來大學的核心意義：
定位： 更開放更平等的學習中心。
教育面向： 以學習者為主體，不僅培養因應新科

技、新環境的各領域人才，也培養帶動創新與領導變革
的人才。

研究面向： 知識不再是過往科系別的 「套裝知識
」，而是不斷匯集來自社會的 「經驗知識 」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

因此，台大2028，代表亞洲旗艦至未來大學，他以石黑一雄
2017 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為例：＂要讓整個世界變好是難事
，但是至少讓我們考慮一下，我們如何為我們自己的小角落，這
個文學的小角落做好準備----- 如果我們在不確定的未來要扮
演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我們應該要更加的多元＂

管教授最後表示＂回到由下而上的社會變革路線，我相信台
大是驅動高教改變，乃至台灣社會變革，最具樞紐作用的具體場
域。他說： 參加台大校長遴選，就是我決心改變高教，重建民
間社會力量的起點！＂而台大創校百年的使命： 就是繼續奉獻
台灣的未來 ！

管中閔教授休市開講 「變革--從台大出發 」
從教育者角度看目前台灣高教

圖為台大管中閔教授在休士頓開講圖為台大管中閔教授在休士頓開講 「「變革變革---- 從台大出發從台大出發 」」 。（。（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圖為在休市圖為在休市Marriott WestchaseMarriott Westchase 的的Grand BallroomGrand Ballroom 有六百多僑胞出席管中有六百多僑胞出席管中
閔教授的演講餐會閔教授的演講餐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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