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式糕點的衝擊，大眾口味的變
化……傳統糕餅在今天福建福州人的生
活中漸漸淡出。而「百餅園」這家福州
「老字號」企業，多年來卻一直堅守傳
統糕點的陣地。「老字號」的傳承有各
種形態，一種是字號傳承，保存着老字
號和品牌，產品卻已幾經改變；另一種
是工藝傳承，保留傳統工藝和做法。
「百餅園」的掌舵人吳勇鴻認為，自己
屬於後者，在傳承中創新。
傳統上，福州禮餅的餡料主要
採用肥豬肉、花生、芝麻、冬瓜
糖以及時令的果仁，雖深受老福
州人的喜愛，但新一代的年輕人
對這種油性十足的傳統大餅並不
太買賬。於是，吳勇鴻在配方中
大膽去掉傳統禮餅必備的肥肉，
加入芋泥和鹹蛋黃，同時降油、
降糖，形狀上也從原來的大禮餅

「瘦身」成個頭稍小的小禮餅。同樣是
禮餅，寓意和文化不變，但是口感更符
合年輕人的喜好，包裝更符合現代審
美，同時更加健康。
如今，「百餅園」的禮盒系列產品已
經推向市場。不少遠在他鄉的福州遊
子，上網訂購「百餅園」糕點禮盒，把
濃濃的家鄉味送給同在異鄉的朋友。

■中新社

大熊貓雙胞胎大熊貓雙胞胎大熊貓雙胞胎
據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以

下簡稱「熊貓基地」）工作人
員介紹，科琳度過了一天半的「焦躁
期」，生產時間僅20分鐘。科琳屬首
次產仔，擁有強大的母性，甚至有抱
起兩仔的舉動。這標誌着科琳從一位
「不經人事」的少女，蛻變成了一位
慈愛的媽媽。
據熊貓基地官方微博發佈的圖片顯

示，雙胞胎姊妹通體紅潤，全身長滿
白色的毛，看上去十分可愛。

不懂「房事」看AV學交配
據悉，「美女」科琳曾不懂「房

事」，進入發情期卻遲遲無法「圓
房」。工作人員播放AV，幫助牠們
配種成功。科琳看AV曾引發全球網
友關注，還被《時代》周刊納入
「2013年最驚奇圖片」。
據內地媒體報道，2013年3月10日

晚，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一隻5
歲半的美女大熊貓科琳進入發情高潮

期，與她兩情相悅的基地第一
帥哥勇勇也同步達到發情高
潮。眼看時機已經成熟，基地
科研人員遂決定讓牠們「圓
房」。然而，令科研人員沒料
到的是，剛剛成年的科琳還沒
交配經驗，只願意倒在地上玩
耍。情急之下，基地工作人員
搬來了電視機，在科琳的宿舍

前放起了大熊貓交配的視頻。令科研
人員驚喜的是，「教學片」一開始播
放，科琳就被吸引住了……見科琳已
經「學習」得差不多了，勇勇也已養
精蓄銳，科研人員決定再試試。
奇跡出現了，之前只會與勇勇面對

面玩耍的科琳，不但站立不動，還任
由勇勇在其背上爬跨，並把尾巴翹得
高高的。兩隻大熊貓很快就完成了第
一次交配。1個小時以後，科琳與勇
勇又一次共赴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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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昨日從陝西省文物局獲
悉，目前大雁塔和小雁塔的塔身
均處於穩定狀態，傾斜、沉降等
「變形」量基本穩定。
作為「十塔九斜」的古代高

塔，近幾百年因人為破壞、自身
結構及地下水過度開採等因素，
「雙塔」之一大雁塔一直存在傾
斜狀況。小雁塔雖未出現明顯傾
斜，但據文獻記載，其
至少經歷過三次「開
裂」。妥善保護兩座千
年古塔始終備受關注。
對大雁塔的定期「變

形監測」顯示，2014年
其塔身的總體變化趨勢
基本不變，仍向東南側
回彈「歸正」。傾斜量
基本穩定；塔體底平面

和塔座底平面不均勻沉降大幅減
緩，趨於穩定；塔身結構穩定。
2000年10月至2014年6月，

小雁塔的傾斜變化量為 14 毫
米，處於穩定狀態；塔基及塔底
各觀測點無異常沉降情況。總體
來看，小雁塔本體完整，無明顯
變化。

■中新社

今年全球首對

福州老字號「百餅園」傳承中求創新

近期，河北省廣平縣南陽堡鎮金黃的油葵花競相開放，
如畫的美景吸引眾多遊客前來觀賞。近年來，河北省廣平
縣在進行農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引導當地農民種植油
葵，全縣油葵種植面積達1.2萬畝，既為種植戶帶來經濟收
益，也成為鄉村遊新亮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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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雁塔小雁塔西安大雁塔小雁塔「「變形變形」」趨穩定趨穩定

萬畝油葵喜盛開

重慶巫溪縣寧廠古鎮李常權
2008年在自家屋裡挖出一個魚泉，
每年4至9月汛期都陸續有大量魚
兒湧出，成為當地一道奇景，吸
引了近千遊客參觀。
李常權回憶說，他曾經做了

一個夢，有人要他在屋子底下
挖坑來致富。堅信這個夢的老
人便找人借了錢在家里開挖。
挖到13米深時，坑裡突然出
水，石縫裡還湧出不少魚，一
家人欣喜若狂。
經當地漁業部門實地考察，

李常權應該是碰巧挖到了當地
大寧河暗河裡的魚群通道，將

原來暗河中的魚改道從魚泉裡湧
出。

■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重慶農家現重慶農家現「「魚泉魚泉」」引近千遊客圍觀引近千遊客圍觀

在江西省石城縣的「百年婚書
館」，32 歲的黃其友收藏了
2,600多份全國各地從清代乾隆
時期至今的婚書。在他看來，婚
書作為一對對戀人喜結良緣的見
證，是世上最能代表幸福的物
品。
在黃其友看來，作為婚姻憑證

的婚書有着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時
代氣息，不同時期的婚書上可反
映其所屬時代的歷史文化變遷和
社會風貌。

婚書館中年代最久遠的婚書為
清朝時期。從婚書上可以看出，
當時的婚姻多為「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
收藏不同時期的婚書，不僅僅

是源於收藏愛好，更是為了記錄
一份幸福的愛情。黃其友和妻子
是高中同學，喜歡收藏的夫妻倆
一直尋思記錄這段愛情的最佳方
式，而印證美好姻緣的婚書成為
他們共同的選擇。

■新華社

江西男收藏婚書逾江西男收藏婚書逾26002600份份

成都降生

昨日5時10分，四川成都大熊貓

科琳順利產下一對雌性雙胞胎。一

對「姊妹花」健康、可愛，為今年

降生的全球首對大熊貓雙胞胎，其

中姊姊初生體重118g，妹妹初生體

重70g。 ■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科琳看科琳看「「AVAV大片大片」。」。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工作人員給熊貓餵食。
本報四川傳真

■雙胞胎「姊妹花」。
本報四川傳真

■■ 「「百餅園百餅園」」這這
家福州家福州「「老字號老字號」」
企業企業，，多年來一直多年來一直
堅守傳統糕點的陣堅守傳統糕點的陣
地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李常權家人將撈上來的魚李常權家人將撈上來的魚
放進魚池放進魚池。。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西安大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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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琳生產過程科琳生產過程。。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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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
道）全球最大網上賣鞋B2C網站Zappos
日前將海外總部新設在東莞天安數碼
城。Zappos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謝傳剛
表示，Zappos在東莞的駐地是除了美國
拉斯維加斯總部以外的唯一一個海外總
部，Zappos進駐東莞南城後，將與東莞
製鞋業展開定製化生產、品牌服務等深
度合作。

Zappos擬攻服裝飾品領域
記者了解到，Zappos與東莞700多家

製鞋工廠進行了合作，囊括1,500個知
名以及小眾鞋品牌。據悉，Zappos成立
於1999年，經過10年的發展，2009年
營業額已超過10億美元，如今成為全球
網上賣鞋的最大網站，超過了亞馬遜。
在美國每年評選的全球100強企業排名
中，Zappos一直位列前50名。謝傳剛
說，Zappos之所以選擇東莞作為海外據
點，是因為全球85%—90%的鞋子都產
自中國，而這其中超過1/3又產自東
莞，因此，Zappos對東莞有特別的感
情，海外擴張也應該從東莞開始。
謝傳剛說，Zappos還將計劃借助東莞

發達的製造業，繼續進軍服裝、飾品、
箱包等領域，未來的業務還將以拉斯維
加斯和東莞為據點向歐洲擴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湖南報道）國內智
能穿戴第一企深圳一米陽光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在長
沙市舉辦新三板上市啟動簽約儀式，拉開了中國智能
穿戴領域在國內外資本市場等多領域發展的序幕。
「隨時掌握孩子的方位，隨時與孩子溝通，甚至

隨時掌握孩子身體的健康狀況。」這些只是智能穿
戴的一小部分功能。在移動互聯網迅猛發展的今
天，智能穿戴已成為企業發展的新方向。

一米陽光智能錶逾廿代理商
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之所以選擇兒童親子市

場，不僅是因為自己是一個父親，更是因為有太多
來自於生活中的故事和教訓讓他覺得這應該是非常
值得鑽研和發展的方向。
據介紹，目前一米陽光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推出

智能手錶S系列、兒童守護星G系列、運動手環B
系列等智能穿戴產品，並在全國乃至世界發展了20
多家區域代理加盟服務商。另據負責人透露，在今
年4月舉行的2015年灣仔春季電子展上，公司參展
的多款智能手錶引起了香港市民的關注和喜愛。

「公司旨在打造一個
龐大的家庭數據平台，
為每一個孩子提供一個
健康、安全、優質的成
長環境。」一米陽光聯
合創始人，湖南衛視主
持人，《爸爸去哪兒》
村長李銳出席了本次簽
約儀式。李銳表示：
「安全和健康是每個人
最基本的需求，要想讓智能穿戴進入每一個家庭，
就必須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我們研發產品始終會
把與時俱進卻又不忘初心放在首位，因此在短時間
內成功誕生了涵蓋兒童、中老年、寵物、汽車的各
類安全設備，時時刻刻保護着你的每一個『寶
貝』。」

未來兩年市場規模料增長勁
業內人士預言，未來兩年，智能穿戴市場規模將由

目前的30億到50億美元增長至300億到500億美元。

智能穿戴企業啟動上新三板

西安新絲路電商產業園開園
據了解，新絲路國際電子商務產業園

由陝西奧達企業集團投資10億元建
設，將以陝西商務人才校外實訓基地作
為園區重點，通過校企結合、產學結
合、訂單班等模式，為優秀的大學生項
目及團隊提供孵化器，解決辦公、場
地、軟硬件等電子商務創業的成本，培
養P2P、B2B、O2O等新型物流產業高
科技人才。

提供全產業鏈綜合服務
產業園以打造「國家級電子商務產業示
範園區」為目標，全園規劃用地1,026畝，
總建築面積40萬平方米。目前已完成一期
建設的商貿中心6萬平方米、倉儲物流運營

中心區4萬平方米，頂級寫字間14萬平方
米。園區集電商服務、商務辦公、產品展
示、倉儲物流、孵化培訓、投資路演、信
息交流、商務配套、生活配套等綜合功能
於一體，是現代化、智能化的電子商務全
產業鏈綜合服務園區。

吸引逾40知名電商進駐
西安國際港務區管委會副主任李平偉

表示，新絲路電子商務產業園已吸引了
京東、國美、阿里巴巴等國內外知名電
商40多家，企業聚集的勢頭日趨明顯，
產業發展後勁十足。而隨着西安國際港
務區即將獲批「第二批國家電子商務示
範基地」，將為園區電商產業發展注入

更大動力。
據了解，跨境電商市場近兩年發展迅

速。2014年五大跨境電商市場預計共有
7,570萬消費者進行跨境網購，2018年或

將達到1億人。而陝西省2014年在社交
網站、網絡購物、網上支付等方面均高
於全國平均水平，企業可有效利用電子
商務發展空間開拓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西安國際港務區電子商務

發展核心區——新絲路電商產業園日前開園。來自全國各地的44家

企業與園區簽署入園協議，涉及互聯網金融、跨境電商、自媒體、微

商、智能硬件、電商服務等類型企業，預計入園企業總投資額達1.5

億元(人民幣，下同)。

產融結合 中聯重科財務公司開業

■企業與新絲路國際電商產業園簽署入園協議。 本報西安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董曉楠湖南報
道）中聯重科集團財務有限公司日前
舉行開業揭牌儀式，標誌着中聯重科
「產融結合」邁上新台階。據悉該公

司是經中國銀行業
監督管理委員會批
准成立的一家非銀
行金融機構，將作
為集團資金管理和
金融服務平台，進
一步加速其環境、
農機新興板塊在全
球的跨越發展。
開業儀式上，中

國銀監會湖南監管
局局長李賽輝向中
聯重科董事長詹純
新授予《金融許可
證》，並同湖南省
政府金融辦副主任

周暉一道揭牌。周暉稱，「這是湖南
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結合的又一範
例。」詹純新則表示，「在今後的經
營管理中將積極探索符合集團發展實

際的經營模式，高起點起步、高質量
運行、高標準管理。」

戰略轉型 全球化拓展
中聯重科財務公司總經理杜毅剛表

示，公司將以加強集團資金管理和提
高集團資金使用效率為目的，主要為
集團旗下成員單位提供個性化的金融
服務，並實行資金集中管理、資金結
算、資金融通、金融服務等功能，全
力助推中聯重科的戰略轉型與全球化
拓展。
「未來的業務範圍還將延伸至金融

債券領域，申請進行金融機構的股權
投資、有價證券投資、發行財務公司
債券等。」杜毅剛稱，到2017年財務
公司將發展成為中聯重科集團的全球
化集約資金管理中心、金融集成服務
中心與產融協同利潤中心，成為集團
的支柱產業。

■中國銀監會湖南監管局局長李賽輝、湖南省政府金融
辦副主任周暉、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共同為中聯重科
財務公司開業揭牌。 本報記者董曉楠 攝

■一米陽光聯合創始人，
湖南衛視主持人李銳。

本報記者李青霞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