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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丹頂鶴人工繁育飼
養中心—黑龍江扎龍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相關人士表示，今
年丹頂鶴的繁殖期已全部結
束，該中心成功人工孵化出60
隻「鶴寶寶」。
目前，扎龍自然保護區內的

丹頂鶴種群數量在 360 隻左
右。「每年保護區內新生雛鶴
的數量與放歸野外的丹頂鶴數量相差不多，所以扎龍的丹頂鶴種群
數量始終穩定在360隻左右，這也有助於我們對種群進行合理管
理。」扎龍保護區鶴類馴養繁育中心副主任高忠燕說。另據悉，扎
龍自然保護區自2002年開始為丹頂鶴開展環志和譜系管理，避免因
近親繁殖而導致丹頂鶴種群衰退。 ■新華社

安徽現美援華戰機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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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添黑龍江添6060「「丹頂鶴寶寶丹頂鶴寶寶」」

張曉萍用傳統的手工雕刻手藝把蛋
殼雕琢成一件件造型別致、色彩

絢麗、圖案精美的藝術品。最讓她引
以為傲的是，創造出在不打破蛋殼的
情況下刺繡的技法。

多次嘗試 磨練耐心
最初，她先將蛋殼一分為二，在半

個蛋殼上刺繡。張曉萍說：「往往一
個小花朵，需要在蛋殼上打二三百個
孔。」由於蛋殼是立體且封閉，不像
布匹、紙張那樣是一個平面，張曉萍
不知嘗試了多少遍，才能在不破壞蛋
殼完整性的情況下刺繡。
除了高超的技藝，還需

要有耐心。「一個孔、一
條線，都要做到極致，否
則就會影響蛋雕的整體藝
術性。」張曉萍說，在創
作過程中必須做到心如止
水、淡定自如。進行切
割、鑽孔、打磨、裝飾
時，要保持精力集中，用
力過重、過輕，都無法完
成刻畫。

考慮到蛋殼形狀，她最開始嘗試用
手術針，由於手術針彎度過大，稍不
留神就會損壞蛋殼，在嘗試多次後以
失敗告終。接着，張曉萍又嘗試採用
六盤山地區傳統的掇繡手法，在蛋殼
上繡製，雖然成功了，但掇繡受到觸
碰後極易脫落。為解決脫落問題，張
曉萍又給蛋殼裡注入蠟，雖然固定了
絲線，可另一個問題又出現。「原本
利用蛋殼空心特性做刺繡，灌入蠟後
變成了實心。」張曉萍說，這樣製作
有些得不償失。

受母提點 技法漸熟
就在張曉萍為在蛋殼上

刺繡嘗試各種方法時，她
的母親建議用對稱的方法
刺繡，這適時地提醒了
她。張曉萍利用雞蛋的橢
圓形特徵，根據圖案在蛋
殼上打上對稱針孔，隨後
用長針繡制，最終獲得成
功。受此技法啟發，張曉
萍在蛋殼上刺繡技法越來
越成熟，作品更加精緻。

安徽望江縣一漁民在長江中發現一
架機身殘骸。經考證，此殘骸為抗戰
期間，美國援華飛虎隊轟炸機殘骸。
目前該機身殘骸仍在打撈中。

曾擊沉日軍軍艦
據介紹，2013年10月，望江縣漳

湖鎮漁民曾打撈出大部分飛機殘骸，
包括機翼、起落架和發動機等，但並
無找到主體機身。殘骸上標記有「北
美航空」英文字樣。之後，在位於上
次發現機翼殘骸的下游50米左右位
置，發現類似飛機駕駛艙窗戶部位的
殘骸。隨後又打撈出綠色飛機鋁製板

材和一些零散部件。
目前打撈出水的部分機翼殘骸，

已經被放置在漳湖鎮回民村村委會
禮堂內對外展出。漁民表示，目前
飛機機身位置已定，殘骸位於江面
中心，水深達三四十米，打撈面臨
諸多困難。

記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網站上確
定這架飛機殘骸於1943年12月30
日執行飛行任務時墜毀的。經考
證，確認飛機殘骸屬於美國陸軍第
14航空隊（飛虎隊）341轟炸機大隊
57號B-25轟炸機。在關於這架轟炸
機的失事報告中，57號B-25轟炸機
當時在執行巡邏江面任務，途中發
現日軍軍艦，在轟炸江上日軍軍艦
時，與軍艦桅杆相撞，隨後失去控
制墜毀江中。 ■中新社

由江蘇南京藝術學院流行音
樂學院的學生們組建的內地首
支大學生膠片電影放映隊近日
在南京街頭為市民放映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老電
影，為市民奉上精神文化大餐
的同時也勾起不少市民兒時的
記憶。
放映隊利用學院老師收藏的

放映機和電影膠片，走街串巷
來到社區和街道，為市民免費放映老電影。由於膠片電影放映在城
市中已很罕見，許多居民對放映活動表現出極大的好奇，放映機前
站滿了拍照合影的年輕人和兒童。「曾有老人感慨好久沒看過露天
膠片電影了，即使能在家裡舒服地看電視，他們也願意拄着拐杖，
冒着酷暑一步步走到電影場。這就是我們堅持的理由。」電影放映
隊指導老師鄒寧說。 ■實習記者王穎南京報道

南京建大學生電影放映隊南京建大學生電影放映隊

「蛋類傳統藝術品製作，最難的
是選材。」張曉萍說，尤其創作系
列藝術品，要求禽蛋必須色澤、大
小統一。可是，蛋和人的指紋一
樣，世界上根本沒有一模一樣的
蛋。張曉萍為了創作系列作品，不
得不大量購買雞蛋，從中挑選基本

相同的蛋。
「十幾斤雞蛋，最多挑選出兩枚
基本相同的蛋。」張曉萍說，製作
藝術品的禽蛋必須外形圓潤、表面
光滑、色澤鮮亮。此外，在雞蛋上
「繪畫」前需在蛋殼大的一頭居中
打孔，用注射器取出蛋液，孔過

大、過小都會影響後期製作。
她創作的十二生肖圖，僅雞蛋就

買了幾十斤，張曉萍留下蛋殼後，
將蛋清和蛋黃炒了吃。「一日三頓
全是雞蛋，家人都吃膩了！」張曉
萍笑着說。

■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

■蛋殼刺繡作品。
網上圖片

4日，山西太原動物園的大熊貓「彩陶」和
「湖春」迎來5周歲生日，邀請民眾與大熊貓粉

絲參與慶生會。圖為大熊貓正在吃飼養員特製的冰蛋糕。
■文 /圖：中新社

熊貓慶生

寧夏固原市有這

樣一位女子，她在

傳承刺繡、雕刻、

剪紙等民間傳統文

化的同時，吸收禽

蛋雕刻技法，創造

出寧夏六盤山區域

別具一格的禽蛋刺

繡藝術。一枚枚雞

蛋、鵝蛋、鴨蛋，

經過她的手，神奇

地變成令人歎為觀

止的藝術品，她創

造的在完整蛋殼上

刺繡的技法，在內

地民俗技藝中獨樹

一幟。 ■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為選蛋殼 三餐食蛋

■人工孵化的「鶴寶寶」。 網上圖片

■正在創
作的張曉
萍。
網上圖片

■南京街頭露天膠片電影吸引市
民。 本報南京傳真■■張曉萍創新的蛋類傳張曉萍創新的蛋類傳

統藝術品統藝術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奇女蛋殼刺繡

港跨境電商協會會員兩月增1倍

滬自貿區啟大宗商品交易市場

深企推全球最快桌面3D打印機

港企具跨境渠道和物流等優勢
在此次喬遷和入伙儀式上，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
與廣東省跨境電子商務協會、廣州市跨境電子商務協
會、深圳市跨境電子商務協會等達成戰略合作關係，
以共同把握香港和珠三角巨大的跨境電商業務方面合
作帶來的機遇。劉少華透露，該協會在今年2月於港島
上環成立，僅僅在短短的三個月後便吸引了200多會
員，而在五個多月後會員企業就大幅迅猛地增長了一
倍，達到400多企業會員。
劉少華稱，廣東自貿區的建設的快速推進給香港跨

境電子商務帶來的巨大的機遇，僅前海跨境電商就蘊
藏千億，內地對進口的母嬰用品、食品、化妝品和藥
品等需求巨大，香港跨境電商會員企業具有資金、海
外採購渠道和經驗、物流、分撥及配送等眾多優勢，
這無疑為深港和粵港兩地跨境電商合作帶來廣闊的機
遇。未來，協會將定期與eBay、阿里巴巴、亞馬遜、

南開大學和中國品牌智庫等機構舉辦跨境電商講座、
研討會和內地城市跨境電商業務考察等，為中小企業
及香港青年提供培訓和增值提升，協會會員快速融入
跨境電商行業。

會員可助企業轉型獲得機遇
他強調，香港跨境電商協會將會址遷至上水，許
多會員企業將通過跨境電商將海外商品和港貨等出
口至珠三角和內地，滿足他們巨大的需求，這樣，
內地大量的消費者無須來到擁擠的香港購物，既節

省了時間，又節省了路費和提高了效應，由此減少
內地水客來港擾民，這樣無疑可以增進兩地關係和
諧和融合。
李紹宏表示，目前，珠三角有數十萬製造業企業，

其中港企就有四五萬家，他們通過傳統出口需要經過
代理商、經銷商等眾多環節，通過跨境電商可以節省
四五成成本，令珠三角出口企業競爭力獲得大幅提
升。香港跨境電商會員企業既懂國際市場又熟悉珠三
角企業，他們既可以幫助出口企業轉型，又可以獲得
市場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香港跨境電

子商務協會日前在上水廣場舉行喬遷和會員

入伙儀式，儀式由該協會會長劉少華和常務

副會長李紹宏等主持，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志

祥，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聯會理事長吳秋

北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彭秋雲副部長等到場

祝賀。劉少華告訴本報記者，為了更好地把

握香港和深圳及珠三角跨境電商的巨大機

遇，他們特地將協會地址從港島遷至緊鄰深

圳的上水，以更好地與內地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瑋燦上海報道）上海自貿區
大宗商品現貨市場啟動儀式日前在洋山保稅港區正式
舉行，上海有色網金屬交易中心、上海鋼聯金屬礦產
國際交易中心共同啟動首批產品上線。這是自貿試驗
區在大宗商品領域探索全球資源配置邁出的重要一
步。
首批啟動的兩家大宗商品現貨市場—上海有色網金
屬交易中心和上海鋼聯金屬礦產國際交易中心，涵蓋
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兩大商品品類。其中，上海有色

網金屬交易中心首批已開戶和在開戶交易商已有76
家，其中境外會員有24家。而上海鋼聯金屬礦產國際
交易中心由創業板公司上海鋼聯全資控股，首批交易
產品包括冷軋板、螺紋鋼和棒材。

具國際化及「三位一體」的制度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王辛翎介紹，此次啟動上

線的自貿試驗區大宗商品現貨市場，具有兩個特徵：
一是國際化。在整體設計上遵循國際通行規則，具體

表現在交易標的國際化，即交易標的為保稅實物，及
以此為標的的倉單、提單等貨權憑證；交易參與方國
際化，既包括國內交易商，也包括國際交易商；交易
價格國際化，「淨價」交易，人民幣計價結算。二是
「三位一體」的制度創新。目前，已探索建立了「交
易、托管、清算、倉儲」四分開的制度安排；針對資
金、倉單兩個核心環節，引入第三方清算和第三方倉
單公示兩個「第三方」，建立社會化治理機制；建立
「3+1」信息比對機制，實現資金、貨物信息一致。

山東航空拓文化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日前山
東航空新之航傳媒有限公司（簡稱山新傳媒）揭牌
儀式在山航大廈舉行。山新傳媒由山東彩虹航空廣
告有限公司、山東新之航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投
資設立。山新傳媒董事長表示，這一決策是山航進
一步完善航空產業鏈、進軍文化產業、打造集團新
利潤增長點的重大戰略舉措。
據悉山東航空集團有限公司，目前經營航線150
多條、每周近3,000個航班飛往內地70多個大中城
市，並開通台灣地區航線和韓國、日本、泰國、越
南、柬埔寨等國際航線，到2016年將超過100架飛
機，跨入大型航空公司行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日前在首
屆深圳國際智能裝備產業博覽會暨第四屆深圳國際
電子裝備產業博覽會上，深圳維示泰克技術有限公
司正式發佈目前全球打印速度最快的 IdeaWerk
Speed桌面3D打印機。業內人士通常把3D打印劃
分為桌面打印和工業打印兩類。
近年來，3D打印市場高速發展，但是瓶頸還有不

少，其中一個就是速度。維示泰克總裁陳文娟博士
介紹，針對這一行業難題，維示泰克歐洲研發中心
經過3年的攻關，終於研發出世界上第一款專門針
對3D打印機的高速打印芯片「維芯一號」，從而打
造出採用FFF（FDM）技術（熔融沉積法）的首款
高速3D打印機。採用了「維芯一號」的主控板可以
更快速、準確地處理3D打印中的運動和控制信號，
使高速打印成為可能。這款打印機速度最高可達450
毫米/秒，不僅是目前市場上最快的，而且將40至
100毫米/秒的主流打印速度提升了5至10倍。此
外，維示泰克還自主研發了配套的高速3D打印機軟
件，以及適配於高速打印的PLA（生物降解塑料聚
乳酸）打印材料，填補了國內高速3D打印材料的空
白。

■山新傳媒揭牌。 于永傑 攝

■■香港跨境電商協會遷址上水香港跨境電商協會遷址上水，，意在更方便意在更方便
拓展深港和粵港跨境電商業務拓展深港和粵港跨境電商業務。。圖為部分會圖為部分會
員舉行遷址和入伙儀式員舉行遷址和入伙儀式，，前排左四為會長劉前排左四為會長劉
少華少華，，左五為李紹宏左五為李紹宏。。 李昌鴻李昌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