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霽虹橋遭拆命危 冰城人欲哭無淚
霽虹橋於1926年建成，由時任黑龍江哈

爾濱工業大學校長劉哲為橋題名。他引杜
牧的《阿房宮賦》中名句「長橋臥波，未
云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中的霽
虹二字，為新橋命名為「霽虹橋」。夫霽
虹者，為「雨止雲散，長橋如虹是也」。
霽虹橋的橋面呈弓形，中間高兩端低。

正橋的兩端，有對稱的塔式建築。整座橋
沒有一個鉚釘，沒有一個螺栓，橋面和下
面的橋柱澆築為一體。橋上還有三大別致
的景觀：華美的花盞燈柱、帶24個花環
裝飾的方尖碑橋柱、鑄造精美的「飛
輪」。 ■澎湃新聞、百度百科

霽虹橋

近日，一封《情繫哈爾濱 保護霽虹
橋》的公開信流傳於網絡。該封由

眾多歷史建築藝術保護志願者聯名完成
的公開信指出，為配合哈爾濱火車站樞
紐改造工程，哈爾濱市政府已啟動實施
霽虹橋改造方案，哈爾濱又一歷史建築
危在旦夕。同時，還有志願者通過微
博、微信等公開平台發佈改造現場照
片，通過照片可以看到，有關單位已經
開始對霽虹橋上的地磚進行拆除，大型
挖掘機、碾壓機等施工設備正在現場進
行施工。

保護者：改變橋結構造成破壞
該事件引發廣大市民和文物保護志願
者的強烈不滿及關注。他們認為，無論

從城市歷史景觀還是歷史建築保護上
講，都將改變霽虹橋原有的結構、材料
和體量，無疑會造成對霽虹橋的破壞。
據報道，國家文物局在今年1月30日

給被譽為「冰城守護天使」的曾一智的回
覆中表示，在最大限度保護霽虹橋的基礎
上，為能滿足4條高鐵線穿越霽虹橋的需
要，會將霽虹橋原有總跨度增加3米。曾
一智對此方案表示失望和擔憂，認為總跨
度要增加3米，不拆解分割橋下結構沒法
實現，那樣霽虹橋將難以維持原狀。

改造爭議已非首次
關於霽虹橋的改造爭議已經不是首

次。公開報道顯示，早在2009年，哈爾
濱鐵路部門就曾發佈消息，要原址改建

霽虹橋，後因爭議太大，原址改建計劃
擱置。當時，包括曾一智在內的多名文
物專家、建築專家均提出反對意見，認
為霽虹橋是非常珍貴的歷史建築，必須
原貌保留。時任哈爾濱市文物管理站站
長劉雲才對媒體說：「當年的建築工藝
已經失傳，原料也不具備了，一旦拆除
就不可能恢復原貌。」
2016年哈爾濱政府再度發佈公告，
對外徵求霽虹橋改造方案。當地多家
媒體報道，等待霽虹橋的將或是原址
修繕加固改造，或是遷址保護。全國
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表示，霽虹橋是
整體澆築，無法整體遷移。據悉，當
地政府嚴禁媒體報道，發出的微博信
息也遭刪帖。

網友爭議

一、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會員曾一

智：我和霽虹橋將在天國的花園永遠

相聚。（曾一智被查出身患癌症）

二、建築及藝術評論家方振寧：保護

霽虹橋就是維護哈爾濱歷史的血脈！

三、黑辰隕輝：這橋一改，恐怕哈爾

濱的魂也要陸陸續續丟盡了吧。

四、伊先生：除了讓位經濟發展，黑

龍江所謂父母官還能做什麼？

資料整理：記者馬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為將高鐵引入城市中心，

哈爾濱市政府日前啟動對當地地

標建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霽虹橋的改造方案，此舉引發國

內外歷史建築藝術保護志願者聯

名抗議。儘管當地文物保護部門

回覆稱，改造方案經國家文物局

批覆，會盡最大可能保護，但專

家表示，一旦拆除不能恢復原

貌。據悉，當地政府嚴禁媒體報

道，發出的微博信息也遭刪帖。

■■19271927 年有軌電車通過霽虹年有軌電車通過霽虹
橋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為配合鐵路電氣化改造工程為配合鐵路電氣化改造工程，，哈爾濱啟動哈爾濱啟動
國保文物霽虹橋改造工程國保文物霽虹橋改造工程。。圖為霽虹橋的連圖為霽虹橋的連
接橋已開始半封閉施工接橋已開始半封閉施工。。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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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哈爾濱引高鐵入城 專家：原貌不能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福建
福州濱海新城建設啟動暨大數據項目簽約儀式前
日在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對外發佈了福
州濱海新城規劃、重大交通體系規劃、濱海新城
建設項目，並舉行中國東南大數據產業聯盟授牌
儀式，標誌着福州濱海新城建設從規劃階段轉入
全面建設階段。
福州濱海新城位於福州市長樂沿海地區，面積

約188平方公里，規劃人口130萬人，其中核心
區面積86平方公里。
據了解，圍繞濱海新城開發建設，福州市謀劃

儲備了9大類80項的濱海新城第一批重點項目，
涵蓋規劃、徵遷、城市路網、港口碼頭、鐵路
（軌道）、機場、市政設施、公共配套和產業項
目，總投資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
支撐和推動濱海新城加快開發。
今年，福州濱海新城將實施69個重大項目，

總投資超1,500億元。在建設創新高地上，濱海
新城將依託數字福建產業園，建設國家東南大數
據中心，重點發展以大數據為核心的健康醫療產
業、互聯網產業、海洋產業，促進大數據與物聯
網、雲計算、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融合發展。

長樂機場升級至國際樞紐
濱海新城未來將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升級至年客

運量2,850萬人次的4F級國際樞紐機場；規劃在
松下港口建設國家級物流中心和國際郵輪港；建
設福平鐵路、沿海客專，福州火車東站將成為內
地門戶型綜合交通樞紐。信息港方面，「海峽光
纜1號」在此與台灣本島聯通，國家級互聯網骨
幹直連點在此落地，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中心、
數字福建「政務雲」與「企業雲」均已落地。
濱海新城未來依託快速公路和軌道交通，構築

福州現有中心城區與濱海新城的半小時高效交通
體系，形成15分鐘優質便捷的宜居生活圈；同
時，嚴格遵循海綿城市建設的理念。

閩啟建濱海新城
打造東南大數據中心

■福州濱海新區規劃範圍示意圖。
記者蘇榕蓉攝

精美的「飛輪」 花環裝飾方尖碑橋柱 華美的花盞燈柱 精巧的碉像橋飾 迷人的橋上夜景

體重220公斤有「江城第一胖」稱號的湖
北武漢黃先生摔倒，20多人花了2小時無法
將他扶起，最後有人想出妙招，讓他滾到床
單上，將他抬起後再滾到醫療救護床上，才
讓擺脫倒地不起的窘境。
現年27歲的黃先生從小就比同齡小孩
胖。7年前，體重更是「突飛猛進」突破
200公斤，又被網友稱為「江城第一胖」。
過年期間，他因急性胃炎住院，前日從湖北
省第三人民醫院出院，不料在醫院門口兩腳
突然支撐不住，一屁股坐在地，經民警、消
防官兵、醫生及熱心民眾20餘人耗時2個小
時，卻始終未能幫他站立起來。最後，有人
想到讓黃先生「滾」到床單再「滾」往救護
床上這一妙招。 ■《楚天都市報》

珍愛網《2017 情人節調查報告》顯
示，77.4%的單身者認為戀愛必過情

人節，且應互贈禮物聊表愛意；超五成的
單身男女準備1千元或以上的禮物。報告
顯示，曾收過伴侶贈送禮物的近半成女性
表示在「意料之中」，15%的為「不盡如
人意」。而曾收過禮物的超六成男性表示
「意外驚喜」，可見送禮方面女性比男性
更加用心。
單身男性最想收到的情人節禮物第一名
則是手錶，其次是服飾和電子產品；單身
女性情人節最想收到的禮物排名依次為首
飾、玫瑰花和紅包。

節日氣氛激發脫單願望
出乎意料的是，今年情人節的最熱門地點
是家裡，得到多達59.1%的網友認同。世紀
佳緣發佈情人節專題調研報告顯示，在面對
情人節和紀念日的慶祝方式上，廣東男女的
差異較大。男性方面，33.5%的男性選擇

「在家裡自己做飯」，其次為「去外面吃大
餐」，佔比31.6%，「吃飯基本成為男性度
過紀念日的主要方式」。女性方面，36.6%
的比例選擇「去外面吃大餐」，27%的女性
選擇「自己在家做飯」，而有25.9%的女性
更期待「外出旅遊」。
家住廣州天河的馬先生說：「平時工作

很忙經常不能回家吃
飯，在節日這一天特意
提早回家，親手做一頓
飽含愛意的晚餐，和愛
人一起在沙發上看電影
吃晚餐，不用出門湊熱
鬧，可以靜靜地享受二
人世界。」另一位居住
在佛山的周先生也表
示，節日當天餐廳和電
影院一定人滿為患，所
以和女朋友協商好推後
一天過節，避開「高峰

期」，享受屬於自己的安靜節日。
調查數據還顯示，有超八成單身男女認
為節日氣氛下會更加渴望脫單。而在各行
各業的單身人群中，男性中最渴望脫單的
職業分別是工程師、公務員和技術研發
人員，女性中最渴望脫單的職業分別是
媒體廣告工作者、教師和醫生。

被網友戲稱為「世界第五大王牌
情報組織」的北京「朝陽群眾」，
因參與破獲多宗明星吸毒等大案要
案而為人熟知。
該 APP 中有「發表線索」、
「舉報」等功能。近日有網民發
現，一款名為「朝陽群眾HD」的
APP 悄然上線，瞬間引發關注。
北京朝陽區警方官微「平安朝
陽」前晚發佈消息確認此事：為
進一步密切警民關係，更好地發
揮「朝陽群眾」作用，朝陽警方
會同相關單位研發了「朝陽群眾
HD」APP系統，目前已進入上線

測試階段，希望借助這個警民合
作平台，共同為社會治安、城市
發展貢獻力量。
事實上，這款APP早在去年8月

20日就已上線，到11月5日，iOS版
（蘋果系統版）已經更新了4次。

設有醒目「舉報」功能
首次登錄這一 APP，便會跳出

「免費註冊」界面，用手機號獲取
驗證碼，即可註冊。註冊登錄後可
以看到，該 APP 目前分為「要
案」、「尋人」、「招領」、「嫌
犯」、「車輛」5個欄目，暫時僅有

「要案」與「尋人」兩個欄目有相
關信息發佈。每條信息下都設有
「發表線索」的區域，目前用戶可
通過文字和照片形式參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該APP界
面右下角，設有醒目的「舉報」功
能。點擊紅色的「舉報」按鈕，便
會出現「兒童拐賣」、「疑似嫌
犯」、「老人走失」、「肇事違
章」、「遺失招領」和「其他舉
報」6個選項，用戶可用小視頻、拍
照或文字的方式進行舉報。昨日有
傳媒報道稱，警方會視線索情況給
予舉報人適當的獎勵。 ■中通社

「朝陽群眾」APP上線 可舉報違法犯罪 湖北胖漢跌倒 20人扶不起

過半情侶情人節花逾千元過半情侶情人節花逾千元
粵三成男女愛在家晚餐粵三成男女愛在家晚餐

江蘇南京火
車站候車室昨日
出現一張特製火
車票，地點註明
「由趙漢卿開往
黃翠」，票價
「真愛無價」，
有效期「終生
有效」，原來
是同為鐵路南
京站員工的趙

漢卿向女友黃翠的浪漫求婚。
兩人共同在班時，雖直線距離不過100公

尺，但也很難見上面，因1個在站台，1個
在站外。兩人原本計劃在昨日領結婚證，但

怕工作不湊巧，於是，趙漢卿決定在情人節
這天，給老婆補上一個求婚儀式。
昨日上午8時，南京站北廣場二樓候車室

一塊空地處。一張告白板上，裝飾有粉色的
氣球，以及二人合影。告白板上還有一張特
別的火車票，上面寫着「520次列車，由趙
漢卿開往黃翠，時間為2月14日上午8時30
分，票價『真愛無價』，有效期『終生有
效』。」
趙漢卿說，自己今天下班時，她上班，

想在她剛上班時來個意外驚喜。當黃翠走到
二樓候車大廳時，看到大批同事，有點驚
訝；此時，趙漢卿拿着戒指下跪求婚，黃翠
立刻說「我願意」，兩人隨即緊緊相擁。

■澎湃新聞

昨日是一年一度的西方情人節，各大婚戀網站公佈的今年情人節消費數據顯示，超過半數的單身

男女為節日準備了超過千元（人民幣，下同）的禮物，而出乎意料的是，約三成廣東男女則選擇在

家與愛人共進晚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鐵路男特製鐵路男特製「「真愛真愛」」火車票求婚火車票求婚

■「江城第一胖」稱
號、體重220公斤的黃
姓男子摔倒現場。

網上圖片

■■眾多情侶在湖南玻璃橋參加高空創意接吻大賽眾多情侶在湖南玻璃橋參加高空創意接吻大賽。。中新社中新社

■特製求婚火車票。
網上圖片

■北京「朝陽群眾」APP設有舉
報功能。 網上圖片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