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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王建國雖
然已近八旬，仍耳聰目明、精神

矍鑠，並熱衷於泥塑藝術。年輕時，他
在陶瓷廠整日與陶土為伴，練就了一手
嫻熟的泥塑手藝。他的泥塑作品都以寫

實為特色，人物造型和色彩裝飾都突出
一個「像」字。

潛心研究 飛禽由恐龍演化
2006年，王建國在火車上邂逅清華大

學美術系學生李健雲，二人相談甚歡，
李健雲遂邀請王建國去清華大學交流創

作心得。經李健雲引
薦，王建國結識了西
峽恐龍園恐龍雕塑項
目的主要負責人徐光
宇教授。據了解，西
峽是中國著名的「恐
龍之鄉」，出土的恐
龍蛋化石數量之大、

種類之多、分佈之廣、保存之好
堪稱「世界之最」。彼時，西峽
正在打造一個大型恐龍主題公
園，徐光宇教授受西峽政府委
託，負責恐龍園雕塑項目，他邀
請王建國加入該團隊之中。
王建國的主要任務是設計和雕

塑鴨嘴龍、似鴕龍、鐮刀龍。要
做出既符合生物學特徵又讓多數
人認同的恐龍塑像非常困難，而
製作大型恐龍塑像更是難上加
難，因為大家站在塑像面前能看

見每一個細節。他大量地查閱與恐龍有
關的資料，還買回各種恐龍圖鑒仔細研
究，發現飛禽是由恐龍演化而成。
製作似鴕龍時，王建國特意買回一隻

雞潛心研究，從其身上捕捉靈感並發掘
一些禽類的特性，然後對恐龍塑像進行
調整。經過長期的觀察和實踐，王建國
得出結論：草食性恐龍是溫馴的，肌肉
線條比較柔和；肉食性恐龍就要在身體
製作上體現出兇猛、殘暴的特性，要在
頭部和腿部下功夫。

躬耕不輟 製神像遍佈廟宇
王建國在倉庫裡作業，夏天倉庫不透
風，他衣服一會兒就被汗浸透了。因為
恐龍體型大，在泥塑的製作過程中需要
爬上爬下，對個人體力是極大的挑戰，
但王建國不辭勞苦，工作期間幾乎從不
休息，「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玩兒
的。我喜歡我的工作，我要對得起項目
組每天給的勞務費。」就這樣，王建國
用自己的雙手做「犁」，躬耕不輟，總
結的泥塑理論自成一家，最終呈現出的
恐龍塑像成為項目組的「免檢產品」，
讓驗收組專家讚歎不已。
「立七坐五盤三半」是王建國做泥塑

所參照的比例準則，意思是做站立的泥

塑要有七個頭部那麼高；泥塑的面部結
構也要依循「三庭五眼」的比例來做，
這樣才能讓人看着舒服。由於技藝精
湛，王建國在西峽縣乃至周邊省市都頗
有名氣，他製作的神像遍佈南陽市西峽
縣、內鄉縣、淅川縣以及陝西省商洛市
商南縣、丹鳳縣等地的廟宇。
王建國表示，泥塑藝術來源於生活、

來源於民間。「閒時作畫山中走，忙時
端坐泥水中」正是王建國老年生活的寫
照。如今他的泥塑作品已被評定為南陽
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王建國誓要將這門
手藝傳承下去，並堅信泥塑藝術總有一
天會發揚光大。

王建國曾師從中國一級美術師楊華亭先
生，學習工筆花鳥和人物等繪畫手法，回鄉
以後依然畫筆不停，萬事萬物都成為他筆下
的風景。王建國最擅長畫花鳥、富貴牡丹、
梅花迎春、福星高照等蘊含吉祥寓意的事
物，備受農民喜愛的題材更是信手拈來，堪
稱西峽當地的農民藝術家。
大道三千，殊途同歸。年近八旬的王建國
在繪畫的道路上策馬疾奔，齊白石、張大
千、徐悲鴻是他十分推崇的大家。說起自己
的繪畫風格，王建國早已看穿事物的本質：

「我們出去吃飯，每個人喜歡吃的菜是不一
樣的，如果把畫畫比喻成一盤菜，我覺得我
和徐悲鴻的口味是一樣的。」

據王建國介紹，西峽縣重陽店蒙古族
王姓始祖帖木兒不花，是元朝鎮南王脫
歡之孫。鎮南王脫歡為元世祖忽必烈第
九子。大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閏
七月，明軍圍困元大都，順帝出大都北
歸，帖木兒不花率兵南下，過河南濮
陽，經新鄉渡黃河，見大勢已去，便隱
居南陽鎮平縣晁陂，改漢姓王，並在此
繁衍生息，王建國是成吉思汗第二十四
世孫。
《鎮平縣晁陂鎮蒙古族王氏家譜》記

載：鎮平縣晁陂鎮族人於壬午之春
（1942年）約同族眾，在始祖墓所，開
一隧道，尋覓墓誌，以微實事。
雖然這次尋覓墓誌行動沒有找到墓

誌，但從王氏祖墓中發掘出一尊成吉思
汗戎裝銅像。由於歷史原因，這尊銅像
曾不知流落何處，但其照片至今仍供奉
在許多晁陂蒙古人的家中。
王建國的家中也供奉着成吉思汗戎裝

銅像照片。他表示，作為成吉思汗的子
孫，他在承受恩澤的同時也必須有所作

為，這樣才不愧對先輩，因此，他堅持
手製泥塑，並時刻肩負着傳承這一民間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使命，矗立在中國西
峽恐龍遺跡園內的二十五頭巨型恐龍泥
塑像，便是他不負此生的證明。

泥塑藝人「絕活」威猛恐龍再現
潛心觀雞捕捉靈感 巨型作品挑戰體力

在「恐龍之鄉」河南省南

陽市西峽縣的中國西峽恐龍

遺跡園內，一隻隻體型巨大

的泥塑恐龍像高大威猛、栩

栩如生，其中大部分出自當

地一位農民泥塑家王建國之

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萬物皆成筆下風景

■王建國繪製復原的屈原祠老壁畫。

■王建國製作的神像遍佈南陽市西峽縣、
內鄉縣、淅川縣等地的廟宇。圖為其塑造
的關公像。

傳承民間非遺 不負祖先恩澤

■王建國表示，作為成吉思汗的子孫，
他在承受恩澤的同時也必須有所作為。

■■在中國西峽恐在中國西峽恐
龍遺跡園內龍遺跡園內，，王王
建國正自豪地介建國正自豪地介
紹其的泥塑作紹其的泥塑作
品品。。

東莞建資本小鎮 冀基金規模千億

卓爾料今年漢口北出口10億美元

規劃顯示，東莞「資本小鎮」將借助前
海股權交易中心的綜合金融牌照與生

態系統，計劃以「產業＋資本」的集群，
帶動一批投資基金、創業孵化器、中介服
務等機構進駐，為東莞中小科技型企業提
供孵化、融資等全鏈條服務。前海股權交
易中心東莞中心負責人黃建軍透露，小鎮

由金融創新區、雙創孵化區、休閒旅遊
區、文化會展區、生態居住區等5大功能組
團構成。目前，由東莞中心建設的龍灣梧
桐小鎮一期示範工程「水鄉天地」已經竣
工。
黃建軍表示，東莞是以深圳為核心的大

亞灣大都市圈的重要成員，不僅承接深圳

產業資本的轉移，更應該着眼於佈局深圳
金融資本的泛灣區配置。

可承接深港金融資源
東莞建立「資本小鎮」可承接深港金融

資源，同時將對東莞民間資本向產業資本
的轉化起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

怡 東莞報道）記者從東莞市

政府獲悉，東莞萬江街道與

前海股權交易中心（東莞）

有限公司正式簽約，將合作

打 造 「 龍 灣 梧 桐 資 本 小

鎮」。根據規劃，資本小鎮

將力爭2025年實現新增以私

募基金為核心領域的金融類

企業100家以上，管理基金

規模達到 1,0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以上。

■東莞建首個
金融小鎮，與
前海股權交易
中心合作將深
港金融資本對
接「世界工
廠」產業。圖
為前海股權交
易中心東莞科
創板揭牌儀式
現場。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卓
爾集團（2098）在旗下武漢漢口北國際商品
交易中心推進市場採購貿易試點，吸引中西部
地區外貿企業入駐漢口北，並依據國家相關政
策享受出口簡化申報和免徵增值稅優惠，卓爾
方面預計，在試點利好政策的推動下，漢口北
外貿出口額2017年有望達到10億美元。

出口簡化申報 免徵增值稅
漢口北國際商品交易中心於去年9月獲國家

商務部等八部委聯合批准為「國家市場採購貿
易方式試點」，成為中西部地區唯一的試點平

台。
漢口北市場日前與當地重點出口企業集體簽

署入駐協議，市場商戶表示，此前外國客戶只
能用旅遊購物貿易方式申報，每批貨物價值不
能超過5萬美元，現在的市場採購貿易方式，
不僅單票報關單貨值放寬到了15萬美元，還可
以免徵增值稅，而通關、稅務、外匯、物流等
也有一站式服務，出口非常便捷。漢口北國際
總經理徐建峰指，今年是漢口北市場採購貿易
試點正式運營的第一年，承擔中西部唯一的試
點任務，在國家政策利好的推動下，漢口北外
貿出口額2017年有望達到10 億美元。

■ 徐 建 峰
稱，漢口北
市場承擔着
中西部唯一
的 試 點 任
務。

俞鯤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南寧報
道）據南寧海關通報，今年1-2月，廣
西外貿額達 480.4 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長21.3%，其中，對東盟進出
口234億元，下降4.5%，降幅較1月收
窄20.3%；而廣西對美國、澳大利亞的
外貿額大幅增長，增幅超90%。

上半年整體出口形勢將回穩
據介紹，在主要貿易夥伴方面，1-2

月，廣西對越南進出口200.3億元，下
降7.9%；對美國、香港、澳大利亞、加
拿大外貿額均實現增長；與秘魯、智
利、巴西等南美國家貿易額分別大增2.2
倍、97%和1.3倍。據南寧海關相關人士
分析，2017年，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復
甦形勢向好，特別是2月份，廣西新增
出口訂單指數回升至24.5，企業綜合成
本指數回落至17.7，上半年出口形勢有
望整體逐步回穩。

廣西首2月對美澳外貿增超9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
道）新疆唯一一家專業性金融租賃公司長
城國興金融租賃有限公司，日前在全國銀
行間債券市場成功發行3億元人民幣規模的

2017年度第一期金融債券，新疆非銀行金
融機構債券發行實現了零的突破。
據悉，長城國興主要在製造業、採礦
業、電力、建築業、交通運輸、商務服務

業等領域開展融資租賃業務。
本期發行的金融債券期限為3年，票面利
率5.2%，募集資金已全部到位，主要用於
補充公司中長期營運資金，優化公司負債
期限結構；重點支持新疆經濟發展，為打
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提供良好的
金融服務與支持。

新疆首單金融債券發行

雲南6月中辦商洽會
拓「一帶一路」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黃仰鵬
深圳報道）為了更好地幫助珠三角企業
拓展「一帶一路」商機，由中國國際商
會、中國—東盟中心等共同主辦的「2017
南亞東南亞國家商品展暨投資貿易洽談
會」日前在深圳舉行推介會，雲南省人民
政府黨組成員，商洽會執委會主任高樹勳
表示，為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一帶一
路」戰略，實現跨越發展，雲南省委省政
府決定於2017年6月12日至18日在昆明
舉辦首屆商洽會，展會共設置8,000個標

準展位。此次推介會
吸引了珠三角大量知
名企業如華為、比亞
迪和順豐等內地和香
港企業。
為主動服務和融入

國家「一帶一路」戰
略，實現跨越發展，
雲南省委省政府決定
於2017年 6月 12日
至18日在昆明舉辦

「2017南亞東南亞國家商品展暨投資貿
易洽談會」。

深化「五通」促共商共建共享
2017商洽會將致力於深化中國與南

亞、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政
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
通、民心相通，努力推進「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商、共建、共享。
2017商洽會共設置18個展館、8,000個
標準展位，展覽面積約18萬平方米。

■雲南將於6月中旬舉行南亞東南亞國家商品展，將助珠三
角企業拓展「一帶一路」機遇。 李昌鴻攝

三大工程奏效 東阿阿膠去年多賺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報

道）華潤醫藥持有股份的東阿阿膠發佈
2016年度報告顯示，上市公司去年實現
營業收入63.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15.92%；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淨利
潤18.52億元，同比增長14%。公司向全
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9元（含稅），分
紅金額約5.89億元，分紅比例31.77%。

東阿阿膠總裁秦玉峰表示，公司去年
內實施了三大工程：一是全產業鏈全過
程溯源工程，堅持「把毛驢當藥材
養」、實施「活體循環開發」與精準扶
貧結合，促進產業鏈延伸發展；二是實
施感知質量、劑型方便化工程，繼續領
先行業20年；三是實施文化體驗營銷和
價值回歸工程。

百姓故事經貿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