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擺滿家禽的祭台、盛着五穀雜糧的木桌、身着
傳統漁獵服飾的人們翩翩起舞……３日，黑龍江
省哈爾濱市在松花江上還原了古人採冰祭江的場
景。按照古人習俗，這是為了避免採冰活動驚擾
水中的生靈，表達對江神的敬畏。
隨後，採冰漢子們手持冰錐、冰鎬等工具，一邊

喊着口號，一邊喘着白氣，用盡全力在江面上鑿出
第一塊冰，引來眾人的歡呼喝彩。這塊冰隨即被運
往正在建設中的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用來為園中最
高的冰建築奠基。「居住在松花江畔的先人在採冰
時都會舉行祭祀儀式，它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
了。」哈爾濱冰雪大世界負責人賈連琦說。
古人採集松花江冰塊後，將蠟燭或油燈置於其

間，這成為冰燈的雛形。如今，以哈爾濱冰雪大
世界、冰燈遊園會為代表的冰燈藝術已經享譽世
界，但是建造者在松花江中取冰、用冰的傳統一
直沒有改變。

呂長清是一位當代採冰人，他天剛亮就開始在松花
江上作業了。他說，每年只有經過了這個傳統的採冰
儀式，才感覺採冰工作正式宣告開始。他一遍又一
遍地用電鋸在冰面上劃出整齊劃一的格子，「再過
一段時間，這些冰塊就會變成漂亮的冰房子、冰城
堡了。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代採冰人為此付出努力，
採冰的傳統不會改變。」呂長清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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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價 誠 徵
古今名家字畫
清朝白玉雜件
銀行本票成交
大 量 客 源
香港灣仔駱克道57-73號華美粵海酒店大堂C舖
電話：（852）3568 1682
傳真：（852）3568 1681
電郵：chunmeiart@gmail.com
綱址：www.chunmeigallery.com

臻 美畫苑

台灣土地銀行香港分行
公開招標公告

招標案號：LBOTHK1712-1
招標機構名稱：台灣土地銀行香港分行
招標項目：資安及虛擬化主機暨備份備援等軟硬體
招標機構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25號港威大廈第一座31樓

3101-6&12室
　　　　　　　電話：(852)2581�0788
　　　　　　　傳真：(852)2581�0777
截標日期：即日起至2017年12月18日17時00分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收件期限日止，

親自向本分行領取(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25號港
威大廈第一座31樓3101-6&12室)

送交投標書地點：�投標書請郵寄或專人送至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25號港威大廈第一座31樓3101-6&12室

開標日期：2017年12月19日11時00分
開標地點：�台灣土地銀行香港分行(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25號港

威大廈第一座31樓3101-6&12室)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價得標
其他：本分行得視業務需要，於決標次日起２年向得標廠商按決標
單價增購契約價款（不含建置費用）50%以內之設備。餘詳投標須
知暨採購規格及特別條款。

公告日：2017年12月5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OYSTER COVE TS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Ho Kwok Kuen 
of Flat 2315, Sheung Chun House, Sheung 
Tak Estate, Tseung Kwan O,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yster Cove 
TST situated at Shop G5-G6, G/F., J-Mall, 
Delite Mansion, No.3 Granville Circuit, 
Tsim Sha Tsui,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5th December 2017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OYSTER COVE TST

現特通告：何國權其地址為新界將軍澳
尚德邨尚真樓2315室，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九龍尖沙咀嘉蘭圍3號嘉麗大廈新天
地地下G5-G6舖Oyster Cove TST的酒
牌續期，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
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12月5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LAI CHI SHAN FISHING VILLAG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Chun Man of 
2/F., No.3, Lai Chi Shan Village, Tai Po,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Lai Chi Shan Fishing Village situated at G/F., 
And The Outside Seating Accommodation 
at Shop Front, No. 3C, Lai Chi Shan Village, 
DD 22, Lot 1108,  Tai Po, N.T.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5th December 2017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荔枝山漁村

現特通告：李震雯其地址為新界大埔荔
枝山村3號3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
界大埔22約1108號地段荔枝山村3C號
地下及舖前露天座位荔枝山漁村的酒牌
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
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12月5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AMENDMENT OF LIQUOR LICENCE

SING KE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ng Yuk Ching  
of 3/F, Kwan Chart Tower, 6 Tonnoch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he following amendment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兜記即燒乳
豬專門店 situated at 3/F, Kwan Chart Tower, 
6 Tonnoch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Proposed amendment: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Sing Kee Restaurant.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5th December 2017

申請酒牌修訂公告
勝記酒家

現特通告：鄭玉清其地址為香港灣仔杜
老誌道6號群策大廈3樓，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香港灣仔杜老誌道6號群策大廈3
樓兜記即燒乳豬專門店的酒牌作出以下
修訂：擬修訂事項：商號名稱更改為勝
記酒家。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17年12月5日

烏蘭牧騎，蒙古語意為「紅色的嫩芽」，後被引申為「紅色文藝輕騎兵」，是適應草原上地

廣人稀特點而誕生的基層文藝工作隊。近年來，這支草原「文藝輕騎兵」吸收了不少新鮮血

液， 不同的流行音樂和表演形式也不斷被吸納進來，煥發出新的活力。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
道）近日，科學家們在哈密戈壁發現
並搶救性採集了一件含有近300枚翼
龍蛋、胚胎和骨骼化石三維立體保存
的重要標本，其中16枚翼龍蛋內含有
立體保存的胚胎化石，係全球首次發
現。根據此次發現的胚胎研究，科學
家認為翼龍在嬰兒時期具有地面行動
能力，但還不能飛行。
在恐龍統治地球的中生代，有一類
動物始終佔據着天空，自由翱翔於藍
天白雲之間。他們就是恐龍的近親翼
龍(也稱「會飛的恐龍」)，是第一種
飛向藍天的爬行動物(比鳥類早7,000
萬年)，已滅絕於6,500萬年前的白堊
紀末期。
翼龍在地球上生存了1.5億餘年，牠

們常生活在湖泊、淺海邊，以昆蟲、
魚、蝦等為食。此前，全世界範圍內
翼龍化石十分稀少，翼龍蛋僅發現11
枚，其中含胚胎的只有3枚，都是以
被壓扁的二維形式保存，導致科學家
很難解釋翼龍的大量生物學問題。這
是繼2014年在哈密戈壁發現約40個同
一屬種的雌雄翼龍個體、5枚翼龍蛋之
後的又一次突破性進展。

已獲翼龍蛋化石逾兩百
據參與科考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

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
院大學教授汪筱林介紹，這次發現的
標本由三塊可互相連接的沉積砂岩塊
組成，已暴露的翼龍蛋化石就有215
枚，推測總數可達300枚，目前已確

認的含有胚胎的翼龍蛋共有16枚。同
時還有十餘個頭骨和下頜，以及數量
眾多的頭後骨骼。
此次在哈密發現的翼龍蛋胚胎化石

距今已有1.2億年。據汪筱林介紹，這
次發現的哈密翼龍化石主要產自一處風
暴沉積的灰白色湖相砂岩中。在2.2米
的剖面上，有8層富含翼龍化石，其中
4層含有翼龍蛋化石。大量翼龍蛋、胚
胎和頭骨等骨骼化石的發現，顯示哈密
翼龍具有群居的生活習性，而且這裡很
可能是牠繁殖產蛋地點之一。
「我們通過研究翼龍化石以及翼龍

蛋化石可以知道，這裡曾是翼龍的
『伊甸園』，它們曾在這裡無憂無慮
地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汪筱林
說。

新疆：全球首次發現翼龍立體化石 哈爾濱江中採冰 傳承百年民俗

北 京 大 媽

■為準備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的展品，採冰人在冰
上冒嚴寒割出冰磚。 新華社

2017年12月1日，北京昌平區南
口鎮劉大媽耗時兩年，用瓜子皮做出
一組六塊長達13米的清明上河圖，
令人稱奇。 ■文/圖：中新社

瓜子皮做清明上河圖

■■1111月月2323日日，，內蒙古首支烏蘭牧騎現內蒙古首支烏蘭牧騎現
隊員在為牧民表演文藝節目隊員在為牧民表演文藝節目。。 新華社新華社

■■圖為新疆哈密博圖為新疆哈密博
物館拍攝的天山哈物館拍攝的天山哈
密翼龍頭下頜骨化密翼龍頭下頜骨化
石石。。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應江洪記者應江洪 攝攝
■■中科大教授汪筱林中科大教授汪筱林
和同事在新疆哈密野和同事在新疆哈密野
外考察外考察。。 蔡增樂蔡增樂 攝攝

烏蘭牧騎煥活力烏蘭牧騎煥活力
草原文藝新風景

冬日的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暖陽高
照。在蘇尼特右旗旗府所在地賽漢

鎮，83歲的伊蘭坐在自家的沙發上喝着奶
茶。一縷陽光透過玻璃灑在一座金色獎盃
上，底座上「烏蘭牧騎終身榮譽獎」的字
樣格外醒目。伊蘭是內蒙古自治區第一代
烏蘭牧騎隊員。
60年前，正值青春年華的伊蘭成為內蒙
古首支烏蘭牧騎——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
的9名演員之一。那時候，馬、馬車和紅
旗是演員下鄉的必備品。馬車拉着樂器、
服飾、雜物和女演員，馬匹馱着男演員。
一望無際的草原上，只要遠遠地望見高舉

紅旗的一隊人馬，牧民們就知道烏蘭牧騎
來了。
每到一個牧民點演出，演員們都與牧民同

吃、同住、同勞動。物資匱乏時期，演員們
還經常借用牧民的衣服鞋帽來演出。伊蘭
說，沒有口紅就用紅紙染唇，沒有眉筆就用
燒過的火柴棍描眉。即便如此，大家依然樂
此不疲地工作，因為自己的演出給群眾帶來
了快樂。
54歲的牧民薩仁花從小就愛看烏蘭牧騎

演出。「小時候家裡沒有電視機，更沒有網
絡，有台收音機就很不錯了，文化娛樂生活
基本沒有。」她說，「大家最盼望烏蘭牧騎

來演出，圍坐成一圈，看演員們唱啊、跳
啊，別提多熱鬧了。」

扎根生活 服務牧民
到上世紀80年代，烏蘭牧騎的工作條件

有所改善。49歲的賈鳳英於1983年成為
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的一名舞蹈演員。她
回憶說，那時候坐拖拉機下鄉演出，「到
了牧民點，很多小孩兒都歪着腦袋好奇地
看演員化妝」。1996年加入奈曼旗烏蘭牧
騎的徐桂萍回憶說，當時下鄉演出偶爾能
坐上大卡車，車後面用帆布搭成帳篷，
「設備比較簡單，但是已經有了話筒、音

箱、調音台」。
「下鄉是我們向群眾學習、蒐集素材的好
機會。」王鯤飛說。王鯤飛是內蒙古土默特
右旗烏蘭牧騎二人台藝術團團長，如今的烏
蘭牧騎，可坐四五十人的大巴、一輛專業舞
台車是「標配」。在他看來，「只要找一塊
空地，打開車廂就能表演，是一個非常實用
的流動舞台」。
烏蘭牧騎每年下基層演出160多場，演創

人員常常把在村裡看到和聽到的新氣象、新
故事，編排成新節目，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文
藝形式展現出來。「群眾越喜歡，演員越賣
力，良性循環，長盛不衰。確實很累，但也

非常快樂！」
十多年前，市場經濟大潮對內蒙古草原的

影響開始顯現。一些地方的烏蘭牧騎陷入困
境，演員流失、經費緊張、活動減少，有的
烏蘭牧騎甚至無法組起下鄉演出的隊伍。由
於電視、網絡的快速普及，加之人員流動頻
繁，烏蘭牧騎原有的演出形式漸漸無法滿足
牧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為了扭轉局面，內蒙古在5年前出台政

策，為各地烏蘭牧騎解決了事業編制，吸引
了一批年輕演員，很多隊伍重新煥發活力。
目前，內蒙古全區共有75支烏蘭牧騎，每
年演出超過7,000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