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雕冰雕 雕琢北國明珠
冰雪，天賜的潔白精靈，賦予了北國之冬靈動的生命。1963年，哈爾濱人

利用盆、桶等簡單模具自然冷凍了千餘盞冰燈和數十個冰花，於元宵佳節展

出，轟動全城，形成了萬人空巷看冰燈的盛大場面。半世紀冰雪歷程，一代代

冰雪匠人用他們精湛的工藝和不畏嚴寒的毅力，使純白多情、龐大震撼的巨型

雪雕和晶瑩剔透、流光溢彩的冰雕成為北國冬季最耀目的明珠，站在了世界冰

雪文化的巔峰，吸引着來自五湖四海的遊人和全世界的目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吳千 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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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屆太陽島雪博會特大型主塑——長約
300米，高達35米，用雪量達6萬立方米

的《雪頌冬奧》面前，來自墨西哥的珍妮弗和
卡洛斯被它的巨大和精緻震驚得張大了嘴。
「太神奇了，我完全無法想像它是如何做出來
的，像是個奇跡。」創造了這個奇跡、連續11
年擔任太陽島雪博會主塑設計師的冰雪匠人張
寧閣（小圖）說：「把設計圖雕刻成作品是一
種喜悅，被大家認可的雪雕出自於自己的團隊
是一種自豪。從特大型雪雕的雕刻技藝上講，
國外幾乎沒有能與我們相媲美的技術，世界最
大的雪雕就在哈爾濱的太陽島雪博會。有一個

美國選手前來參加國際
雪雕比賽，對我們製作
的大型雪雕感到震驚不
已，不斷對我們伸大拇
指，既佩服又羨慕。」

世界頂尖冰雪雕就在哈爾濱

「我們完成《雪頌冬奧》組合雪雕只用了9
天，單是主塑人物的鼻子就比人高。每天垂直
近4米的雕刻速度，回想起來連我自己都覺得
不可思議。」張寧閣創作團隊中統籌雪雕雕刻
的賈士元激動地說，一個特大型雪雕動輒需要
150人共同雕刻，這與團隊近30年製作雪雕的
經驗和長期磨合下的有效分工是密不可分的。
而這個光榮團隊的領頭人張寧閣本是工會幹部
出身，偶然機會參加雪雕工作，便深深愛上了
這份雕冰塑雪的激情。
張寧閣告訴記者，每年雪雕一完成，我們整

個團隊就要投入到對下一次雪雕進行創作和構
思中，這個過程歷時近半年，「往往一個主題

就要出二十幾張設計稿，經過團隊反覆篩選、
修改和爭論，力求把最新穎、最完美的作品呈
現給觀眾。」
隨着雪博會的一步步成長和壯大，張寧閣及其

團隊設計製作的雪雕曾先後打破世界最長、最高
雪雕健力士（吉尼斯）世界紀錄。第27屆太陽島
國際雪博會主塑作品《綻放》榮譽入選美國《赫
芬頓郵報》的2014年「全球50個歷史時刻」。

入行需繪畫基礎與耐寒耐力
「這份工作實在是太辛苦，能吃得這份苦的

人越來越少了。」張寧閣感慨道，製作雪雕需
要有一定的繪畫基礎，對人員的抗寒能力和體
力有很高的要求，有時雪雕高度能夠達到40多
米，作業人員不能畏高（恐高）。
「二十多年來跟我們做雪雕的有美術老師，

也有大學生，可都沒能堅持下去，團隊這些年
培養了20幾個後備力量，但在新一輩裡能挑大
樑的僅有兩個人。」張寧閣說。目前，黑龍江
很多高校開辦了冰雪雕刻藝術課程。「我們希
望冰雪設計和製作人才能在大學中生根發芽，
讓學校培養出更多的專業人才。」賈士元表
示，雪雕每年只有一個月的時間磨練，更多的
時候需要不斷學習和補充不同藝術領域的知
識，還需要更多的經驗和時間的沉澱。

「冰雪的生命在於不斷的創新，
儘管我們在藝術表現上已經有了屬
於自己的形式和符號，但如何讓雪
雕的時代感更強，實現從設計到造
型的突破和創新是我們一直都在探
索的難題。」張寧閣說。
對於雪雕的設計理念，張寧閣堅

持認為，豐富的民間傳統文化是我
們強大文化自信的來源，「在雪雕
創作方面我們一直突出民族民間傳
統和元素，增加中國冰雪的文化之
美，未來雪雕藝術要多元化發展，
就要突出與觀眾形成參與性和互動
性，並且我們還將研究使用一些其
他材料與雪雕融為一體，在冰雪主

基調的基礎上，打造更為獨特和更
具亮點的不同魅力。」
而對藝術要求嚴謹、完美主義性格

的李寶富來說，堅守藝術魅力、保持
冰雪雕刻作品商業化與藝術價值展現
之間的平衡是其不斷創新發展的主
線。從無色冰雕到有色冰雕，從單純
材料到搭配多種材料，要實現傳統與
現代的跳躍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用李寶富的話說，就是要不斷奔跑、
不斷擴展、不斷補充。李寶富希望從
傳承與交流中，帶入更多年輕人熱愛
這一事業，用他們的活力、激情、創
造性，實現冰雪雕刻藝術的新的飛
躍。

同為人才傳承費心思的冰雕大師
李寶富深諳這項工作的艱辛與危
險。李寶富從業三十載，頻頻拿到
國際大獎的背後，是數度受傷，甚
至危及生命。他2000年受邀在浙江
金華做冰庫冰雕，造型建築的拱門
坍塌，隊友當場被砸暈，他在確定
隊友還活着後，才發現自己的左手
滿手骨茬和鮮血，開放式粉碎性骨
折讓他差點失去最寶貴的左手。李
寶富對記者說：「當時，我發誓我
再也不幹這個活了，可休整了一年
後，還是沒忍住！」

一天換三對鞋棉衣變冰鎧甲
「每年最高強度的工作都是在最冷

的時候，有時能達到-30℃。為了搶
工期，每天都是天剛蒙蒙亮就到現
場，剛能看清雪的輪廓就開始幹活
了，直到天黑透了才走。」賈士元

說，在雪上一站就是八九個小時，平
時喝水都是自己隨身背着保溫瓶，除
了吃飯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所有
人都準備三雙鞋放在駐地，幹活濕透
了就換一雙，烘乾了再穿。每天從工
作台下來，厚厚的棉衣被汗水浸透，
又被凍成冰鎧甲。」
「製作雪雕確實非常苦，但我們

是真心喜愛，把它當成一份事業甚
至是信仰，團隊從1995年組建至
今，每個人都把雪雕藝術當成一種
執着的追求。」張寧閣說，因為這
份熱愛，再苦再累我們都堅持得
住。「我在大學給孩子上冰雪雕刻
課程時，會毫不隱瞞地告訴大家，
這項工作有多麼艱苦、多麼危險，
但當你看到大自然的冰雪在你的手
中創造出美輪美奐的藝術品，那種
收穫與成就感也無可比擬！」李寶
富激動地說。

憑執着 克服艱苦與危險

作品追求突破 探索與觀眾互動

■■李寶富的代表作李寶富的代表作
品品《《后羿射日后羿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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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汽車進出口將迎新機

寶能新能源汽車項目陝西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

大明 天津報道）出席全國

兩會後回津的全國人大代

表、華星北方汽貿總經理李

響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中披露的「二手車限遷

政策全部放開」、「新能源

汽車購置稅延長三年」、

「進一步下調進口車關稅」

等內容，都是中國汽車行業

的利好信號，也是惠及百姓

的切切實實的好政策。

李響說，2017年，全國平行進口汽車13.6
萬輛，同比增長了109%。其中天津作

為試點城市之一，平行進口汽車10.3萬輛，
佔全國總量的75%，產值達到53億美元。通
過平行進口，老百姓買到了質高價低的汽

車。今年兩會提到的要「進一
步下調汽車進口關稅」，加之
平行進口汽車，必將進一步刺
激汽車進口數量的增長。

二手車「走出去」潛力大
另外，李響認為，目前二手

車在國際市場有着很大的需求
量，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
的一些國家，像俄羅斯、哈薩
克斯坦等。在這方面，日本、
韓國、美國、歐盟均佔有較大
市場份額。中國應盡快採取措
施，進軍這一領域。
李響說，雖然中國目前沒有

明確禁止二手車出口的規定，
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來看，二手車「走出去」
還存在着例如售後服務等一系列問題，需要
有關企業能盡快採取措施，適應國際市場要
求。從國家政策層面也需要進一步完善，這
也是他今年人代會上的提案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在第三屆全球物流技術大會上，騰訊
與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以下簡稱「中
物聯」）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並聯合發
佈了雙方首個重要合作項目——區塊供應
鏈聯盟鏈及雲單平台。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騰

訊支付基礎平台與金融應用線副總裁郭
銳、中物聯區塊鏈應用分會會長吳峻等嘉
賓出席了本次簽約儀式。本次戰略協議的
簽訂，標誌着騰訊區塊鏈正式落地物流場
景。此前，騰訊區塊鏈已在供應鏈金融、
法務存證、數字資產、公益尋人等領域進
行了積極探索。

騰訊夥中物聯拓物流區塊鏈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鄭州海關日前發佈統計數據顯示，1月至2
月份，河南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

地區農產品出口約12.9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長約2.4倍，佔同期該省農產品
出口總值的近六成。
此外，河南省對歐盟（28國）出口農產

品約1億元，增長60.9%。河南省對東盟
（10國）、香港地區、美國分別出口農產
品11.5億元、4億元、1.7億元，分別增長
1.64倍、43.8%、13.6%；上述市場出口值
合計佔同期該省農產品出口總值的81％。
出口以乾香菇、乾木耳、其他製作或保藏
的蘑菇及塊菌、其他蘑菇罐頭為主，合計
14.1億元，增長約2.6倍，佔同期該省農產
品出口總值的61%。

豫農產品首兩月出口「帶路」增2.4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總投資4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寶能
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項目近日在陝西西咸

新區開工，該
項目規劃產能
100萬輛新能源
汽車，達產後
整車和零部件
製造產值將超
過千億元。開
工儀式上，寶
能汽車創新研
究院亦同時揭
牌，該研究院
將發揮西安人
才優勢，重點

突破新能源汽車關鍵技術，打造國際新能
源汽車創新技術研發高地。寶能集團董事
長姚振華出席開工儀式。

據了解，此次開工的西咸新區寶能新能
源汽車生產基地，將進行新能源整車及核
心零部件智能化研發製造。項目將建設包
含沖壓、焊裝、塗裝、總裝四大工藝車
間，以及新能源三電工藝車間、核心零部
件生產車間等，同步建設零部件產業園，
最終實現多車型共線生產。

整車和零部件產值將超千億
據悉，項目全面建成後，預計帶動全產

業鏈3.5萬人就業，拉動區域汽車銷售、汽
車金融、汽車後市場等配套服務的發展，
整車和零部件製造產值將超過千億元。
同日揭牌的寶能汽車創新研究院，則定

位為寶能汽車北方研發總部，下設8個研
究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
優客工場和wedo聯合創業社日前聯合發佈
消息稱，雙方簽署備忘錄，共同打造以深
圳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共享辦公平

台，共同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經濟。
據了解，2018年一季度，優客工場已完

成兩大明星共享辦公空間的併購，形成順
應行業發展的強強聯合。此次收購wedo聯

合創業社，為優客工場2018年的第三次併
購行為，併購後優客工場和wedo聯合創業
社在深圳已經擁有近20個共享辦公空間，
成為目前深圳地區共享辦公運營商行業巨
頭，將鞏固雙方佈局全球和粵港澳大灣區
的戰略，推動共享經濟和創新創業上水
平。

優客工場wedo建大灣區共享辦公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記者從上海虹橋商務區管委會了解到，阿
里上海中心項目已於年前竣工，並將於3
月下旬迎來大規模正式入駐。據悉，該項
目位於虹橋商務區核心區，總建築面積超
13萬㎡，預計總計將迎來約5,000名員工
入駐。

推動長三角電商中心平台建設
未來，商務區還將連同阿里，京東等，
共同打造長三角電商中心，建設電商發展新
高地。據介紹，未來，阿里將在商務區推

進電商行業從「線上交易+物流配送」的
傳統電商模式走向「實體新零售」的線上
線下相融，推動長三角電商中心平台建設。
雙方還決定立足國家長三角世界級城市

群建設總體戰略，圍繞長三角經濟社會發
展主要指標建立分析模型，形成虹橋指
數，並決定在區域積極探索和發展基於互
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互聯
網+醫療」模式，推進相關技術在醫療健
康領域應用，不斷提升醫療信息化水平。
未來，阿里將協調螞蟻金服與商務區共建
信用大數據平台。

■寶能新能
源汽車生產
基地開工現
場。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西峽香菇是河南省第一大出口農產品。
馮雷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廣州南沙近年來致力打造粵港澳大學生及青
年創新創業的綜合示範平台，僅近兩年便吸
引超過120個港澳創業項目和團隊通過創業
大賽入駐南沙。記者從「創匯谷──粵港澳
青年文創社區」獲悉，目前已簽約入駐團隊

超60個，以粵港澳團隊主打。
創匯谷有關負責人透露，作為省級科技

企業孵化器，創匯谷已成功孵化一批科技
企業。其中，專注於以互聯網模式發展傳
統人力資源業務平台的科技公司卓才股
份，成立不到5年便成功掛牌新三板。

逾120港澳創業團隊入駐南沙

阿里上海中心入駐 建電商新高地

■■全國人大代全國人大代
表李響接受記表李響接受記
者採訪者採訪。。

■■張寧閣團隊僅用張寧閣團隊僅用99天便製作完成天便製作完成
的雪博會主塑的雪博會主塑《《雪頌奧運雪頌奧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