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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貨交易 網掀換客熱

「畿南花月無雙地，薊北繁華
第一城」，說的就是天津。自明初
設衛以來，天津一直是通衢大邑，

衣食住行，好吃好玩的應有盡有，且
價格比北京城實惠不少。而北京人也是

出了名的愛吃愛玩閒不住，毗鄰的天津
自然成了最好的選擇。

直到如今，京津塘高速上，來往也多
是北京牌照的汽車；而京津城際高鐵開通後

，相當多的北京人喜歡花上五六十塊錢，一
天之內在兩地跑個來回，吃喝玩樂一趟。

一天的行程，簡單也十分夠本，悠閒之中
就可感受天津的 「老、中、青」。

說到 「老」，現在首推古文化街，古色古香
的大街上，泥人張、風箏魏、楊柳青年畫等招牌
幌子接二連三；天后宮祈求平安的香客絡繹不絕
；麵人、糖畫、泥塑等手工藝現場製作表演圍着
一群群顧客；大麻花、糖豆、海產品商店裡，天津
話與 「京片子」的討價還價聲，活脫脫一齣相聲
。據了解，每年來古文化街旅遊的就有將近300萬
人次，其中北京遊客數量最多，有近160萬人次。

「中」則是天津近代以來那一排排有着百年
歷史的西洋建築。首推的五大道風情區，擁有上
世紀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德、意、奧等不
同國家建築風格的花園式房屋2000多所，十足一
個 「萬國建築博覽會」。

清末民初，下野的軍閥、失意的政客、留辮
子明志的遺老遺少，都習慣把天津作為自己的歸
宿地。天氣晴好時，信步走在寧靜的街區裡，清
末慶親王奕劻舊宅，奉系軍閥、吉林省長張作相
舊宅，皖系軍閥、山東督軍田中玉舊宅，中法工
商銀行舊址，東方匯理銀行舊址……一個個銘牌
訴說着老建築的繁華往事。

光看光玩自然不夠，中午時分，坐上出租車
，直奔 「起士林」（KIESSLING）。這家始建於
1901 年的西餐廳，比在這裡比肩創辦的大公報還
年長一歲。當年德皇威廉二世的御用廚師阿爾伯
特．起士林在各國菜系中精選了法、德、俄等國
的幾個拿手菜，不僅征服了天津衛的各國洋人和
袁世凱等北洋新貴，也使西餐走上了天津人的餐
桌。慕名而去，點幾道罐燜牛肉、奶油烤雜拌、
起士林沙拉、紅菜湯，咀嚼的除了美味之外還有

過去的風雲。
說到 「青」，那自然是天津的現代新景觀。

乘坐 「天津眼」俯瞰天津風光，是個不錯的選擇
。 「天津眼」是世界唯一建在橋上的摩天輪，高
110 米，最高處相當於 35 層樓。傳說摩天輪上的
每個盒子裡都裝滿了幸福，由這幸福中放眼望去
，近處的大悲禪院香客不斷，海河上溜冰和鑿冰
釣魚的市民充分享受着冰上的樂趣，遠處的高樓
鱗次櫛比，讓人禁不住祈願在新的一年裡，萬事
萬物皆有新氣象。 【本報北京三日電】

閒遊天津的老．中．青
本報記者 馬浩亮

▲熱鬧的天津古文化街 馬浩亮 攝

在廣州工作的小金今年在公司年會上 「斬
獲」了一套進口的高級刀具，然而身為單身漢
的他平時甚少下廚，要把近兩千元的刀具轉
手送人又有些捨不得，想換點錢過年，但傳
統禮品店又不肯回收。面對 「閒着無用，棄之
可惜」的 「雞肋」禮品，小金最後把眼光投向
了網絡，最終刀具以原價 7 折的價格在網上
成交。

記者打開中國換客網、58 同城、趕集網
、淘寶網等內地知名網站，發現閒置禮品的交
易十分火爆，一些網站還開闢了專門的閒置禮
品區。在趕集網上，從春節以來個人出售購物
卡的信息，僅在廣州地區就超過了500條，價
格多數在9折左右。而除了煙、酒、保健品、
購物卡等傳統節日禮品外，出售的物件還包括
小家電、禮盒裝茶葉、以及iPad、iPhone4S等
電子產品，可謂應有盡有。多數賣家標出了價
格，但也有不少 「換客」表示願意直接以物易
物。

網上轉讓由於其信息量豐富、方便等原因
受到市民歡迎，但也有隱憂。譬如年會上的
獎品一般都沒有發票，難以享受免費維修。
網上還有專門的 「攻略」，教導市民在交換
過程中保持 「火眼金睛」，比如不要購買已
拆封的禮品，盡量做到當面交易等。

實體回收店 「轉戰」 網絡
與此同時，一些從事禮品回收的商家也開

起了網店。記者走訪廣州大街小巷，發現往年
懸掛在各類煙酒商行、小型超市門口的 「禮品
回收」牌子，今年十分鮮見，而在網上搜索
「禮品回收」，卻出現大量 「禮品回收公司」

。這些 「公司」的網站上有些貼有實體店照片
，有些則表示提供上門收貨服務，並承諾 「嚴
格為顧客保密」。

據了解，目前在實體商店的營業許可證方
面，沒有禮品回收這項註冊業務，因此市面上
禮品回收店舖均屬於無照經營和超範圍經營。
而根據內地《食品衛生法》規定，食品出售後
不能進行回收，因此私自回收酒類屬違法行
為。

春節過後，家家都不免堆積些
「閒着無用，棄之可惜」 的禮品，傳
統如煙、酒、茶，新潮如 iPhone4S
等電子產品。正當人們為過多的禮物
發愁時，易物網站進入眾人的視野，
成為內地市民 「轉讓」 閒置年貨的新
選擇。

【本報實習記者王悅廣州二日電】

【本報訊】剛過去的龍年春假是名副其實的 「黃金
周」。據商務部數據顯示，春節期間全國金銀珠寶銷售
額同比分別增長 16.4%，賀歲金條、金元寶、擺件、
「龍元素」飾品等受到消費者熱捧，專家指，隨着金融

風暴和債務危機的愈演愈烈，黃金作為重要規避風險資
產的價值再次被世人認可。

「淘金熱」在中國龍年新春上演。自古有着 「視金
如寶」傳統的中國人在剛過去的春假湧進金店，將金銀
珠寶收入囊中。據黃金消費商務部重點監測零售企業數
據顯示，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國節日市場金銀珠寶銷售
額同比分別增長 16.4%。賀歲金條、金元寶、擺件、
「龍元素」飾品等受到消費者熱捧。

有京城 「黃金第一家」之稱的北京菜百公司節日期
間金銀珠寶銷售同比增長 57.6%，聯通另一家黃金 「大

戶」國華商場，兩商家在短短七天的春假裡累計銷售近
6億元，同比增長49.7%。天津金元寶商廈、上海天寶龍
鳳銀樓和瀋陽商業城分別增長66.7%、61.8%和58.1%。

「黃金櫃枱總是被三五層顧客包圍住，我們連吃飯
喝水的時間都讓出來了。」一位銷售人員對新華社記者
表示，自己最近每天都接待幾百位顧客，抄寫的購貨單
比平日多了好幾倍，寫得手臂酸疼痛還應接不暇。

昔日奢侈品走進百姓家
好不容易從人群裡擠出來，捧着一套傳統吉祥圖案

的兒童金鎖、金手鐲的苗女士表示，1984年女兒出生時
，想要買個小金鎖留做紀念，但當時商店裡沒得賣，而
且家裡積蓄也不夠， 「現在這個願望可以在外孫女身上
實現了。」

菜百公司副總經理關強說，黃金銷售也只是近三十
年的事。1985年，菜百是第一批38家開放黃金飾品的商
店，櫃枱裡的兩盤金項鏈開啟了黃金銷售。那時候，黃
金飾品對於多數普通百姓來說絕對算得上奢侈品。

然而據中國黃金協會1月31日提供的最新統計數據
顯示，2011 年國內黃金產量達到 360.957 噸，連續五年
居世界第一，遠勝於1975年13.8噸的黃金產量。

關強說，雖然黃金投資也有風險，但相對於那些對
投資經驗和技巧要求很高的品種來說，價格透明且容易
判斷的黃金正得到越來越多普通人的追捧。而隨着金融
風暴和債務危機的愈演愈烈以及擁有、投資黃金的渠道
增多， 「藏金於民」正逐漸成為現實。

太空站項目落戶天津
【本報訊】天津市與中國航天科技集團2日簽

署協議，備受關注的中國載人空間站等超大型航天
器項目落戶天津。

中新社天津消息：根據協議，中國空間技術研
究院將在天津濱海高新區建設超大型航天器AIT中
心等 17 個項目，主要承擔中國空間站、超大型通
信衛星和超大型遙感衛星等科研任務。建成後，中
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天津基地總投資將達100億元人
民幣。

解放軍總裝備部副部長、載人航天副總指揮牛
紅光在此間表示，該項目落戶天津具有重大戰略意
義和綜合帶動作用。我們看好天津高端化、高新化
、高質化的產業結構和濱海新區強勁的發展態勢，
希望雙方深化合作，推動中國載人航天事業邁上新
台階。

據了解，作為中國航空航天產業的後起之秀，
天津已將形成以大飛機、直升機、無人機、新一代
運載火箭、通信衛星、空間站為代表的產業機構，
作為 「十二五」發展重點。至 2015 年，該市將在
做大空巴A320飛機總裝線和無人機產業基地的基
礎上，建成中國民用直升機產業化基地、新一代大
型運載火箭產業化基地和超大型航天器製造及應用
產業基地。

福建漁船沉沒7漁民獲救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新華社消息，2 月 3

日 3 時許，福建漁船 「閩長漁 23284」在長樂東洛
島附近水域沉沒，船上7人全部落水。經福建海事
部門4個多小時的海空立體搜救，遇險7名漁民已
全部獲救。

3日凌晨3時30分，福州海上搜救中心接到報
警，迅速啟動海上搜救應急預案，組織、協調現場
搜救行動，一方面通過福州話台發布航行警告要求
過往船舶前往事發水域進行搜尋，另一方面，將險
情上報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組織指揮專業救助船
和專業救助飛機前往參與救助，組織指揮海事公務
艇趕往現場，並組織附近水域漁船前往搜尋遇險船
員。一場立體式搜救行動在事發水域全面展開。

由於近日冷空氣南下，事發水域陣風 9 到 10
級，海面大到巨浪，天氣海況極為惡劣。時間就是
生命，福州海上搜救中心組織協調飛機2架次，專
業救助船舶1艘，公務用艇2艘，漁船10艘，過往
船舶10餘艘集結事發水域，展開海空立體式搜救。

7時22分，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在事發水域率
先發現4名遇險漁民，立刻放下專業救助繩，將4
人救起，20分鐘後，再次發現3人，隨即立刻將3
人救起。截至上午7時40分，遇險的7名漁民全部
獲救。

福建海事部門提醒，近日冷空氣頻繁南下，又
恰逢台灣海峽霧季多發季節，兩岸漁船出海作業需
謹慎，切勿冒險。

粵擬5年內聘5萬專業社工
【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廣東省計劃在 「十

二五」末期擁有5萬名專業社會工作者，全省平均
每萬人擁有持證專業社工人數達到5人，公益服務
性事業單位內社工崗位的比例不低於五分之一。這
是記者3日在 「廣東省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
工作會議」上獲悉的。

廣東省民政廳廳長劉洪表示， 「十二五」末期
，廣東省民政、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領域
的公益服務性事業單位的社會工作崗位設置比例將
不低於20%，社工隊伍將成為推動社會管理與創新
的重要力量。

據介紹，近年來，廣東省對社工崗位入職從嚴
要求，新增社工崗位原則上聘用已取得社工執業證
書的人員或者社工專業畢業生，從源頭保證從業人
員的專業化水準。截至 2011 年底，廣東省已有
8178 人通過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準考試，報考
和通過人數均居全國前列。

近年來，廣東各地將社工崗位開發作為一項基
礎性工作，在公益服務性事業單位、城鄉社區綜合
服務中心和民辦社工機構大力培育和吸納社工人才
。目前，廣州市54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吸納了550
多名社工上崗，中山市則已經實現了社工在鎮街綜
合服務中心的全覆蓋。

到 2015 年，廣東省計劃建成 4 個省級社工人
才培育基地，每個市建立一個市級培育基地，全省
民辦社工服務機構將達500家，珠三角城市的中心
城區在2012年爭取全面鋪開專業社工服務。

廣東省還將在 「十二五」時期探索建立重大事
件社工應急機制，在應對重大自然災害、突發性公
共事件等場合積極引入社工專業人才參與服務。

2 月 3 日，雲南
農業大學專家應用

克隆和轉基因技術，首次培育成功的攜帶綠色熒光
蛋白及Leptin蛋白的轉基因克隆豬，豬蹄在光線暗
的情況下會發出綠色的熒光。據主持這個課題的魏
紅江教授介紹，這種轉基因克隆豬在生長、繁殖、
泌乳和生長性能方面發生的改變，將可用於脂肪沉
積以及人類肥胖病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中新社

內地黃金周上演淘金熱

熒光豬助攻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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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斌、通訊員羅權平湘潭三日電】湖
南江麓機電集團研製的礦山救援車，近日經過 96 小
時生命生存真人試驗後宣布成功，將成為礦山救援的
「挪亞方舟」，也是國內外首個經驗證的自驅式礦山

救援系統，它的研製填補了國內高端礦山救援設備的
空白。

記者從江麓集團獲悉，目前，國家應急救援中心
已和該集團達成了150台的意向購買合同，多個地方
應急救援中心也表現出了強烈的合作意向。

據技術設計人員王羅韜介紹，江麓礦山救援車借
鑒了許多先進的軍用技術，能為礦井發生事故後無法
及時撤離的井下工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密閉空間，對外
能夠抵禦爆炸衝擊，冒頂坍塌、高溫煙氣、隔絕有害

氣體；艙內配備有二氧化碳吸收裝置及空氣循環系統
，能為被困人員贏得較長的生存時間。

曾參加真人生存實驗的邵陽煤礦救護大隊中隊長
周石齊說，在艙內的整體感覺良好，艙內能夠提供食
物、氧氣和水，有較為先進的通訊和衛生設施，能夠
與外界進行有效溝通。

2010年8月智利聖何塞銅礦發生礦難時，33名礦
工藏身地下 688 米的礦井避難所 69 天，最後全部生
還。當時，中國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趙鐵錘就表示，
智利礦難救援成功有重大借鑒意義， 「救生艙的建設
工作將是整個礦山企業的重中之重。」按照安監總局
要求，2013年6月底前，所有煤與非煤礦山都要完成
礦井避險系統的建設完善工作。

湘產礦難方舟獲150台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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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麓機電集團研製的礦山救援車，能為
無法及時撤離的井下工人提供安全的密閉空
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