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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看台

在中俄界江游船上赏两岸风
光，在犹如仙境的茅兰沟国家森
林公园内寻幽探秘，在引人入胜
的恐龙主题公园中找寻恐龙的足
迹……

连日来，风景秀丽、凉爽怡人
的伊春市嘉荫县迎来了大批游客
来到这里避暑游玩。

近段时间，南方部分省市的
最高气温已达到了 40摄氏度，气
象部门发布了黄色高温预警。而
林都伊春嘉荫县凭借凉爽的气候
和旖旎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了避
暑纳凉的好地方，吸引了众多游
客的目光。

嘉荫“佳景”
迎客来

□文/摄 李绍军

本报记者 荆天旭

涓涓溪水，给前来游玩的游
客带来丝丝清爽。

文旅动态

7 月 21 日，齐齐哈尔市首届
冰雪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市冰上运
动中心黑龙速滑馆举行。盛夏时
节，鹤城青少年争相参与，在活动
中，真正感受到了“亚洲最佳冰球
城市”的魅力，不论是学生、家长、
教练，还是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为
此点赞。

据介绍，今夏齐齐哈尔精心
策划推出了“齐齐哈尔市冰雪夏
令营”“亚洲最佳冰球城市消夏之
旅”等精品旅游线路和产品，鹤城
广袤的湿地、美丽的丹顶鹤、飘香
的烤肉、刺激的冰雪运动，必将给
鹤城学子和广大游客留下难忘的
体验。

开营仪式后，现场发布“齐齐
哈尔市冰雪夏令营”和“亚洲最佳
冰球城市消夏之旅”旅游产品。
随后，来自全市 17所中小学校的
200名优秀青少年，体验“冰球齐
缘”冰雪夏令营旅游产品，先后来
到市冰上运动中心、市博物馆、扎
龙自然保护区、锦鹤观光牧场等
地，领略鹤城风光，感受冰雪魅
力。

当日，齐齐哈尔市夏季冰雪
旅游产品发布，推出 4款“齐齐哈
尔市冰雪夏令营”旅游产品和5款

“亚洲最佳冰球城市消夏之旅”旅
游产品。

此次推出的夏季冰雪旅游产
品，是经过齐齐哈尔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市教育局等
部门深挖全市冰雪旅游资源，结
合市场需求，策划设计的面向青
少年和广大游客的冰雪旅游产
品。以此最大程度发挥冰雪资源
优势，助力齐齐哈尔市冰雪旅游、
冰雪体育、冰雪装备制造等相关
产业发展。

这消息真“凉爽”：

鹤城冰雪夏令营

开营啦
□于淼 本报记者 姚建平

专业教练现场指导。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李贺摄

文旅聚焦

哈尔滨茂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理蔡宝明，是一家数字藏品工作室
负责人。去年 6月，南方的朋友涉猎
数字藏品领域，想让他帮忙介绍几位
做动漫原创的作者，他才第一次听说
数字藏品，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目
前，他帮人代理了十几个数字藏品产
品。他认为，在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中，数字藏品大有可为。比如可以把
冰雪大世界做成一个数字藏品，既可
以把它当门票进行销售，同时也可以
成为一件收藏品。这样就可以大大
增加景区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目前数字藏品市场规
模大概在 180亿美元，预计在 2026年
将达到820亿美元的规模。这种重量
级的市场吸引了大批机构跑步入场。

涉猎此行业的北京清博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祖希接受了记
者采访，他认为数字藏品的未来和数
字经济是紧密相连的，目前政策导向
是引导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未来
元宇宙必然成为新时代的发展趋
势。数字藏品未来可期。“未来，数字
藏品将会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功能，
这也是各行业争先恐后布局数字藏
品产业的原因。”李祖希说。

数字藏品离我们
□文/摄 本报记者 李涛

数字藏品 未来可期

传统零售业转型晋升创意
感十足的网红打卡地。22日，
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打造创意
设计产业内容之一，曼哈顿商厦

“曼生活市集”开市。“重体验”场
景的构建，在满足年轻客群对时
尚文化、品质生活消费需求的同
时，为区域创意设计产业发展添
翼。

记者在曼哈顿商厦一楼看
到，原有的空间被整饰一新，个
性化的装饰极具潮流感。“市集”
内展出销售的既有非遗文化手
工品、潮流手办玩具还有各类前
沿创意家居饰品，吸引许多年轻
顾客前来打卡购买。而该“市
集”也是曼哈顿集团打造时尚生
活创意产业园的内容之一。

据了解，为加快创意设计产
业发展，道里区围绕曼哈顿商
圈、爱建商圈、中央大街商圈，通
过曼哈顿时尚生活创意产业园、
似水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园区的
打造，让传统商圈焕发新活力，
加速促进创意设计产业跨越式
增长、规模化发展。

创意设计添“新宠”

打卡“曼生活市集”
□文/摄 孙姬 高帅

本报记者 马智博

哈尔滨市收藏家金辉开了一个画
廊，不久前,他收藏的我省著名书法家
游寿先生的书法作品被制成了数字藏
品,并在相关平台上发布。金辉说,这
个藏品一共是 20份，每份卖价是 199
元，已经卖了三份。每卖一份，平台就
会给藏家进行结算。据了解，近年来，
数字藏品在90后、00后群体中颇为流
行。“现在主要是年轻人喜欢的动漫类
数字藏品卖的比较好,有的甚至能卖
出几十万份,传统的东西还不太好
卖。”金辉说。

所谓数字藏品，即NFT在国内的
称呼。NFT 是 Non-Fungible Token
的简称，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应特定
的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
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实现真
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使
用。又被称作“非同质化代币”，有数
字图片、音乐、视频、3D模型等形式。
从全球数字藏品行业交易额来看，增
长趋势突飞猛进。比如北京冬奥的冰
墩墩等吉祥物便带火了数字藏品，国
际奥委会官方授权的冰墩墩数字盲盒
在某平台发售，总数为500个，每个99
美元，交易市场上转售的价格暴涨，曾
出现1888美元的成交价格。

数字藏品 就在身边

日前，记者在手机“应用市
场”上搜索“数字藏品”，发现有
十多个数字藏品的APP可以下
载。记者下载了其中一个鲸探
APP。在这里面发现有吴昌硕、
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的书画
数字藏品等，标价从 8元到 29
元不等。多数都是限量为八千
份到一万份。记者发现，其中
一个天舟数字飞船的数字藏
品，限量 1万份，标价 25元，已
全部售罄。

之前数字藏品的疯狂炒作
已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监
管力度一直在加强。去年 10
月，由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
牵头，多家单位共同发布《数字
文创行业自律公约》，坚决抵制
任何形式的数字文创作品价格
恶意炒作，防范投机炒作和金
融化风险。有关专家提出，数
字藏品要获得持续的发展，需
要合规的产业运作和完善的监
管机制，防止技术的滥用沦为
违法犯罪的工具。只有这样，
才能构建出健康的数字藏品交
易市场。

数字藏品 监管加强

大兴安岭邀您“一路向北”
□本报记者 刘欣

在我国数字经济浪潮中，数字藏品正悄然形成一股热潮。当前我省数字经

济产业在多元政策赋能下，正乘风起航，数字藏品到底是什么？它在数字经济

背景下意义何在？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避暑+爽游

去年冬天，一曲《漠河舞厅》令漠河及其所处的大兴安岭地区“圈粉”无数。如今，盛夏已至，这里又将带给游客怎样的惊喜？今年夏季，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以“梦想北方 清爽龙江”为主题推出夏季旅游产品和线路。根据2016-2021年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推出
的“中国天然氧吧”榜单，特别推出五大避暑旅游城市，大兴安岭地区位列其中，为游客奉上一份清凉厚礼——邂逅20摄氏度的夏天。

中国找北的唯一之
地、观赏极光的最佳之
地、避暑休闲的理想之
地、森林康养的必选之
地、见证真爱的神圣之
地……自然资源富集的
大兴安岭地区，凉爽的
气候总会为游客治愈疲
乏的身心。记者从大兴
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了解到，为全面展
示当地的避暑资源，打
造优质文旅品牌形象，
邀约游客到此“凉爽一
夏”，大兴安岭地区在今
夏打造了以“一路向北·
自驾兴安”为主题的“极
地消夏避暑季”，推出了
以“二线、三赛、三节、九
大体验”为内容的消夏
避暑系列产品。其中，
二线为自驾界江古驿醉
美G331线,找北探源国
道G111线；三赛是极昼
马拉松赛、森林自行车
挑战赛、兴安美食大赛；
三节为北极光节、鄂伦
春民俗文化节、五花山
节；九大体验分别为寻
源避暑游、找北消夏游、
鲜卑文化游、森林康养
游、界江风情游、极地研
学游、古驿民俗游、浪漫
寻爱游、湿地观光游。

大兴安岭夏季平均气温只有
20℃左右，犹如自带天然大“空
调”。这里湿度适中，空气中负氧
离子含量达每立方厘米 3.8万至
5万个，有“天然氧吧”之称，是国
内非常适宜夏季生态避暑、休闲
度假、养生养老的地区。

深处中国最北的“养生福
地”，耳边萦绕的是鸟语莺莺，呼
吸着PM2.5接近于零的高纯度空
气，品尝着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
食材，或在莽莽的原始森林中徒
步穿越，或漫步在森林栈道、森林
浴场，体验中医理疗、药膳养生等
养生养老业态，一场身心愉悦的
避暑养生之旅就此开启……

大兴安岭地区有立体式的
交通网络，一个地区拥有加格达
奇和漠河两个机场，可以从北
京、深圳、上海、大连、揭阳、呼和
浩特、海拉尔等城市乘飞机到达
大兴安岭；铁路列车可直达北
京、哈尔滨、大连、沈阳，以及沿
线各城市；公路也很畅通，完全
可以满足自驾需求，实现便捷轻
松的出行。

如果精力足够充沛，自驾到
大兴安岭将是一种非常不错的
选择。驾车穿行在原始森林中，
徒步享受中国最北森林供“氧”，
在万顷林海里寻求畅游的乐趣。

（图片由省文旅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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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大兴安岭就有人类繁
衍生息，是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
民族发祥地之一；两千年前，拓跋鲜卑从这
里南迁，历经征战，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
王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两次打赢
了雅克萨战役，开辟了嫩江到漠河的最北
古驿路……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令这里
的人文风情同样熠熠生辉。

2011 年以来，大兴安岭地区共发现
岩画遗址 38个，时间跨度从新石器至辽
金时期，被确定为全国重点考古项目。
境内的“世界唯一爱的坐标原点”，北纬
52°13′ 14″ ，东经 124°41′ 31″ ，同“我爱
你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只爱你”高度契
合，这是情系天地的寻爱之地，也是见证真
情的神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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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祖国最北的一方山
河，“神州北极”是她的符号，“大美兴
安”是她的容貌。来到大兴安岭，就
找到了“北”，就找到了方向、健康、快
乐、吉祥。北极村作为我国距离北极
圈最近的地方，能够观赏到极昼、极
夜和极光等神奇天象，北极光节、极
昼马拉松已成为颇负盛名的重要节
庆赛事活动。

八万里莽莽林海，万木争荣，浩
瀚无边；千余里滔滔界江，雄伟壮观，
气势磅礴。乘游轮沿世界第一大界
江——黑龙江顺流而下，幽静地观赏
两岸秀美的自然风光，感受浓郁边境
民俗和异国风情。亚洲最大的寒温
带岛状林湿地，铺展一幅天然“龙”的
神奇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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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

漠河北极村漠河北极村。。

呼玛县画山界江旅游度假区呼玛县画山界江旅游度假区。。

游寿书法作品被制成
数字藏品。

平台发行的天舟数
字飞船藏品。

“市集”内展出销售的各
类创意产品。

“市集”内设计创意十足。

开展陆地训练。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李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