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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行驶在沧保路，河
间市几个乡镇的街道两侧门
市很是特别，玻璃商行、玻
璃制品、玻璃器具……“玻
璃”两个字不断闪现。原
来，这是沧保路沿线黎民
居、行别营、沙洼等乡镇的
玻璃制品企业在这条公路上
设的门店。而在距离不远的
乡镇、村子，则是成百上千
的玻璃制品生产企业。

这些企业，很多都在村
子里，仅行别营乡大史村，
就有 300 来家生产玻璃器具
的企业。在河间，玻璃制品
注册企业达 252 家，从业人
员近6万人，年消耗玻璃达
10万吨。

像明尚德这样的企业，
是 河 间 玻 璃 制 造 业 的 代
表。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
手工吹制耐热玻璃制品生
产企业，还是国内首家耐
热玻璃上市公司。企业与
星巴克、康宁、雀巢、苏
泊尔等多家全球知名品牌
建立了合作关系，所生产
的工艺玻璃制品畅销国内
外。明尚德不仅创造了业
内神话，还带动河间整个
玻璃产业向高品质、求创
新和自主研发设计的方向
发展，由他们建造的玻璃
博物馆，更是将河间玻璃
产业的规模和实力呈现给
外界。

这样的成绩并非偶然，
当我们进入企业车间，看到
工人们在上千摄氏度的火焰
背后拉丝、吹胎、爆口；办
公楼里，研发人员设计新工
艺，熬夜修改方案，想方设
法创新产品；展厅里，销售
员面对手机直播卖货，讲得
口干舌燥……这就是“工
匠”精神，在劳动密集型产
业之中，因为有了这种认真
和拼搏，才有今天河间玻璃
产业的辉煌。

如今，河间工艺玻璃
小镇正在规划和建设，未
来众多玻璃制造企业将聚
集其中，小型企业有了更
好的发展平台，河间打造
国际工艺玻璃生产基地的
梦想也将更进一步。相信
这一富民产业的不断发展
壮大，将为更多的百姓提
供就业和致富之路，小康
生活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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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的高温，火焰呼呼作响，
火苗炙烤着玻璃管，拉伸、吹胎、
爆口……走进明尚德工艺玻璃生产
车间，高温下的生产场面，甚是壮
观。

这是一个生产普通玻璃水杯的
车间，十几名工人正在操作。他们
戴着护目镜和护耳器，在 1000摄氏
度以上的火焰旁进行流水线作业。
第一个环节的工人在拉丝，他将玻
璃管截成产品所需尺寸，传至后面
的工人将丝加热至金黄透明即熔融
后，放至相应模具内吹制，即吹
胎。随后的工人再将产品胎吹成
型，用排灯火将多余的料切掉，这
叫爆口。之后，有工人粘把，贴
花，最后退火。

有的车间是半自动化生产，耐
高温玻璃管材料被传送到机器，经
过几道工序，出来就是成品玻璃
杯。“器械化制造只适合外形简单
的玻璃器具，特点是效率高、产量
大、人工依赖程度低，但有复杂造
型的产品都需要半自动与人工结
合。”明尚德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磊说，企业两个厂区
共 15条生产线，多数是手工操作，
这些工人都是掌握传统工艺的匠
人，技术非常过硬。

行走各个车间，生产的成品茶
具、水具、酒具、咖啡具、餐具等
摆放得满满当当。这些产品，除了
在国内销售外，有的还销往欧美日
韩等国家和地区。

午后的河间永华汇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内，经过稍稍休息，工人们
又开始了忙碌。增加了竹编的水
杯，配上款式新颖的煮水壶，一套
经过创新的茶具正在紧张生产。

“夏天生产凉水壶，冬天生产煮水
壶，产品跟着季节走，款式跟着潮
流走。”负责人介绍，公司经过不
断创新，打造出了多款实用性和美
观性兼顾的茶具、酒具。

展厅里，各种玻璃制品琳琅满
目，一个展台前，几个小姑娘正在
直播卖货，“这款水壶造型美观，
你们看这个带花的把手，做工精
良，不烫手……”手机上，订单接
踵而来，销量可观。好的产品吸引
了商家的关注，永华汇的玻璃制品
通过知名主播薇娅带货，3 次直播
销量就达 10多万件 （套）。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工厂，无
论生产还是销售，河间工艺玻璃制
造一派忙碌景象，在创造经济价值
的同时，也传承着文化。

火焰旁火焰旁 生产忙生产忙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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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玻璃的世界这样丰富多
彩。”走进河间，浏览工艺玻璃制
品，仿佛开启了奇妙玻璃世界的大
门，玻璃是“活”的，灵动而变幻。

在尚德博物馆，形状各异、色彩
丰富的玻璃制品惹人喜爱。琥珀色的
食品保鲜盒，高雅大方；微晶玻璃
锅，可以直接放在火上加热，简洁美
观，可以观察到里面的食材，一些美
食博主喜欢；抗摔玻璃盘，仿古瓷的
视觉效果，有着说不出的美丽……

“这些玻璃制品超市有吗？我特别想拥
有一套这样的餐具。”一位市民在展柜
前流连忘返，一直打听在哪儿能买到
这样的产品。

而一些网红和潮流产品则吸引了
年轻人的目光，网红猫爪杯、故宫博
物院文创双层杯、中秋水墨系列……
时尚、科技、文化，在一根根玻璃管
中，拉伸、淬炼，融合在一起。

在一款看上去像陶瓷的餐具前，
游客看了又看，“怎么看也不像玻璃
制品，还以为是青花瓷呢！”一位市
民赞叹道。除了厨房日用品，白雪公
主的玻璃鞋、雕花摆件、动漫卡通形
象、仿古瓷花瓶……从童趣到文艺，
从实用到装饰，多彩丰富的玻璃制品
让此行的人们开了眼界，也感受到美
的生活。

多彩玻璃多彩玻璃

梦幻空间梦幻空间
□□ 本报记者 尹 超

生产车间里，玻璃工匠们
正在忙碌，只见他们双手上下翻
飞，数道工艺过后，玻璃原料变
成了水杯、茶具、酒瓶等，走进
千家万户，走向国际市场。在河
间市，这样的工艺玻璃制作公
司，大大小小有千余家，河间，
也拥有了“中国工艺玻璃之都”

“中国耐热玻璃生产基地”“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玻璃制
品）”等众多称号。

追溯到上世纪 70年代，河
间工艺玻璃制品产业刚刚起步。

“当时主要是分散的家庭作坊及
社队搞副业，都是老一辈传下来
的手艺。”河间市工艺玻璃行业
协会副会长魏庆永说。

烧制仪器、仪表、烧杯
……在家里开个小作坊，用煤油
烧制一些简单的玻璃制品，成为
行别营乡不少家庭的营生手段。
那时候的玻璃原材料不像现在这
么硬，“开始都是一些小软管，
随着发展，慢慢出现太阳管、高
硼硅玻璃。”魏庆永说。玻璃加
工具有手工易操作、便于生产、
市场需求大、效益高等特点，使
其得以传承发展下来。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鼓励
发展多种经营，一些玻璃加工者
开始一家一户搞加工，使玻璃仪
表、仪器加工产业遍地开花。近
年来，河间市委、市政府下大力
度引导扶持企业转型升级，加大
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
术设备，改进制作工艺，开发名
优特精新产品。玻璃产品实现了
由普通玻璃向耐热玻璃、由实用
向观赏艺术的转变。

如今，经过数十年发展，
河间工艺玻璃逐步由分散加工到

规模生产，由贴牌代工到拥有自
主品牌，由手工操作到引进机械
加工，由主攻国内市场拓展到国
际市场，现有注册企业 252家，
规模以上企业 19家，注册加工
摊点超1000多家，从业人员近6
万人。

产业主要分布在黎民居、
景和、行别营、沙洼、西九吉等
沧保路沿线乡镇，形成了黎民居
乡常召庄村、沙洼乡大黄务村和
行别营乡大史村 3个产业聚集
区，涌现出了明亮玻璃、明尚
德、永华汇、华欧、宏艺、华日
等一批知名企业，15家企业取
得自营出口权，2019年实现营
业收入60亿元，出口创汇1.2亿
美元。

开发形成工业仪器、工艺
酒具、工艺茶具、工艺烟具、
工艺饮料器皿、工艺日用品、
室内工艺装饰品、餐饮用品等
八大类、几千种规格的系列产
品体系，具有很高的实用、观
赏、收藏价值。产品除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济南等国内
大中城市，还出口亚洲、欧
洲、美洲、大洋洲等 50多个海
外国家和地区。

“我们不仅有传统的销售渠
道，现在电商也是风生水起，前
段时间薇娅直播带货，几分钟就
销售了几万套茶具，工厂也都有
自己的主播直播卖货。”魏庆永
说，传统工艺已融入新元素，销
售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

10 月 29 日，“相约看沧
州”第四十一站启动，走进河
间工艺玻璃展示基地——尚德
博物馆，近距离接触耐高温工
艺玻璃制品，欣赏来自世界各
地的玻璃艺术品，感受河间工
艺玻璃产业和玻璃文化的魅力。

踏入博物馆，琉璃闪耀，
光彩炫目——品类繁多、形状
各异的各种耐高温玻璃制品令
人目不暇接。序厅里，玻璃生
产工具及原材料的展示，带领
人们进入河间工艺玻璃的发展
历史。

一层展厅里，河间工艺玻
璃行业的龙头企业——明尚德
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旗下
5 个子品牌的产品琳琅满目。
在一个展柜前，一排精美的咖
啡壶、咖啡杯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这是日常玻璃器具，我
们与世界知名品牌合作，产品
远销欧美日韩等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讲解员说着，一脸
自豪。

而在另一个展柜前，不少
人驻足拍照，原来，上面是一
排可爱的猫爪杯和图案独特的
城市杯，“这可是星巴克的咖啡
杯，非常抢手。”一位游客感
叹，没想到这么昂贵火爆的咖
啡杯竟是沧州制造。“这个展柜
全部是星巴克公司的产品，从
OEM 到 ODM，很多设计的背
后，都有我们的参与。”说着，
讲解员拿起一个城市杯说：“这
个杯子是针对世界各大城市特
点专门设计的，只有在当地的
那个城市才能购买到，受到了
各地居民的欢迎，销售数量非
常可观。”

巴西世界杯时制作的双层
啤酒杯、为人民大会堂餐饮
部定做的红酒杯、为故宫博
物馆做的文创双层杯、获得

“中国好设计奖”的康宁 X 杯
……走过一个个展柜，从水
杯到酒杯，从茶具到餐具，
从生活到观赏，有的原材料
珍贵，有的工艺精良，还有
的创意特别，可谓件件精品。

在彩色玻璃制品展区，一
套花好月圆系列茶具尤为独
特，高硼硅的玻璃杯子上贴热
变画纸，倒入热水后这梅花图
案可以从白色变为玫红色。用
手摸一下，感觉特别轻，玻璃
特别透亮。“这就是人工吹制出
来的高硼硅特点。”讲解员一语
道破其中秘密。

通过介绍，人们了解到这
些流光溢彩的玻璃产品，全部
为纯手工制作，靠的是匠师手
中的镊子、钳子、剪刀等工
具，通过拉、缠、吹、剪等手
法制作而成，每件产品都是独
一无二的。

二楼展厅，来自世界各地
的玻璃艺术品群英荟萃。采用
古法琉璃脱蜡的创作方法制作
而成的“平安兴隆瓶”，手工
雕刻避暑山庄全景图的“蓝纹
白底灯笼瓶”，德国艺术家制
作的玻璃人像，瑞典玻璃艺术
大师的玻璃盘绕作品，挪威的
水晶玻璃果盘……欣赏一件件
玻璃艺术品，赞声不绝于耳。

“这些藏品大多是 20世纪末一
些国内外工艺大师的作品，晶
莹剔透，精致典雅，美轮美
奂，每件艺术品都充分展示了
东西方不同地域文化文明，具
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作
者精湛的手工艺术和独特的艺
术构思。”明尚德玻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磊说。

从 2016年开始，河间市政
府每年举办一次中国·河间工
艺玻璃设计创新大赛和中国·
河间国际灯工玻璃艺术节。借
助节赛，河间工艺玻璃的影响
力越发壮大，来自世界各地的
玻璃艺术大师的作品也涌向了
这里。

一座玻璃博物馆，藏着河
间工艺玻璃的悠久历史和巨大
魅力，将河间整个玻璃产业最
优秀的产品汇聚一起，既是一
种展示，更是一种文化。有了
这种展示和文化，更多的人了
解了河间工艺玻璃，也为之加
油喝彩。

玻璃的艺术玻璃的艺术玻璃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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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走向大产业小作坊走向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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