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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场与浦东开发开放共成长
全力助推而立浦东再次腾飞
Growing alongside Pudong's development and 
opening-up Shanghai airports will help Pudong 
thrive again

疫情防控与精心服务并重
上海机场顺利完成进博会保障工作
With equal stress on pandemic control and 
service quality
Shanghai airports contributed to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CIIE

上海机场集团参加2020年中国民航四型机场
建设发展大会暨成果展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attended the CAAC 
meeting in Xiamen

东方国际集团向上海机场集团捐赠防疫物资
Orient International donated supplies to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for pandemic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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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
从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

从1座航站楼到4座航站楼+卫星厅
从1条跑道到6条跑道

年客流从400万人次到1亿人次
年货邮从8万吨到400万吨——
上海机场与浦东开发开放共成长
全力助推而立浦东再次腾飞

撰文/尚机轩  图片/东子

 Growing alongside Pudong's development and opening-up
Shanghai airports will help Pudong thrive again
上海机场与浦东开发开放共成长
全力助推而立浦东再次腾飞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rom Hongqiao Airport to Pudong Airport

From one terminal to four terminals + a satellite terminal
From one runway to six runways

From 4 million to 100 million annual passengers
From 80,000 tons to 4 million tons of annual freight -

Shanghai airports have grow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up of Pudong

And will make an all-out effort to help Pudong thriv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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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党代会

11月1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顺利闭幕，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迎来进博会
返程客流。两大机场启用了进博专用安检通道，为参会嘉宾提供安心、顺畅的出行
保障。

On November 10,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third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CIIE),
Shanghai Pudong and Hongqiao airports accommodated passengers returning from
the Expo. The two airports had set up special security checkpoints to ensure that
people could travel  safely and smoothly.

With equal stress on pandemic control and service quality

撰文/尚机轩  图片/善见

据统计，进博会期间，浦东和虹
桥机场分别保障进出港航班7278架
次和4389架次；分别保障进出港旅客
74.5万人次和73.9万人次。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全力保障进博安全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上海
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和运行保障两手抓、不松懈，各项防
疫措施严格落实到位，所有进入航站
楼区域人员100％红外测温、100％佩
戴口罩。机场消毒团队每天对航站楼
内卫生间（母婴室）、旅客休息区域、
出租车站点、停车库等公共区域实施

预防性卫生消毒；对值机柜台、座椅、
饮水机、垃圾桶、洗手间洁具等旅客
使用频率较高的设备设施表面按每两
小时一次的频率进行消毒保洁；对楼
内数万辆手推车进行高频消毒保洁；
安检通道推行“一检一消毒”举措及
日常消毒举措；每个航班到达后，对
登机桥区域、行李提取区、洗手间、转
盘、行李托盘等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消
毒保洁；航站楼空调系统具备紫外线
消毒能力，空调通风系统采用全新风
方式运行，确保楼内通风良好。两场
还在航站楼区域设置了32个防疫物
资销售点，品类涉及一次性口罩、免
洗手消毒液、卫生消毒湿巾等。

疫情防控与精心服务并重
Shanghai airports contributed to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CIIE
上海机场顺利完成进博会保障工作



两场的进博会嘉宾服务设施完
成扩容升级。虹桥机场南区贵宾室历
经6个月的扩建改造投入运营，使用
面积扩大了1.5倍，新增6间贵宾室以
及餐厅、散客区、会议室等保障设施，
大大提升了南区贵宾室在高峰时段的
营运效能和航班保障能力。浦东机场
D区、H区贵宾室项目也相继完成改
造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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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氛围处处有
文化特色显魅力

进博会期间，进博元素装扮渗透
到了两大机场旅客和嘉宾抵离机场的
各条动线和各项服务流程中。除此以
外，富有中国文化和海派特色的“国
潮”元素也融入两大机场整体环境氛
围布设中。

浦东机场在航站楼周边区域、
贵宾区域布置了花卉和绿化景观，在
进出机场主干道两侧设计了“一带一
路”“流光探影”主题景观。以江南文
化为背景，浦东机场将进博元素融入
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了“绿水青山”别
样江南特色的氛围展示区，布置各类
绿植花卉7000株，摆放“进宝”80余
个，通过主题景观、小型造景与进博
元素的结合，打造更具文化特色的进
博氛围。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11日）

浦东机场多场文化互动巡游会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等多样的演
绎形式与现场旅客互动，共同感受包
容开放的海派文化，彰显国粹魅力。

虹桥机场在主干道两侧，以大块
草花营造彩色飘带，15万余株各色花
卉和植物争相斗艳，喜迎八方来宾。
重点对虹桥路（机场段）、迎宾一路、
空港一路、迎宾三路等11条主干道采
取“夜间高压冲洗、白天多次保洁”的
24小时动态清洁模式，持续打造整洁
靓丽的环境。

此外，虹桥机场在两座航站楼精
心打造了8组主题绿化景观，以进博
会会标和“进宝”为元素，表达了“百
花齐放迎进博”的创作寓意。

服务接待国际化  
温馨细致迎嘉宾

位于虹浦两场到达区的4处进博
会接待服务中心于10月28日全新启
用，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为参展人员提
供英日韩等多种语言咨询服务，将进
博会的“前台”延伸到了两大机场。接
待中心还配备了《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旅客服务指南》，以及免洗
手消毒液等。

浦东机场在楼内主要问讯柜台
推出了手持式62国语言翻译机实时
翻译和手语远程视频翻译服务，还更
换和新增地膜指示标识约1700m²，方
便旅客辨识楼内方位，前往各出入口。

虹桥机场甄选了一批具有较好
外语沟通能力和保障经验的客服人
员、电瓶车服务人员、手推车服务人
员，实行岗位联动，为展商和旅客提
供现场问讯、交通导乘、提携行李等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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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以“聚力四型机场，助力民航强国”为主题的2020年中国民航四型机场建设发展大会暨成果展在厦门举
行。会议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型机场建设的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民航工作会议精神，是一次推进实施《中国民航四
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一2035年）》，提升四型机场建设水平，助力民航强国建设和新时代机场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会议。民航局副局长董志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机场集团总裁冯昕应邀出席会议。

On October 29, with the theme of “Building safe, green, smart, and humanistic airports to create a strong presence in 
civil aviation”, the meet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AAC in building such airports in 2020 was 
held in Xiamen.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 green, smart, 
and humanistic airports,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nference, the meeting is critical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on Program of the CAA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 Green, Smart, and Humanistic Airports 
(2020-2035),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such airports,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civil avi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irports in the new era. Dong Zhiy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AAC, 
attended and made a speech at the meeting. Feng Xi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attended the CAAC meeting in Xiamen
上海机场集团参加2020年中国民航四型机场
建设发展大会暨成果展
撰文/王立强  图片/薛敏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1日）

上海机场集团以“卓越枢纽创新
领航、航运中心串联世界”为主题参
展。冯昕总裁向前来参观的董志毅副
局长介绍了上海四型机场建设发展规
划，以及以“数字孪生”为核心的智慧
机场建设发展路径。

会上，民航局发布了《四型机场
建设导则》《四型机场要素库》《人文
机场建设指南》《民用机场百科2020

版》，公布了《2020年度四型机场示
范项目名单》，浦东机场围界广域全
景侦测项目、浦东机场智慧场区建设
项目、虹桥机场T1旅客全自助服务项
目、虹桥机场人文服务示范项目等40
个项目入选，虹桥机场等14家四型机
场示范项目机场代表进行了经验交流
发言。

会议期间，中国民用机场协会、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和中国民航
报社联合发布了2019年民用机场服
务质量评价结果，浦东机场、虹桥机
场等17家机场获得服务质量优秀奖。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还发布了《中国民
用机场旅客服务质量团体标准》《中
国民用机场服务品牌建设成果》《中
国民用机场发展蓝皮书（2020版）》。

此次大会由中国民用机场协会
主办，会期3天。除主论坛外，大会期
间还举办了四型机场建设成果展、四
型机场建设科技创新论坛、第三届航
空公司空管系统民用机场圆桌对话会
等活动。

民航局相关司局、民航各地区管
理局、地方政府民航管理部门，国内
机场、航空公司、民航服务保障企业、
民航科研院所等单位代表及专家参
加大会。参与四型机场建设的机场公
司、设施设备和新技术企业等47家单
位参加成果展示。

10月27日下午，东方国际集团与上海机场集团在机场集团总部举行防疫物资捐赠仪式。市国资党委副书记董勤，东
方国际党委书记、董事长童继生，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云出席并讲话。东方国际党委副书记、总裁朱勇，机
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冯昕代表双方签署捐赠协议，东方国际向机场集团捐赠价值2154.7万元的防护服、护目镜
等防疫物资，支持上海机场常态化疫情防控。

O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27, a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to mark 
Orient International’s donation of supplies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Dong Qin,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the Shanghai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Tong Jisheng,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Orient International, and Qin Yun,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the Airport Authority attended and spoke at the 
ceremony. Zhu Yong, Deputy Party Secretary and President of Orient International, and Feng Xin, Deputy Party Secretary 
and President of the Airport Authority signed the donation agreement on behalf of the two sides. Orient International 
donated RMB 21.547 million-worth-of protective clothing, goggles and other supplies to the Airport Authority to support 
the regular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Shanghai airports.

Orient International donated supplies to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for pandemic fighting
东方国际集团向上海机场集团捐赠防疫物资
撰文/尚机轩  图片/善见

（发布时间：2020年10月28日）

董勤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双方
集团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
贡献。他指出，在疫情大考面前，双方
集团“拉得出、打得响、战得胜”，体现
了国企子弟兵的力量和担当，也体现
了双方兄弟般的深情厚谊。他强调，
当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双方集团要切实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把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科学、精
准地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要把
伟大的抗疫精神转化为推动国资国企
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继
续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改革发

展各项工作，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在服务国家战
略、助力上海发展中奋力谱写新时代
上海国资国企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童继生对机场集团在帮助东方
国际进口防疫物资过程中所给予的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机场集团广
大干部职工始终坚守一线、守护国门
表示崇高敬意！他指出，尽管当前我
国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但全球第二波疫情反弹势头明显，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东方国际
愿意继续为机场集团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物资保障和支撑。他

表示，下一步东方国际将在市委市政
府、市国资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挥
进博会溢出效应，与机场集团在打造
亚洲进口商品集散中心、职业服开发
等多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合作，共同
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秦云对东方国际向机场集团捐
赠一线员工急需的防疫物资所体现
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兄弟情谊表
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阶段，但境外疫情形势依
然十分严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压力仍然很大，目前机场集团仍有
7000多名员工坚守在抗疫一线。东方
国际捐助的19万件防护服、3000余副
护目镜将尽快送达一线，将物资用在
一线最需要的地方。他表示，机场集
团的抗疫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市国资
委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集团上
下将慎终如始，毫不放松，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希望未
来双方在更多领域实现更加紧密的交
流合作，共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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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对民航业造成全球性冲击的2020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扮演了要求几乎截然相反的两项关
键角色：一方面，这里是中国民航入境旅客最多的门户，挑着最重的外防输入担子；另一方面，这里又持续复工复
产、客流量位居国内同行第一阵营，更作为中国民航最大的航空货运枢纽，担当着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责任
的行业龙头。最厚重的抗疫责任与最需要稳定保持的生产秩序、服务体验，看似奇妙却又顺理成章地并存于斯。这
个“浦东样本”背后，是上海机场、上海民航的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这座空港、这座城市的各方力量，共同营造的常
态化精准防控。

In 2020, when the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was hit hard globally by COVID-19,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ayed 
two key roles with almost opposite requirements. On the one hand, as the gateway accommodat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bound passengers, it bore the heaviest burden of preventing imported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its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it had the most passengers compared with domestic peers. As the largest air cargo hub of the 
CAAC, it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Therefore, it has 
the dual responsibility for fighting the pandemic and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production and service. Behind the 
"Pudong sample", there are efforts made by the Party members, officials, and employees of Shanghai airports and the 
Shanghai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as well as other forces from the airport and the city, to ensure regular and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pandemic.

Pudong Sample: How the super hub has conducted regular and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pandemic
浦东样本：解码超级枢纽的常态化精准防控
撰文/钱擘 尚机轩 李寿军  图片/善见

上海机场保障中国援非防疫物资高效起运

“一个平台”的合作力度：十天
“督工”诞生核酸方舱

境外旅客的新冠“防输入”，是一
项涉及卫生健康、机场、航司、海关、
边检、公安、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
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浦东又是中
国民航出入境航班量最大的机场。这
么多的部门、如此交织的业务条线，
怎样避免防线漏洞、避免各方之间出
现“结合部”问题？

上海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秦云和上海机场集团总裁冯昕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有赖于各方共同
努力的责任担当。当疫情挑战来袭，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民航局的统一领
导、科学决策下，上海机场集团立即
与上述联防联控单位协同打造“疫情
防控统一指挥平台”，通过平台统一
规则流程、实现信息和资源互通共享。

浦东机坪上的一个个核酸方舱
堪称对“疫情防控统一指挥平台”合
作力度的经典诠释。

今年春末，气温渐高，一旦入夏，
穿着防护服的海关检疫人员会非常
闷热，但传统空调又容易导致采样飞
溅、增加风险。面对两难，浦东机场
主动拿出方案：在机坪搭建44个符
合生物安全要求的标准化方舱采样
室，配备单向新风、空调和消毒设备，

自提防疫物资

从而既维持宜人的温度，又避免交叉
感染，方舱的建设资金和采购建设安
排，也由机场落实。“从‘五一’开始，
我们的一位中层干部守在生产厂家，
整整10天没回家，让方舱在高温季节
前顺利投入使用。”浦东机场总经理
胡稚鸿告诉记者。

这个平台锻造的合力，同样折射
在浦东机场每月采购的100多万元盒
饭和茶水饮料中：全国各地海关、上
海各区在机场派驻了检疫和值守人
员，“既然来了，当然我们负责‘粮草
先行’”，浦东机场如是说。

作为统一平台上的民航行业管
理部门，民航华东管理局、上海监管
局更以行业监管为抓手，及时为浦东
机场的“外防输入”夯实底气。

华东局持续将中国民航的各版
防疫指南发布给执管外航，提醒其做
好防护。外航监管团队还根据华东局
的部署，创造性地推出了外航“防疫
承诺书”、《外航疫情期间现场\非现场
专项检查单》等举措，并与外航协会
等组织保持沟通，分享安全信息、传
递监管压力。

“ 一 条 闭 环 链 ”的 防 控 强 度 ：5 7
类不让说的岗位和“130”模式
“我可以给你看一眼，但恐怕不

一定能给你”，采访现场，浦东机场交
通保障部总经理曹流瞅着手里的自制
地图很是犹豫。直到上海机场集团相
关负责同志和记者都再三确认，最终
报道前会再次与他沟通无误且决不外
传，他才把地图递了上来。

这并非任何一级密级文件，而是
一张部门自制、标明浦东机场境外航
班到港旅客转运流程的地图，上面密
密麻麻，绘制了旅客入境后，机场转
运全程安排的不同功能分区和足足
57类岗位。其中既有环环相扣的服务
保障，也有防止旅客疏忽误入其他区
域的“岗哨”甚至“暗哨”，不让“哨位”
泄露，是要给空港防疫多一重保险。

用57类岗位保障的转运，是浦东
机场入境旅客检疫全流程“一条闭环
链”的缩影。

闭环链意味着，浦东机场为境外
到港航班设置了专用机位和卫星厅专
用区域，物理隔断通道，避免不同航
班旅客混流。

闭环链意味着，浦东机坪上，随
时有4辆120急救车待命，航班入境
后，海关人员即上机筛查，发现的异
常旅客由机场运行指挥中心通知120
由专用通道转运。机场还对核酸采样
点单向管控，防止完成采样旅客与未
采样旅客混流。

闭环链意味着，境外到港的每一
件托运行李，都须在消毒后再送去提
取转盘，消毒保洁人员也会在每个境
外航班保障完成后，立即对旅客途经
区域、手推车、洗手间和所有可能的
触点实施终末消毒。1月以来，浦东机
场已开展终末消毒近6.9万次。

闭环链还意味着，旅客入境后转
运全程的“车等人”“房等人”。与有的
地区由地方政府负责转运不同，浦东
机场担负了境外旅客的闭环隔离转运
任务，机场交通保障部投入300多名
保障人员、62辆专车，确保转运“车等
人”、旅客到达隔离酒店时“房等人”。

闭环链更意味着，浦东机场落实
了比“120”检疫转运更严格的“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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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海关检疫甄别为“症状不明显
但有旅居史、风险较大”的入境旅客，
机场会在120之外，另外安排被人们
送以“130”雅号的专用车辆，转运至
指定隔离点，实施医学观察。

“隔离不隔爱”的服务温度：5位
手语翻译与一碗爱心粥
“那天，我们的安检员，站满了

旅客经过的沿途”，浦东机场安检护
卫保障部总经理张健至今仍对5月2
日保障的一班包机航班记忆犹新。

这架航班是我国政府特别协调
安排的，承运年长、残疾、体弱、怀孕
等特殊情况的海外同胞优先回国。旅
客中包括18位聋哑人、38名孕妇，有
的孕妇距离预产期只剩三个星期。机
场为航班到港实行了“点线结合”的
总动员，从廊桥口到转运车，数百名
安检护卫人员排列成线，每位孕妇则
另派两名工作人员点对点全程搀扶。
上海春季空气湿度高，浦东机场特地
打足了沿线的空调抽湿，以防打滑。
机场还特别请来5位手语翻译，负责
聋哑旅客们到港后，不同环节的沟通

需求。浦东机坪上，足足调来了40辆
救护车，除了用于转运一旦检疫出的
阳性患者，更为及时响应孕妇、老弱
旅客可能的不适。

这份“防控隔离不隔爱”、严格检
疫与精心服务并重，是浦东机场常态
化防疫中始终不变的追求——不少入
境旅客在回国航班上不敢用餐、饮水，
机场就在落地后的等待区为他们提供
了免费的能量棒、小食和饮用水。除了
流调人员，机场急救站的医生也在现
场设点保障，万一旅客长途航程后身
体不适或是随身慢性药物用完了，他
们能随时响应。在保障一班未成年留
学生包机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小旅
客看着他们喝粥很是羡慕，便分给了
孩子们；此后，熬一碗“爱心粥”、满足
回国游子的莼鲈之思，又成了浦东机
场服务的新内容。

和“爱心粥”一样赢得好评的服
务保障创新，还有“浦东机场入境旅
客信息跟踪系统”。

境外旅客回国，在机场、酒店、社
区，需要填写各种表格，内容则大同小
异，浦东机场主动探索，用信息化让旅

客们省心，让“多张表格”变成“一张二
维码”。如今，在浦东机场入境航班转
运区，旅客现场扫码后，便可将个人
基础信息、健康状况、行程等录入“浦
东机场入境旅客信息跟踪系统”，获
得由系统生成的二维码。为旅客办理
隔离转运前，机场工作人员会比对二
维码登录的信息与旅客边检入境时申
报的是否一致，确认无误就将二维码
贴上旅客护照。随后，旅客无论是入
住酒店、回到社区，“浦东机场入境旅
客信息跟踪系统”已经为后续各环节
开放了数据接口，各环节工作人员都
能扫码读取信息，不必旅客一再重复
填写。

高效响应的“浦东速度”：15小时
建成专用口岸

今年3月，我国对前往北京的国
际航班作出设置第一入境点的安排，
浦东机场也承接了分流职责。

接到任务后，机场与海关、边检、
公安、卫生、地方政府等通力配合，
决定利用卫星厅，为第一入境点航班
建设一个“迷你专用口岸”。“迷你专
用口岸”设置在S2卫星厅601号远机
位候机厅，拥有专属远机位，内设测
温、边检、流调等功能齐全的设施，为
方便旅客，这里的座椅全部配备电源
设备，并且提供免费的正餐和冷热饮
水，还有零食自助销售。

从3月23日晚间开始，机场与联
检单位密切协作，仅用15个小时就完
成了布局调整和改造施工。3月24日，
国航来自迪拜的CA942航班成为首
个使用专用口岸的航班，当晚即在浦
东机场完成检疫后继续飞往北京。

在“外防输入”中体现“浦东速
度”的，不仅有对境外疫情高峰任务
的紧急响应，也有疫情退去后的及时
变阵。

8月12日，澳门成为首个入境旅
客不必隔离的境外航点。为避免澳门
旅客与其他入境旅客有交叉，又一场
24小时之内的口岸改造在浦东启动。

机场工作人员为浦东入境航班旅客做好行李消毒和摆放

浦东机场优化了澳门航班的进
港流程，在T2航站楼布置了专属的
分区管理区域，设置了硬隔断和专门
停机位，确保澳门到港旅客走专用通
道，通过海关测温、流调后，可在边检
指定柜台办理入境手续，再由浦东机
场安检专人引导其离开到港区域。机
场还及时协调原本在T1运行的东航
澳门航班搬迁T2。

据统计，自澳门新政实施以来，浦
东机场安检已完成澳门机组及旅客护
送转运近200架次、1万6千多人次。

民航人的默契度：从一次次坚守
到一场场监管

作为中国民航客货运量最大的
航空枢纽，上海民航事业的成长，凝
结着这片热土上所有民航人的心血与
努力。在2020年，浦东机场对于“外防
输入”的坚守，则再一次见证了民航
人的默契度。

随着境外疫情蔓延，从3月开始，
华东局着力加强在民航局与地方政府
之间的协调纽带作用，积极调配运力
保障物资和人员运输，同时以平均每
10个工作日一封安全管理电报的速
度，提醒外航和各监管单位关注运行
安全与防疫安全，落实主体责任和监
管责任。

在浦东机场入境航班检出集中
病例时，华东局一次次开展约谈，督
促航司查找源头、解决问题。在非洲
航线上，被约谈后的外航对检测不准
确的当地医院中止了出具报告资格，
并与我国使馆合作，完善旅客登机前
的隔离筛查安排；在中欧航线上，监
管员们督促出现集中病例的外航及时
对标中国民航的防疫指南，改进防疫
标准……

东航是浦东最大的主基地航
司，也是承运入境旅客最多的航空公
司。东航的乘务员在境外航点客舱门
口，坚守着身后的国门防线，逐一测
量体温、提醒旅客口罩、做好自身防
护……与此同时，东航客舱部每天平

均有500位乘务员接受航后集中隔
离，他们在客舱里守着“外防输入”的
防线，又用自己的隔离，再一次夯实
这道防线。在境外航点和浦东现场，
东航地面人员在航班抵达前将旅客
和机组信息提前传递给国内的联检单
位，以便排查，并全力落实机坪运输
车辆和入境航班的清洁防护，做好入
境航班的垃圾消毒。

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上海的主
基地航司，在浦东机场也对所有国际进
港航班落实了专人引导，协助完成海关
的调查工作和相关单位的转运分流。

华东空管局则在做好出入境航
班管制工作的同时，积极落实浦东
机场所有工作区域的消杀防护，确保
“空中交通大脑”不被疫情影响、安全
可靠运行。

今年年初以来，浦东机场已经保
障涉及疫情风险航班到港旅客30多
万人次，完成集中隔离任务2万多批
次。与此同时，从9月底开始，浦东机
场国内客流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国庆中秋长假的国内客流甚至创下历
史新高；而从暑运以来到第四季度，

浦东保障的全货机数量已是去年同期
的两倍，成为“内循环”与“双循环”的
关键连接点，有力支持了国际经贸往
来，成为我国抗疫物资空运全球各地
的最重要门户。

在刚刚过去的11月，浦东机场同
时迎来了复工复产的积极信号与外防
输入的新警讯。在国际航协新发布的
数据中，今年9月，上海已超越伦敦、
成为全球航空连通性排名第一的城
市，浦东机场则是其中的主阵地。围
绕11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浦东成为保障参会旅客、展
品最重要的门户。而也是在11月，浦
东机场的航司物流员工中出现的病
例、流调中发现的出境回国航空集装
器这一新传染源，以及机场连夜完成
的物流员工全员筛查，则提醒着人们
疫情防控的复杂多变。当浦东在全球
航旅网络、国际航空物流链条中的地
位前所未有地凸显，更重的防疫责任
也前所未有地涌来。为了让精准防控
与全球往来在浦东继续并行给力，机
场人、民航人正在不断努力。

（来源：中国民航报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日）

客流复苏的浦东机场值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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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党代会

11月24日上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上海机场股份航站区管理部现场运行科现场运行值班长史志瑛获“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24, the conference to commend model workers and 
exemplary individuals nationwide was hel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Shi 
Zhiying, chief operator of the On-site Operation Division, Terminal Area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National Model 
Worker".

Stay committed to my post and provide passengers with the best service
初心坚守问讯岗 真情服务旅客心
——National Model Worker Shi Zhiying
——记全国劳动模范史志瑛
撰文/图片  章开开

2019年7月，浦东机场卫星厅开
航在即，卫星厅面积为620000m²，相
当于100个足球场的大小。史志瑛带
领组员计算从问讯台步行到100多
个登机口的具体时间，步数精确到个
位，时间精确到秒。短短1个月，她便
总结制定了近10万字的《卫星厅旅客
问讯手册》，确保了卫星厅旅客问讯
工作的顺利实施，极大方便了往来卫
星厅旅客的出发和抵达。

践行上海服务
她是不忘初心的创新者

史志瑛努力践行上海服务精神，
助力打造民航细分领域专业化服务
品牌。今年春运前，史志瑛和“翔音
组”伙伴们已经做好迎接大客流的充
分准备，但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期
而至。病毒无情扩散，但浦东机场作
为上海市最重要的对外窗口，必须正
常运行。她和她的伙伴们没有任何迟
疑，做好防护，坚守机场最前沿的一

多年来，史志瑛坚守一线服务岗
位，一切以旅客美好旅途体验为中心，
坚持服务创新，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以
工匠精神铸造系列服务标准。史志瑛
所在的“翔音组”每日被问讯次数接近
1万次，年直接服务旅客300万人次，
每年为1000多位旅客提供“爱心通
道”服务。工作17年来，“翔音组”累计
收到表扬信1000多封，充分展示了上
海机场服务形象，诠释了上海服务品
质内涵。

弘扬劳模精神
她是翔音风采的展示者

史志瑛是爱岗敬业的模范。自
2003年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她一直扎
根在浦东机场航站区现场运行问讯岗
位。6年后，业务精湛的她被调入专门
从事现场问讯的品牌服务班组“翔音
组”。史志瑛从不怕工作中的琐碎，总
是敬业地照顾好旅客的特殊需求，并
且经常超越旅客的需求。

线岗位。春节期间，她们延长服务时
间，主动分流，跨前服务，解释安抚，
缓解旅客紧张情绪，坚持用高品质的
服务让旅客安心踏上旅途。

随着疫情防控不断升级，旅客关
于相关政策的问讯量不断增多，工作
中的史志瑛还喜欢比别人多想一步，
多做一点。针对政策咨询量增多，她每
天利用下班时间收集大量官方信息，
分类整理成规范用语，第一时间修订
《现场问讯疫情资料信息收集册》，做
到及时、精准地回复旅客，解决每一位
旅客的实际问题。

面临特殊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
在前期“4精4品服务法”“5标准化工
作法”等工作理念的基础上，她结合
上海服务品牌精神，全面梳理了“翔
音组”工作理念，带领“翔音组”推出
了“侧脸式”应答服务，减少了口罩的
干扰，让旅客说得更轻松的同时也听
得更清楚。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岗
位上，史志瑛用热忱与爱温暖了旅客
回家路。此外，她还提出了“有速度、
有温度、有裕度，无障碍”的“3Y1N”
服务理念，在服务功能辐射度、服务
水平领先度、服务对象感受度、服务
品牌美誉度等方面全面对标上海服务
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传承品牌服务
她是人才培养的先行者

坚守在问讯岗位17年，史志瑛熟
练掌握机场各种出行信息、流程等专
业知识，她还自学了手语、韩语、日语，
获得了“美国认证会ACI国际培训师”
称号。史志瑛结合岗位经验与处置案
例，带领问讯组员耗时整整半年撰写了
《航站区管理部员工手册——现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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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翔音”篇》，手册共161页，涵盖13
万字，内容涉及文化理念、作业标准、
岗位规范、理论知识四大部分，被现场
问讯行业奉为“服务宝典”。
“翔音组”现有员工72名，每年

约有10～20名新员工，为使新进组员
尽快适应岗位工作，史志瑛研究制定
全新的培训方案和考核要求。她为每
名新员工制定了个性化的培训计划，
保证一人一台账，根据培养目标和服
务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丰富培训
内容，创新培训方法。此外，史志瑛还
为国内10家机场、浦东机场的26家驻
楼单位的骨干明星通过现场演示、视
频解说分享自己的问讯服务技巧、疑
难案例处置，每年培训范围达到1000
人次。

通过培训，史志瑛将“一切从旅客
出发、一切为了旅客”的品牌服务理念
传递到了班组、驻楼单位和很多民航
人的心里。“翔音组”不再只是机场问
讯的窗口，而是一个有温度、有色彩、
有故事、有生命的平台，是上海这座城
市的名片和海派文化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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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浦东航油公司开展改造的浦东机场机坪航油管线紧急停泵系统日前完工投入使用，这意味着浦东机场在国内同
业中率先建立了能即时精准定位、及时报警、迅速处置航油“跑冒滴漏”等突发事件的安全屏障。

The emergency pump stopping system for the aviation oil pipelines on the aprons of Pudong Airport, which was 
renovated by Pudong Aviation Oil Company, has been completed and put into use. This means that Pudong Airport has 
become the first in the domestic industry to establish a safety barrier for aviation oil emergencies, which is capable of 
immediate and accurate location, timely alarming, and prompt disposal.

Pudong Airport innovated to stop the false oil spill alarm
为让漏油警报不再“狼来了” 
浦东机场在业内率先创新
撰文/钱擘 李寿军 沈佳浩 

航空油料供应是机场运行最基
础的环节之一，而防范航油出现大面
积“跑冒滴漏”、杜绝消防安全隐患，
更是机场安全必不可少的防线。因
此，浦东航油公司作为浦东机场的航
油供应单位，从机场投运伊始，就建
立了符合民航行业标准的机坪紧急停
泵系统。

这一于1999年投用的系统，按照
当时的行业设计规范，以往采用的模
式是：一旦有机场工作人员发现大面
积漏油等紧急情况，就按动就近的报
警按钮，收到警报的浦东航油公司随
即派员到机坪确认报警位置，逐一检
查管网油泵、阀门，如果现场确定确
有故障，再行修理或者直接关泵。然
而，原先的系统并不具备精准定位能
力，也不能直接和报警人联系，只能
向监控人员发出声音警报。
“运行这么多年，还从没出现过

真有大面积跑冒滴漏的紧急情况，反
而是外单位人员没看清楚警报按钮标
识、因为种种原因误触，几乎每年都
会遇到。”浦东航油公司的有关人员
告诉记者。

没有真的意外，都是“虚惊”，本
身固然说明了航油设备和日常维护的
可靠，但也引起了浦东航油公司的思
考：一再“狼来了”的背后，反映了传

（4G+LoRa）传输方式，确保终端报
警信号、视频信号、音频信号能畅通、
即时地传输至浦东航油公司航空加油
站生产调度中心和使用油库自控室。

以漏油事故为例，一旦警报按钮
被按下，浦东航油公司的调度中心和
自控室就能收到伴随声光提醒的报警
信息，通过后台智能终端软件能实时
查看报警点所在位置及状态，并利用
全景监控摄像头，直观检查是否真的
发生了漏油。

可视对讲的配置，则让报警按钮
被按下时，航油工作人员可以在控制
室实时与报警人员取得联系，确定是
否确实发现了漏油问题，指导在场人
员立即先行紧急处置，如果发现是不
慎误触，还能远程指导报警人，将误
触的按钮复位。同时，这一系列的操
作都会被全流程录入系统中，每一步
操作均能实现回溯。

在做好精准定位、提升报警效
率、避免误报干扰的同时，新系统也
具备了紧急停泵能力，一旦发生特别
严重的漏油等问题、可能影响机场运
行安全、来不及通过常规修理加以处
置，新系统能够立即关闭漏油点所在
区域的油泵供油，给机场的航油安全
锁住最后的防线。

统报警模式效率和精准度不高的问
题，而随着浦东机场规模越来越大、
航油管网越来越长、航油地井越来越
多，报警按钮总数也不断增加，每次
收到警报时的巡检、定位会更加复杂
耗时，梳理确认虚假警报占用的精力
也在增加；更得防微杜渐的是，传统
模式的效率短板，也会影响万一真的
出现突发时的警报响应效率和处置效
率，甚至在“狼来了”中让工作人员懈
怠、忽略“狼真的来了”的可能性。因
此，浦东航油公司近年来积极开展探
索，并与供应商合作，研究改进机坪
供油紧急停泵装置，并逐渐形成了成
熟的方案。

而另一方面，浦东机场持续增长
的高位运行态势、航油在机场运行中
的基础性保障地位，又让围绕航油系
统的改造时机需要非常谨慎的选择。
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影响、浦东
机场的运行量有所降低，给航油系统
留出了冗余，浦东航油公司随即着手
启动了改造。

在改造中，浦东航油对浦东机场
机坪原先设置的244个紧急停泵报
警点进行了梳理，在改造后增设了总
计282套无线紧急停泵报警装置，新
设备拥有定位、通话功能，并分别配
置了高清摄像探头，通过无线双信道 （来源：中国民航报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13日）

机场和一线品牌商业形象与经营收
益“双赢”态势。

受疫情影响，今年虹桥机场商业
经营等非航业务板块也经历了探底回
升的过程。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
战略部署，以及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
求，虹桥机场携手商户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先后组织百家商户开展虹桥
机场“五五购物节”、拿出上千万元补
贴开展“飞常享购”暑期大促、北候机
区美食广场升级开业等一系列促销活
动，共同促进机场商业迅速复苏，进
一步带动“上海购物”厚植于虹桥机
场商业文化。在今年国庆中秋黄金周
期间，虹桥机场进出港旅客同比增长
4.5%至96.50万人次，国内商业营业
额同比增长7%。今年7月以来，虹桥
机场国际名品百货的整体营业额较
2019年提升超过15%，有效提振了商
户信心与机场非航盈利能力。

虹桥机场将继续以旅客需求为
导向，提供多样化、品质化、国际化的
商业选择，甄选引入多元化的商业品
牌，为众多品牌提供展示平台并获取
新的利润增长点。

11月28日，国际顶级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正式登陆虹桥机
场2号航站楼。这是路易威登在全球的第11家机场专卖店，也是中国内地机
场有税区域的第2家专卖店。

The world's top luxury brand Louis Vuitton opened its store in Terminal 2 of 
Hongqiao Airport on November 28. This is Louis Vuitton's 11th airport store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 second in the taxed zones at Chinese mainland 
airports.

 Louis Vuitton Hongqiao Airport store opened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虹桥机场店开业
撰文/邹丽洁 图片/王秉毅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28日）

新开业的路易威登店铺位于虹桥
机场2号航站楼出发候机厅一线品牌
大道中央区域，面积约115㎡。主营货
品包括路易威登代表性的旅行箱包、
皮具、鞋履系列以及配饰系列等，将为
虹桥机场高端商务旅客带来全球同步
的路易威登高品质购物体验。

虹桥机场作为上海及长三角地
区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务人士首选机
场，强大的汇客能力蕴藏了巨大的商
业潜力。

近年来，虹桥机场深耕机场商业，
持续提高非航收入水平，规划实施航
站楼“一线品牌大道”二期升级，相继
引入爱马仕、卡地亚、盟可睐、古驰、阿
玛尼、麦丝玛拉、托德斯、巴利、万宝龙
等近40家世界知名品牌，拥有国际一
线品牌数量在中国内地机场领先。

此次路易威登的入驻，主要基于
虹桥机场较高端市场定位、日益增长
的高净值旅客购物需求以及购物环境
迭代升级等多重因素，共同追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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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推进智慧机场建设，与时俱进提升虹桥机场消防系统精准平稳运行和安全管控效能，沪港公司自2019年10
月起启动航站楼消防物联网一体化系统建设工作。历经8个月设备安装调试与试行评估，该系统日前顺利通过终
验，标志着虹桥机场正式步入了“智慧消防”建设的新阶段。

As an effor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airport and to improve the accurat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fire control syste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afety control at the Hongqiao Airport, Hu Gang Company has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fire control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t terminals since October 2019. 
After eight months of equipment installation, commissioning, and trial evaluation, the system recently passed the final 
inspection, marking that the Hongqiao Airport officially entered a new stage of "smart fire control" construction.

Innovate the system of fire control and IoT with the creation of 
"Smart Fire Control"
打造“智慧消防” 创新消防物联网管理模式
撰文/周敏杰 图片/王秉毅

技术攻坚  保障系统平稳上线
虹桥机场两楼一中心所辖范围内

的消防设施设备种类多、范围广，建设
期间存在通信线路敷设、消防设施移
动定位覆盖、各种消防应用场景模拟
等诸多技术难点。作为管理主体单位，
沪港公司前期积极向市场上物联网技
术成熟的企业咨询“取经”，严格对照
《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技术规范》标
准，认真研究并制定了物联网建设方
案，完成了楼内2887个物联设备的安
装调试，实时采集上万个消防设备的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23日）

基础运行数据，包括火灾自动报警、
消防水、机械防排烟、泡沫灭火、气
体灭火、防火卷帘以及室内消火栓巡
更检查等系统，实现了大数据与云服
务器精准对接与传输。试运行阶段，
沪港公司多次与项目实施单位、消防
维保单位进行沟通协调，结合虹桥机
场消防管理制度、台账管理要求和信
息通报流程，对消防物联网的APP和
WEB移动端和界面功能进行反复梳
理和调整，为后续消防物联网系统平
稳运行打下基础。

“数据”引领
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效能

沪港公司坚持秉承“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结合实际工
作，不断完善消防物联网系统功能。
自试运行以来，该系统在预警传达、
数据监测、信息整合、策略制定等环
节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两楼一中心日
常消防基础管理带来新突破。

针对火灾预警、设施故障等异常
状态，消防物联网系统打破原有值守
观察的传统模式，通过短信、手机APP
等移动端实时推送警情信息，提升了
信息传递效率。在数据整合方面，系
统将原本独立的消防设备信息整合
于统一云客户端，通过物联网技术监
测设备状态，甄别隐患与薄弱环节，
定制消防设备巡查任务，精准把控日
常维保、检查过程。后续，沪港公司将
持续通过物联网系统的大数据分析
功能，开发“多平台数据共享”“最佳
出警路线引导”“红外温场监控”等消
防预警功能，实现航站楼消防管控模
式从“经验管理”向“数据管理”转变，
进一步提升故障排查、设备运行的效
率，向虹桥机场“智慧消防”建设目标
持续迈进。

工作人员对设备进行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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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场举办“信用民航主题宣传日”活动

为深入推进“信用民航”建设，10月23日，浦东、虹桥机场开展了“信用民航主题宣传日”活动。活动当日，工作人员在航站
楼内为过往旅客提供咨询讲解、发放宣传折页，向社会公众普及信用民航相关知识；在机坪现场为民航从业人员宣讲民
航行业信用管理规定，发放宣传纪念品。两场候机楼电子宣传屏、民航报电子屏还滚动播放了“信用民航”主题海报，进
一步提升了活动影响力。

“未来数字雨”亮相虹桥T2

近日，“未来数字雨”主题绿植墙亮相虹桥机场2号航站
楼国内到达行李提取区。在铺满“永生苔藓”的立体墙面
上，横向展开的二进制数字符码宛如倾泻而下的“数字
雨”，从上到下流动闪烁，呈现强烈视觉震撼效果。“数
字雨”别出心裁地以灯光、造型将自然绿植元素相结合，
在增添了科技感与未来感的同时，还塑造了上海机场智
慧、人文、绿色的形象。

浓情江南 非遗再现

为进一步弘扬江南文化，近日，浦东机场在2号航站楼
出发层乡愁小栈展厅举办了“纵享江南、遇见海派”主
题展演活动，为广大宾客送上一场富有江南特色的文
化盛宴。其中松陵佛雕、震泽丝绸、平望灯谜、七都木偶
昆曲、同里剪纸、黎里杆秤制作、桃源黄酒、船模、湖笔、
常熟黄杨木雕等深具江南韵味的非遗文化集中在浦东
机场航站楼展现，让旅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的非遗
魅力。

携手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今年的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浦东机场在
T2楼内开展了“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主题宣
传活动。通过现场大屏播放防疫抗艾宣传视频短片、放
置宣传展架、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向过往旅客以及驻场
单位员工进行艾滋病防控宣传，为共同抗击艾滋病，携
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贡献。

（胡杨）

浦东机场改进行李提取区航显系统

为了更好地优化航显质量，改善进港旅客提取行李的效率，近日，浦东机场对行李提取转盘航显时间进行了优化。经过
内部研究讨论，最终确定使用上轮挡时间替代实际落地时间，以触发行李转盘航显。经过大量接口测试和试运行，该优
化机制已上线运行。改进后，行李转盘航显开始时间能更契合旅客提取行李时间，同时减少了无关航班占用航显的情
况，提升了旅客提取行李的效率。

（崔童）

（股宣）

（吴葛悠 王秉毅 陈向东）

虹桥机场推出海派特色“伴手礼”

第三届进博会召开期间，虹桥机场携手候机楼内上海
特产、魔都优品等12家老字号食品店铺，开启虹桥机
场“海派礼遇知心意”主题推广活动。活动限量发行两
款“上海特色伴手礼”大礼包，礼包内精选了出自上海
市消保委“2019上海优选特色伴手礼名录”中大白兔奶
糖（60周年纪念版）、杏花楼、乔家栅糕点等上海老字号
好货。虹桥机场还联合东航为本次活动增值加码，活动
期间东航会员在机场指定店铺，使用东航钱包购买伴
手礼，符合条件即可获赠500积分。

（倪斯婷 邹丽洁）

（田晓儒）

上海机场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

10月25日起，中国民航执行新的冬春航季航班计划，至2021年3月27日结束，共计154天。
为迎接新航季，上海机场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积极
落实民航局新航季航班配置政策，与航空公司加强协同，将因全球疫情原因闲置的国际航班时刻转用于国内航班，提升国
内航点和航次，加快民航业复工复产。
换季后，浦东机场每周运营国内航班7362架次，同比增长44%，国内航班占比从50%增至80%以上，通航全国149个机场，同
比增加19个，日频增加1班以上的国内客运通航城市有87个，重点加密北京（大兴）、广州、武汉、成都、兰州、西安等主要干线
城市，还将迎来奥凯航空、西藏航空、多彩贵州航空和华夏航空四家新的航空公司。
虹桥机场换季后每天的国内计划航班量增加到740架次，较上一航季日均提升7架次，创下国内航班计划量新高；可执飞国
内航点将达到75个，其中上海虹桥—武汉天河航点恢复至每周16架次水平，首次新增直飞大连、长春、哈尔滨和沈阳4个东
北地区航点，实现了国内省会城市全覆盖，国内通达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顾诗侃 宋家俊 伍诗苑 李善念）



撰文/甘鹏

张信哲做收藏这件事无需赘述了，前两年清宫戏大热时他的龙袍收藏就让外
界为之侧目。在台北做过古董家居展，在北京办过明清服饰专场拍卖，这回他又打
开私藏宝库，在上海震旦博物馆举办 “民·潮 月份牌珍稀画稿与二十世纪时尚潮流
展”。一幅幅月份牌原稿、一件件流光溢彩的古董衣，勾勒出一个远去的时代。当年
张信哲开始收集龙袍时，龙袍尚未成收藏热门，今天展出的月份牌亦仍属“小众”范
畴，但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热门”？去看展吧——“民·潮”展里有许多人不曾了解的
张信哲与仍被低估的月份牌。

It is no secret that Jeff Chang is an amateur collector. About two years ago, when the 
Qing Dynasty-themed TV dramas were so popular, Jeff caught the eye of people for his 
collection of imperial robes. He held an exhibition of antique furniture in Taipei and an 
auction of cloth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Beijing. This time he brought his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to the Aurora Art Museum in Shanghai for the exhibition of the 
Calendar Poster Sketches and Fashion Trend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The poster 
sketches and the antique dresses present the audience a distant era. Imperial robes 
did not gain much attention when Jeff started collecting them. The calendar posters 
on display are not known by many, either, but maybe someday it will suddenly get 
popular.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Jeff and the unrecognized posters, just go to 
the exhibition at the Aurora Art Museum.

歌手与布展人，直接切换
“民·潮”展览开幕前夕，在张信

哲的上海工作室里见到了忙碌的他。
他的忙碌不是手忙脚乱，而是慢条斯
理，但耗时耗力。他正将一幅幅用以
展览的月份牌画稿分类、整理，将一
件件古董衣归档、抚平。这些宝贝曾
蒙尘或流落他乡，张信哲将它们从老
人家的箱底、从昏黄的古董店、从各
地 的 拍 卖 行 … … 收 到 自 己 的 手 上 ，
再将它们带回上海，送入大众视野。
工作室里的张信哲，一身便装，帽檐
压得低，既像一位“考古”的学究，但
状态也像个孩子，在一屋子他喜欢的

“玩具”里不亦乐乎。
再见到他的时候，已是“民·潮”的

开幕式，张信哲切换到了公众场合里
他惯有的样子。纹丝不乱的头发、一身
西服，以娱乐圈里的术语来说是“梳
化”过了。但听说开幕前晚还在展厅里
忙碌，忙到清晨七点。熬了一个通宵？

“不，是已经连续熬很多个通宵了。”
工作室和他一起熬夜的小伙伴说。

与 此 同 时 ，他 参 与 的 东 方 卫 视
《 我 们 的 歌 》节 目 录 制 也 是 如 火 如
荼。身份切换、熬夜通宵，这些外人看
来不易的事，当事人张信哲却只是笑
笑：“怎么切换？当你发现时间不够的
时候，就直接切换过来啊！哈哈。”他
说这次还不是时间最紧张的，上次在
台湾做展，直到临开幕最后一刻还在
弄，前一个小时才被拉去梳化。

原 来 ，那 个 做 收 藏 做 展 的 张 信
哲，和那个媒体镜头下执话筒唱歌说
话的张信哲，只是隔了一个“梳化”。
听他的歌、看他的演唱会，爱的是他
音乐里的柔情似水;看他为收藏展览
忙里忙外，平添的是一分油然而生的
敬佩。

以上海文化切入的展览何其多，
但以月份牌为主体的，并不多见。要
划 重 点 的 是 ，此 次 展 出 的 月 份 牌 悉

从龙袍到旗袍
为月份牌发声

张
信
哲

Jeff Chang: From imperial robes to chi-pao 
now it’s time for Chinese calendar posters to be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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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原稿，再配以与画稿上人物服饰
对应的一件件古董衣，都是如假包换
的当年服饰，均为张信哲多年来的收
藏。迷离灯光下、悠悠乐声中，恍惚间
会有错觉，那些画中人走出了画稿。
展览展出的不止是月份牌与服饰，更
是城市文化与社会人文的编年史，是
穿越了时空的“美”。

他会一头扎入月份牌画稿的“纸
堆”中 去，也 是 因 为 被“美”感 召 。追
溯 回 上 世 纪 9 0 年 代 初，情 歌 王 子 张
信哲因制作音乐作品来到上海，从小
喜欢老上海时代曲，又喜欢上海城市
的西洋风情，他初访上海，却像在精
神上回了故乡。他不仅在当时的《用
情》专辑中融入了老上海鼻音歌后吴
莺音的唱段，更在城市翻新前的上海
取景拍摄MV，留下了当时的街市风
景，并开始收集老上海黑胶唱片、海
报、家具……一发不可收。越收越爱，
越陷越深。

一幅幅月份牌，如数家珍
月 份 牌 会 成 为 张 信 哲 个 人 收 藏

中一个单独的品类，是因他曾在拍卖
会上拍得一批英美烟草公司的月份牌
画稿。月份牌在旧时的功用是广告，
画师们绘制画稿，原稿留在了公司，
英美烟草当时生意大，月份牌绘制得
精良，流传甚广，那些原稿则被外籍
高管离沪时带去了澳洲。时过境迁，
这批画稿被拿出来拍卖，已是近半个
世 纪 后 。张 信 哲 参 与 了 那 一 次 的 竞
价，他看不到对手，但竞争不是不激
烈的。“财力有限，钱不够，为此放弃
了胡伯翔摄影作品的拍卖，专攻月份
牌画稿，这才拿下。”“钱不够”这样的
话从张信哲口中说出，颇有些小孩不
够钱买玩具的赌气，特别问了时间，
是上世纪90 年代末，那么可作联想：
当时大街小巷正高调地播着“我再也
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唱歌的

人却低调地用做流行歌手赚的钱投入
个人爱好里去，那是一个不为外界所
知的私人乐土。

低调而讷于言的张信哲，直到有
一天将私藏做到了博物馆的体量和专
业度，才把外界吓一跳。这次“民·潮”
展览上的62 幅（组）画稿，是他藏品中
的一部分，精挑细选过。如果要张信
哲来做介绍，每一幅都能说出里里外
外的故事。

有一幅画稿，民国初年扮相的女
子蹲在湖边，那是初涉影坛的默片女
王阮玲玉，还没褪去婴儿肥，也不能
预计日后极度辉煌又短暂的人生。还
有一女子怀抱四只小狗，经过对比，
人物原型高度近似影星梁赛珍。阮玲
玉 死 后 ，“ 人 言 可 畏 ”的 遗 书 流 传 甚
广，而梁赛珍姐妹却拿出另一版本的
阮氏遗书，曝出不同版本的阮玲玉死
因。画里画外，往事并不如烟。

还 有 一 幅 两 位 女 子 站 在 岸 边 ，
类 似《 蝴 蝶 夫 人 》的 取 景 ，细 看 远 方
岸边，竟不是当年的古典风格建筑，
而是类似如今陆家嘴的科技感高楼。

“顶部飞碟外形的这个建筑，像不像
现在的上海广播大厦？”这样的细节，
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是看不到的。说起
月份牌，张信哲的“学究”精神可见一
斑，亦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

脑 洞 大 开 的 张 信 哲 还 邀 来 演 员
黄轩，一起特别献声，为展览录制了
详细解说，希望让每个来看展的人，
都可以更了解，由此而喜爱上。“这就
是我想做的，哪怕你并不了解，你先
来看，感受到美。至于更深层，你会获
得什么、思考什么，那都是未完待续
的部分……”

“民 · 潮”展 览 从 1 0 月 1 6 日 正 式
开展，将跨年持续至2021年4月4日，
半年时间，张信哲将不定期在展览现
场做讲座分享、签售相关书籍，展览
也设计了与之呼应的周边产品，更符撞脸李冰冰，跨越时代的美



望时间给予与之艺术高度和影响力匹
配的“说法”——交给时间。

那么回到张信哲本人来说呢？一
路唱了三十年，歌曲经历时间与几代
歌迷的考验，目前仍在制作新专辑，明
年初有望问世……一路耕耘进取着，
其人与其作，越多了解，越多层面。收
藏、展览，让外界一边看到他的更多
面，一边惊呼他是“宝藏男子”。那么，
张 信 哲 是 不 是 其 实 也 被 大 大 地“ 低
估”了？

关于张信哲的“说法”，一样交给
时间。

TOPIC   专题

36 37

（图文源自《上海电视》周刊）

合当下的流行。“我并不希望将这个
展览定位在怀旧。”张信哲如是说。月
份牌在诞生与全盛时，就是市场与艺
术的高度结合、中西文化的艺术化融
汇，它曾是流行与前卫的，而今天再
向当下的人们介绍它，他也不想让月
份牌被定义为怀旧的古董。

月份牌被低估，为之发声
“ 我 们 常 说‘ 老 上 海 ’，但 在 任

何时候，上海都从未老去。”同理，展
览海报设计时特意避开大众熟悉的
月份牌年画风格，选了一张打破时空
概念、非常像现代人的月份牌女郎肖
像 。展 览 的 主 题 曲 ，也 没 有“ 顺 理 成
章”地由张信哲自己演唱，而是邀来
被英国《泰晤士报》誉为“2019年度之
声”的新锐唱作人Freya Riding 特别

创作并演唱一曲，名为《Chrysalis》，
寓意破茧而出，也在寄意这些月份牌
画稿拂去蒙尘，惊艳世人。

既是“破茧”，一语道出月份牌现
状，它们仍是被低估了。

“月份牌是商业广告品，是当时
的流行文化，在当时没有被视为艺术
品，直到现在，拍卖会上它们都归类
在年画、连环画的分类下，没有专门
分类。”张信哲道出现状。画稿背后的
月份牌画家，从第一代使用西化技法
的周慕桥、徐咏青、梁鼎鸣，到第二代
独创擦笔水彩画法的郑曼陀，再到第
三代的杭穉英、谢之光和倪耕野……
张信哲一位位如数家珍，但也为他们
未得到与才华和影响力匹配的名誉而
鸣不平。当时的市场其实是认可这些
画师的，翻阅相关资料，有些画师在

当时一年供稿一幅，即可有五百大洋
的报酬，足以维持非常体面的生活，
但 社 会 和 业 界 ，直 到 今 天 仍 欠 他 们

“艺术家”的美名。“画海报的流行文
化也是艺术，这在西方艺术界已经得
到肯定，在中国，还有待时日。”情形
与电影演员、流行歌手之境遇相同：
一样影响力大、收入也高，但鲜少被
视为“艺术家”，而由时间来考验，李
小龙、邓丽君……因作品流传，已公
认是够分量名留史册的艺术家了。张
信哲自己身为流行歌手的大众知名
度，为被低估的月份牌文化发声，希

徐咏青《颐和园》 郑曼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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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青浦区白鹤镇的鹤龙美术馆，可能是上海最边远的市级美术馆。吴淞江缠绕着美术馆小巧的庭院，隔岸高楼和厂房
已属江苏昆山辖地。虽然远，但馆中藏品别具特色，质量也高，因此常有观众慕名而来，欣赏着画里的热闹：有傣女拈裙、飞天祈
祷，也有玉兔呆萌、苍鹰傲骄，更有千岩竞秀、林壑积翠。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唐云、程十发、陈佩秋……著名海派画家不同
时期的画作，按年代脉络次第展现，其中尤以唐云作品最丰最精。据馆主郭慰众介绍，2015年宁波美术馆举办唐云诞辰105周年
画展，全部75件作品中约有三分之二是从鹤龙美术馆借展的。

The Shanghai Helong Art Gallery in Baihe Town, Qingpu District, may be the most remote municipal-level art gallery in Shanghai. 
The Wusong River winds around the small courtyard of the gallery. Across the river are some tall buildings and factories. It is already 
Kunshan, Jiangsu Province. Despite the distance, the gallery owns a quality distinctive collection that draws visitors from far away. 
They come to appreciate the varied paintings, such as Dai Girl Picking up the Skirt, Flying Apsaras at Prayer, Cute Jade Rabbit, Proud 
Goshawk,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Verdant Valleys. Zhang Daqian, Wu Hufan, Xie Zhiliu, Tang Yun, Cheng Shifa, and Chen Peiqiu are 
famous Shanghai-style painters. Their painting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are display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in the gallery. Among 
them, Tang Yun's works are the most abundant and refined. According to the curator Guo Weizhong, the Ningbo Museum of Art held 
a painting exhibition in 2015 to honor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ang Yun's birth, and about two thirds of all 75 works displayed were 
borrowed from the Shanghai Helong Art Galler y.

挥之不去的海派情结
The Spell of Shanghai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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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秋《竹径通幽》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陈佩秋先
生是将印象派色彩融入中国画的创始者。
这幅作品创作于1992年，墨笔重彩营造出
静谧的氛围，劲挺的树干撑起骨架，细笔
的竹叶层层叠叠中尤显浑厚华滋，竹叶丛
深中透着光亮，突显精神。作品体现出陈
佩秋对于美感与难度统一的不懈追求。

— Shanghai Helong Art Gallery
——上海鹤龙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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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综合整理）

私人收藏。2017年11月开张后，这家
美术馆加入了上海民营美术馆行列。

郭慰众，60后，喝黄浦江水、在石
库门长大。从机关下海后，郭慰众把申
普兽医技术公司、申普宠物连锁医院、
宠物医疗培训产业一条龙经营得风生
水起，同时，他自小耳濡目染的书画爱
好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十几年来，他每
年出入苏富比、佳士得、嘉德、西泠印
社等处，收藏了大量海派精品。爱上海
的99个理由中，海派文化始终是他挥
之不去的一个情结。渐渐的，郭慰众将
目标基本锁定在近现代海派画作，“从
美学的角度看，海派文化有着无法超
越的高度，海纳百川，开放且交融。陈
佩秋的画就受印象派的影响，齐白石
也受吴昌硕影响。还有唐云先生，他的
画作之于我，有种时光倒流却又分明
就在眼前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乡愁，一
种文化的根吧。”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收

藏达到一定规模后的郭慰众，决定将
自己热爱的东西与他人分享。正是这

一朴素的观念，让郭慰众萌生了开一
家美术馆的想法。

美术馆选址白鹤，是因为上海这
座国际大都市的童年时代，可以从这
里追溯到一些线索。在距今一千多年
前的唐宋时期，这里被称为青龙镇，
曾经是“船商云集，衢市繁华，梵宇壮
丽”的东南重镇；在公园1077年的宋
代，这里的吴淞江口岸税收是华亭县
城商税收入的1.5倍。繁华的青龙镇
吸引了众多文化名人，大书法家米芾
曾任青龙镇监，他的《沪南峦翠图》细
致描绘了当地的自然风光；梅尧臣的
《青龙杂志》堪称第一部青龙镇志；苏
东坡也在此题过《思堂记》。

免费的民营美术馆
鹤龙美术馆免费开放。对一家民

营美术馆来说，这样做不仅没有门票
收入，还要增加为入馆观众服务的工作
人员。日常经营、人员经费、安保设备、
恒温恒湿设施等，件件需要开销。郭慰
众以商养文，将企业经营所得补贴美术
馆，为之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办这个海派画家美术馆的初

衷是纯粹的，就是爱自己生长的这
个城市，爱这个城市特有的熟悉的文
化，而这个文化恰巧叫海派文化。”郭
慰众希望藉着这个美术馆，使人们能
够更深地了解进而喜欢海派文化，也
希望能够以画会友共同提高。美术馆
清晰的办馆定位、细分的陈展内容、
基于馆长自己研究写就的展品介绍，
带给人们的是耳目一新的感受。

分散在上海各处的民营美术馆，
是上海美术场馆建设中的一个有益
补充，在社会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
用。做经营，难就难在如何准确定位、
错位发展，实现可持续运营。就这一
点而言，鹤龙美术馆虽然藏在上海的
边角落里，但正在彰显出自己独有的
特色。

精美的海派展品
聚焦海派是鹤龙美术馆的定位。

两百多件展品，几乎都出自近现代著
名的海派画家，有的画作即使现在看
来也颇有寓意。比如，一幅张大千、吴
湖帆合作的白玉兰图，白玉兰1986年
当选上海市花，而此画成于新中国成
立前，可见“净若清荷，色如白云”的白
玉兰为上海人喜爱由来已久，也常常
芬芳于画家笔底。这幅由顶级海派画
家联手创作的上海市花图寓意美好，
完全可成为上海的一个文化象征，是
一个不错的可供衍生开发的“母本”。

除了耳熟能详的名家力作，这里
还能看到一些名头虽小、画艺却超拔
的海派画家精品。比如以连环画《伤
逝》《革命的一家》《达吉和她的父亲》
等作品获全国大奖的海派画家姚有
信，他是继陈逸飞之后美国哈默画廊
的签约画家。

低调的美术馆馆长
馆中展品全部来自馆长郭慰众的

陈佩秋《红叶翠鸟》

此作系陈佩秋1977年应首都机场
邀请，与谢稚柳、唐云等一起，为首都机场
贵宾室创作的布置画。作品为四尺整张大
画，湖石的精细、红叶的设色、翠鸟的艳丽
都体现出大师极强的绘画功力。画面整体
布局出色，红叶翠鸟一红一蓝对比强烈，
给人以秋霜多彩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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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秋《兰花》

这两幅作品系陈佩秋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创作，赠与曹漫之，作画所用绢是曹
漫之在山东定做的。作品充分体现了画家
画兰的功力，细如丝线的长线条刚劲柔
韧，富有弹性，花朵设色淡雅，仿佛散发淡
淡的幽香。

陈佩秋《兰香蝶舞》

从“健碧”的落款可以判断这是陈佩
秋1997—1998年间的作品。兰花叶撇得
干净而富有弹性，设色的兰蕙艳丽且婀娜
多姿，色彩渐变处理娴熟真实。“细叶舒冷
翠，贞葩结青阳。健碧海上。”2005年又补
上两只飞舞的彩蝶，蝴蝶画得色彩斑斓，
细腻灵动，呼之欲出，并题诗“兰有幽香，
蝶有霓裳。乙酉秋十月，健碧。”这时“健”
的第一笔已经变短，陈老称之为“短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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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秋《牡丹》

根据同时创作的风信子年款得知这幅作品应创作于1987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
佩秋与谢稚柳应中央邀请为中南海紫光阁作画《冬景》，1988年在辽宁博物馆举办《谢稚
柳陈佩秋书画展》。

陈佩秋《葡萄飞雀》

此画系陈佩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
葡萄园写生一百多张葡萄形态后创作，赠
与曹漫之蔡志勇夫妇。画面表现丰收的葡
萄园一只小鸟腾空而起，葡萄汲取徐渭写
意结合写生画出，小鸟则以工笔结合写生
画出，细致至极，充分体现出画家笔收众
妙、墨到无痕的艺术境界。画作寓意“多子
多孙”，体现“一飞冲天”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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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秋《水墨鳊鱼》

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作品体现出高超的写生技艺
与水墨功底，没有用色，鱼身却波光粼粼；没有画水，却有鱼翔浅底之意。

谢稚柳《落墨葡萄》

此作系谢稚柳1979年创作，赠与曹漫之。谢老采用他擅长的落墨法，层层叠叠，错
落有致，设色雅致，虽极少画葡萄却显得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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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雪山劲松》

上款人曹漫之曾任上海市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南下老干部，性格刚烈，犹如劲松，谢
稚柳以雪山劲松为喻。

谢稚柳《梅竹双清》

此幅是谢稚柳花鸟画中的精心之作，
主页采用没骨画法，纵情挥扫，写修竹数
枝，笔笔有生意。画得自然，清冷寒梅傲然
入目，一切都使人感到静寂，但静中有动，
静中有声，静中有闹，取得沉着、清新、洗
练、含蓄的艺术效果，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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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无忌在“上法唐宋”“外师造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将放纵和细腻的画法熔于一炉，追求个性明确鲜活，时代精神雄
浑雍容，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他的佳作倍出。

——著名国画大师  陈佩秋

艺术最重要的标准是打动人心。认识无忌先生是在艺博会上，他的作品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我买下他四幅作
品。事后才知道，无忌先生是谢稚柳先生的高徒。作为一直收藏海派大师作品的我，为什么那么冲动一下子买下无忌先
生四幅作品呢？首先，他具备了全能画家的基本功。其次，他的作品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标准。最后，他不局限于传统，中
西融合，不断创新。今天我们看他这组印象山水的作品：唐宋的笔触，西洋的色调，犹如瑰丽的宇宙再现，这不正是绘画
直达人心的无上境界吗？沙老评价：“无忌先生的作品抽离现实，贴近心灵和神性。”

——上海市鹤龙美术馆馆长  郭慰众

陈无忌是一位功力深厚的画家，其作品给人的视觉感受强烈而鲜明，意蕴情调又像梦境一样美妙。不论画四时朝
暮，还是阴晴雨雪，均于阴阳陶蒸中，显现气韵生动。百年来张大千等有识见的画家，力图重现丹青的辉煌，固然离不开
社会审美经验的开拓，也在于水墨画经历了元明清的高度成熟，除去“血战古人”“集其大成，自抒机杼”之外，难于有突
破性的建树。陈无忌敏锐地看到了这一仍有极大发展的空间，以大千为榜样上追古人，兴灭继绝，有大小青绿，直追泼
彩。学大千之长，更学大千之“师造化”而“得心源”，其值得称道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在进一步探索中，其发展
空间无可限量。

——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薛永年

陈无忌从少年时即问学于谢稚柳先生。近年来，注重青绿泼彩法的创作，力求与张大千、刘海粟一样别开生面，作品
云蒸霞蔚，恍惚飘渺，形成瑰丽的境界。

——著名美术评论家、上海美术学院教授  徐建融

陈无忌，1963年生于上海，毕业于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先后师从于孙
仲威先生和李伯南先生，1989年正式拜
入谢稚柳先生门下。

陈无忌在艺术上坚持取法乎上，筑
基于中国唐宋经典绘画，兼取中国传统
文化深厚的内胆，同时以在海外十多年
的游学，广采博取，熔现代摄影光感幻
彩和西洋印象派绘画光与色的神采于
一炉，承鉴古今、融贯东西，形成自己独
特的艺术语言和个人风格，为当代中国
画开创出全新的审美方向。国画作品以
山水为主，旁及人物、花鸟、走兽、鱼虫
等几乎所有门类。

陈无忌
承鉴古今 融贯东西



TOPIC   专题

52 53

正扬风帆书画中
In the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撰文/吴伟余

世间太多的精彩，本与精彩无缘，结果，却是精彩得让人备感意外的精彩。

There are things in the world, which we might have missed, turning out to be 

surprisingly wonderful.

世 间 太 多 的 精 彩 ，本 与 精 彩 无
缘，结果，却是精彩得让人备感意外
的精彩。

如作为业余歌手，唱歌唱到了维
也纳金色大厅，并能捧回国际声乐比
赛大奖，被誉为“上海夜莺”的纺织女
工胡晓萍；再如以昆剧“票友”跨界梨
园，淬炼成昆剧名家，进而担纲戏校
校长，称冠一代的昆剧宗师俞振飞；
又如以木工手艺人身份，从湖南乡野
起步，“京漂”数十载，晚年在画坛卓
然 大 成 ，驰 名 中 外 的 艺 术 巨 匠 齐 白
石。上面试举的三例人事，想来是完
全可以够格，归类在精彩中的意外“
精彩”。 

这般寻思，令我想起一位好友吴
正扬。20多年前，我们相识在长春颇
有诗意的“净月潭”风景区。当时他就
职于市委组织部，负责联络高级知识
分子工作。在“净月潭”风景区，他受
邀牵头组织30多位上海知名的专家

学者，为风景区“度身”编制旅游发展
规划。风华正茂的他，为专家学者服
务，上下奔忙，端茶让座，规划立题，
资料整理，忙前忙后，尽心尽力。每每
别人休息，他还在埋首工作，常常伏
案至深夜时分。因为同寝一室，见他
床头柜上堆放了几大本的工作手册，
还有几本哲学、文学名著，其中斜插
了一本看去已被翻烂的《芥子园画谱》
，封面沾有点点墨渍，书角周边多有
残缺，枕边又一叠旅游规划类书籍。
记得，每日早晨醒来，都见吴正扬已
端坐床侧，指落书页掀起的唰唰声，
在清晨寂静的客房，听来独有一番韵
味。那几天的工作生活相处，给我的
印象，吴正扬是个勤于学习、专心工
作、自我要求严格，没有官僚做派的
机关干部。

于“净月潭”分手后不几年，我们
竟殊途同归在一个大口系统工作。见
面多了，自然了解也多，知道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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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法家协会和上海美术家协会的
会员，闲暇之余喜欢挥毫泼墨。由此，
有关他业余爱好的传闻，我开始格外
关注。

有一回，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
吴正扬虽已位居厅局岗位，但投身工
作，一以贯之，兢兢业业，同时他擅长
的书画爱好，在圈内渐有声誉，原国
务院新闻办主任、上海市的老领导赵
启正也是吴正扬书画的“粉丝”呐。老
友后半段说辞，更引发了我对吴正扬
书画一探究竟的兴趣。众所周知，老
领导赵启正学识渊博，爱好广泛，有
着很高的艺术鉴赏造诣，吴正扬书画
能入他的法眼，其功力与境界定然不
凡。我便要这位老友举例证言。

这位老友倒也是个爽快人。他坦
言，启正同志曾多次将吴正扬书画作
为国务活动礼品，赠予外国朋友。启
正同志有一次嘱吴正扬作画，拟将其

作品赠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吴正
扬接获任务，苦心构思，不负所望，根
据启正同志要求，以春秋时代的吴越
历史文化为背景，采用中国传统扇面
造型，创作了题为《吴越同舟》的山水
画，寓意为中日友好祈福。得益于平
素绘画与书法的双修，在吴正扬扎实
的笔头功底下，山水线条勾勒流畅，
宏 大 的 湖 面 波 澜 壮 阔 ，墨 韵 灵 动 雅
致，气势幽远，动态强烈。该画营建的
一舟一石，云霭雾岚，浓淡枯涩，徐疾
舒缓，每一笔望去，铺设周到，皆有法
度。统观画作，笔意高古，直追宋元流
派的山水画气象。

老友介绍，在赠画现场，福田康
夫从启正同志手上郑重接过吴正扬
所 作 的 那 幅 山 水 画 ，面 露 喜 爱 的 笑
容，赞赏有加，举座掌声热烈。在场的
一位艺术同好，曾问过老领导启正同
志，该画作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对此，

启正同志是如何回答的，那位老友似
乎有意卖了关子，未告后话。

不过此后，我见了吴正扬，总会
三两句闲聊，即进入书画话题。他的
正 业 是 机 关 岗 位 ，爱 岗 敬 业 是 他 班
子 同 仁 对 吴 正 扬 的 评 价 。业 余 把 玩
书画，对许多人而言只是一种消遣，
却 被 他 弄 得 风 生 水 起 ，将 自 己 的 业
余 爱 好 ，生 生 地 织 成 了 一 幅 夺 人 眼
球的“彩锦”。

吴正扬回忆道，是课读之余的童
子功，培养了他难以割舍的爱好。习
作书画，伴随了他成长进步的历程。
做学生时，好画画，老师安排他负责
出黑板报，由此选任学生干部。踏上
工作岗位，也因书画专长，承揽了单
位的宣传墙报。因此，在同一拨的小
年轻里，吴正扬很快崭露头角。他感
慨 ：难 忘 中 小 学 的 美 术 老 师 给 予 的
艺术启蒙，使他认真临写了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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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画谱》中觅得书画技法的宝典。在
战 火 弥 漫 的 岁 月 中 ，陆 先 生 亡 命 三
峡，几近九死一生，乘筏穿行于汹涌
的 江 涛 风 浪 ，用“ 心 ”摩 写 了 大 山 大
水，成就了他《峡江险水》系列山水画
巨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山水画界的巨
擘地位。大画家黄永玉平日里花在看
书上的时光，远超出他画画的时间，
但他画艺辉煌，让有些毕其一生埋头
画案的画匠们自愧不如。其实成就艺
术的“高山大川”就在普通的工作生
活中。仅用手作画，还是用心作画，是
画匠与画家的区别。画家的至高境界
应 该 是“ 不 画 而 画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人生的经历都可以移植为自身的
艺术人生。真正的艺术家是没有专业

与业余的分野的。“书圣”王羲之，人
称“王右军”，他为世人奉献的“天下
第一行书”《兰亭序》，就出自其官拜“
右军”任上。他绝非一个专职的书画
家。综上，是我试图对吴正扬业余书
画成就的解读。

业余爱好处理得当，对做好自己
职业岗位是一种正能量，对人生意义
的追求也是帮助极大。因为艺术对美
的追求永无止境，让自己“美”起来，
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这是吴正
扬 谈 起 他 钟 爱 的 书 画 时 ，由 衷 生 发
的体悟。今年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
他，在聊及日后的人生规划时，他深
情地表示，可以心无挂碍，孜孜专心
喜爱的书画，是怀揣已久的夙愿，现

在如愿以偿了。他说，一直以来大书
法家颜真卿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
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
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总时时在对
他警策、激励，今后耕耘书画就是他
的“正式岗位”。中国书画向来是老树
发新芽，无数的书画前辈，晚年变法，
为中国书画史留下了光辉篇章。面对
未来的时光，他矢志只争朝夕，努力
在书画事业征程上，登攀高峰。

领 受 了 吴 正 扬 对 书 画 的 壮 怀 心
志 ，让 我 心 头 倏 然 生 出 一 幅 山 水 画

面，那是他画赠社联的一幅山水图，
落款处以劲捷又略带飘逸的书体写
有“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
晦明，云共山高下”的题识。图中，细
波 微 漾 ，似 有 清 风 徐 来 ，一 叶 轻 舟 ，
在云山苍天的簇拥下，悠悠独行。沉
浸在吴正扬妙笔构建的精彩场景中，
我眼前似乎隐约显现一张硕大的、愈
益清晰的风帆，在那风帆之上，渐渐
地晃动出几个字来：“正扬风帆书画
中……”

柳公权、王羲之等古人书法名帖，老
师还手把手教导他绘画的入门基础
知识；也难忘学生时代，一次次伫立
于骄阳烈日之下，天寒地冻的街头，
手摹心追，住家附近的电影剧场美工
师，爬着梯子绘制的一幅幅巨型电影
广 告 画 ，从 中“ 偷 学 ”到 许 多 构 图 造
型，调配色彩的门道；更难忘前辈名
家的殷殷指点，在记不清的多少个春
来秋往中，一趟趟地聆听艺术大家的
授课开悟，一遍遍地得到名师的悉心
点拨。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举办
的很多中外著名艺术家大展，带给他
诸多艺术滋养，个人的审美情趣和美
学境界借此得到显著提升。

山水画大师陆俨少，曾从《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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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ravel in the city
穿梭在城市的光阴

在网络、新媒体高速发展，“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充斥生活的现代社会，人与书籍的
关系日渐疏离，对阅读的渴求变得似有若无。但从那个物质匮乏、业余生活单一年代
成长起来的人们，对实体书店的存在却依然存有相当浓烈的情怀。如今的实体书店
也早不似从前，从风格、布局、经营模式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元文化经营的
书店成为许多阅读爱好者的乐园。作为全国金融文化中心的上海，各种风格存在的
实体书店很多，其中有几家极具沪上特色。

In a modern society where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grow rapidly, and 
"Internet +"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seen everywhere, people seldomly 
read. But those who grew up with insufficient materials and few hobbies still 
have a particular feeling for physical bookstores. Today's bookstores have also 
changed a lot in terms of style, layout, and business model. The multicultural 
bookstores have become a paradise for many reading lovers. As the finance 
and cultural hub of China, Shanghai boasts a number of physical bookstores of 
various styles, including several with distinct Shanghai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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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书院——“朵云上海中心书
院”

这是一个有相当高度的书院，位
于上海寸土寸金的地段——陆家嘴上
海中心52层，物理高度约239m，可能
是迄今为止全国乃至全世界地理位置
最高的书院了。

朵云上海中心书院是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继广富林书院后打造的又
一家具有浓厚上海标志的书店。书店
有七个功能区，涵盖书店、演讲、展
览、咖啡、甜品和简餐等功能，面积
2200m²，以弧线构成的“山水•秘
境”意象设计，简洁又不失现代感，与
上海中心的摩登建筑融为一体。从52
层电梯间出来，开门见山，眼前为之

一亮，白色山型拱门与镂空半透明书
架让封闭的场地空间光线充沛，地面
光洁可鉴，晴朗的日子里可以反射云
蒸霞蔚的天空，依着建筑玻璃可看到
壮观的黄浦江曲折而过，天空和城市
成为书店的一部分，这里是书院的南
区。往书院深处走去，通过一个封闭
的过道式画廊，便到了书院的北区。
当你在过于光亮壮观的空间站久了，
一定会想舒服地躲起来，于是在书院
的北侧是圆形书架围合的一间间黑
色书房，一个个圆形彼此联系并向外
扩张，每个圆形各自独立但都可以紧
密地包裹着你，室内的采光主要来源
于屋顶的圆型带灯与黑色书架上的灯
带，它是上海中心的“秘境”，也是隐
蔽的书店。

在书院的南区和北区各开辟了
一个供消费休息的花园。花园里有巨
大的盆栽，喷水池和石墩占据有限的
空间，沿着花园边上的玻璃幕墙有着
长长一圈行云流水般的吧台，坐在那
里你可以愉快地欣赏大上海的古往今
来与朝晖夕下。

在云端喝着咖啡，看着小说，俯
瞰上海外滩的全景，你的心会慢慢地
静下来。通过感受书香氛围，获得一
分心灵的宁静。这就是“离天空最近
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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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书院——“幸福集荟”黑石
音乐店
“幸福集荟”，这名字自带喜感

和烟火气。这是一家以社区为中心的
文化集合书院。“幸福集荟”书院大都
位于老旧翻新的特色小区或文化产
业园区内，与周边的产业文化融为一
体。而其中最有特色的便是黑石音乐
店了。
“幸福集荟”黑石音乐店位于

“黑石M+”社区内。黑石社区是以社
区内最有名的建筑黑石公寓命名的，
社区临街对面便是上海交响乐团，而
社区本身是融合了文艺书店、创意餐
厅、精品酒店、乐器精品店等产业的
综合文创空间，也是上海著名的音乐
文化街区。

黑石公寓，又名花旗公寓，现名
复兴公寓，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复兴
中路上的一幢历史悠久的公寓住宅，
因其填充墙体和部分构件采用黑色石
材而得名。公寓年代久远，圆弧曲线
的建筑外墙，融合当代与古典设计元
素后，所展现的是折衷主义风格。经
过修缮，公寓的一楼成为“幸福集荟”
之所在，二楼依旧有原住居民并不对
外开放。

走进“幸福集荟”，一条长长的门
厅廊道，优美的地砖、洗石子墙角以
及波浪面护墙板经过复原，与新元素
相互映衬。门厅廊道两侧用拱门元素
延续经典，地面空间贯通后，形成一
道联系古今的时空长廊，同时塑造了
空间的层次及趣味感。廊道尽头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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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咖啡空间，经典的老上海ArtDeco
风格。穿梭在廊道和厢房之间，脚踏
时空的回音，十里洋场的繁荣与历史
在这里一帧一帧静静再现。

作为一家以音乐为主题的书店，
这里充满了音乐的气息。音乐书吧和
黑胶唱片区域保留顶部原有结构，结
合符合现代审美的造型顶，墙面陈列
架也从历史书架细节结合空间打造，
引领人们走入音符的殿堂。在陈列架
之外，书店为发烧友规划了独立的欣
赏聆听空间，让顾客可以选择喜爱的
音乐试听。走出独立空间，开放式陈
列架则强调音乐也有其共享的特质，
可透视的空间形式增加了更多的可能
性和互动感。无论是专门的音乐书籍
推荐榜单，还是涵盖各种音乐门类的
曲谱、音乐舞蹈理论书籍，对于音乐
爱好者、学习者来说，这里可以挖到
不少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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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书院——“光的空间”新华
书店

新华书店，一个承载着70后们童
年时光的书店。记忆里，在那个生活
娱乐方式单一的年代，满街能看到的
书店只有红底白字招牌的新华书店，
能在休息日被父母带着去逛一逛应该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时光荏苒，现
如今的商场里已多了许多其他品牌名
称的书店，但每每看到新华书店总有
些不一样的情怀。
“光的空间”是升级版的新华书

店，一个以阅读为灵魂的文化艺术空
间，由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
设计，新华传媒和红星集团共同倾力

打造。书店位于吴中路爱琴海购物公
园，由位于建筑七层、面积1620m²的
新华书店与八层、1980m²的明珠美术
馆组成。走进“光的空间”新华书店，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低低的木色
书架，暖暖的色调。书架中间的方形
镂空让人可以将通往深处的层层书
架尽收眼底，来自远方的光线与方格
重复之美共同构造了一幅犹如幻境
的场景。往书店深处走去，进入一个
挑高的空间区域，这就是书店的“心

厅”。“心厅”从外观看形似一枚巨型
的蛋，有媒体趣称之为“安藤蛋”。沿
着“心厅”的周边，错落有致地排列着
一组组挑高至顶的书架，书架间有一
组楼梯可直通“心厅”的穹顶，穹顶被
设计成墨兰的星空，与明珠美术馆交
相辉映。

在约1600多m²的书店空间里，
图书陈列面积超过70%，人文、艺术、
经典、儿童、生活审美类书籍格外突
出。除了大数据荐书、优秀出版社及

文化名人的书籍推荐，“光的空间”新
华书店还有“特色荐书”“读者荐书”
等来自各行各业专业人才以及普通读
者的荐书专区，所有爱书人都可以在
这里交流自己的阅读与成长故事。

现代实体书店作为人与人、人与
书、人与文化之间邂逅的桥梁、碰撞
的火花，有着不一样的存在地位，也
使人们对书籍产生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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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p to the Jianghu Lake: soak yourself in the 
fragrant liquor in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去鉴湖水畔——
浸淫那始于立冬时节的馥郁醴香

走出萧山机场，在赶往绍兴越城区的路上，看到路旁粉墙黛瓦的楼阁和庭院，挂满了
各种民间自制的腊味，空气里充斥着甜甜的香气。的士司机介绍：“立冬开酿、大雪腌
肉、立春榨酒，冬春两季城乡到处飘散着老酒（当地人对黄酒的俗称）的香气，这是绍
兴历来独有的。”每逢立冬开始，这里的黄酒企业作坊包括绍兴人家，忙忙碌碌蒸饭
酿酒；3个月后，再将发酵了一个冬季的老酒，压榨、过滤、煎酒（杀菌）后灌装，叫做春
榨，前后大约半年的时间。一年又一年，他们坚守着手工慢酿的品质，重复着“笨”重
的传统古法，一坛一坛酿着心底的味道，传承着千年不改的一脉乡愁。

After getting out of the Xiaoshan Airport, I headed for the Yuecheng District, 
Shaox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I saw buildings and courtyards decorated 
with white walls and black tiles, where people hung various kinds of homemade 
cured meat.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sweet aroma. "We start brewing wine on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the 19th solar term), cure meat by salt on Great Snowy 
(the 21st solar term), and press the wine on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the 1st 
solar term). In winter and spring,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are filled with the 
aroma of the yellow rice wine (or Lao Jiu, as locals call it), which is something 
unique to Shaoxing," said the taxi driver. As winter begins, local breweries and 
residents are busy with steaming rice and brewing the yellow rice wine. After 
three months, the fermented wine will be pressed, filtered, sterilized, and then 
jarred, which may take about six months. Through all the years, the Shaoxing 
people insist on this traditional "cumbersome" proces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handmade brewing. The jars of wine, which are made with their heart, 
symbolize Shaoxing people’s eternal love for their hometown.

LIFE   生活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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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长江、黄河流域，福建、广东和
台湾等沿海地区，绍兴黄酒一向深受
欢迎，并大量出口亚洲、欧洲、北美的
许多国家。2006年绍兴黄酒酿制技艺
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堪称酒之鼻祖；而来自古越龙山
中央酒库的黄酒堪称酒之精华，建国
以来一直是国宴第一道酒和出口免检
产品，承载着国酿的真谛。

绍兴酒立冬开酿
绍兴黄酒亘古至今独具魅力，

不变的一条基本遵循就是立冬开酿。
绍兴的七八十家酒厂作坊，都自觉遵
循这一酒俗和规律。每年立冬节气即
11月7日或8日这一天，都会在绍兴
的中国黄酒博物馆或沈永和酿造区，
如火如荼地举行祭祀酒神仪式、酒道
表演、拜师礼和展示酿酒过程等黄酒
节活动，俗称冬酿启动仪式，一派老
酒开酿的古老风韵。开酿活动对公众
开放。而在中国仅有的黄酒工业遗产
地绍兴鉴湖黄酒作坊，从冬酿到春榨
都允许游人进入观赏，了解黄酒的历
史、文化、艺术、养生和经济价值，见
证此中彰显的城市特色。

一些厂家包括当地人家，会在
立冬这天早上祭酒神。天蒙蒙亮的时
候，打开酿酒车间的所有门窗，摆上
五牲四果、三茶六酒，点燃香烛，由酿
酒匠人们轮流祭拜：敬献祭品、恭请
酒神、诵读祭词、上香祭拜，从此绍兴
酒开酿……

黄酒发酵时间最长。位于亚热
带的绍兴，只有在气温降至零下的冬
季，才能确保酒体历时九十天的慢发
酵（含前发酵和后发酵），在此过程中
形成良好的风味，至次年立春再开始
压榨、杀菌、封坛。作为为数不多可以
进入沈永和、鉴湖、古越龙山一些绍
兴酒酿造区拍摄的摄影师之一，我发
现酿酒匠人五十岁上下的居多。冬至
是绍兴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也是酿
酒人最繁忙、最劳累的时期。转一转

琥珀色的光阴故事
农历新年起源于殷商时期的过

年，其习俗首要的是将盛满黄酒的觚
高高举过头顶，祭神祭祖。后来以黄酒
祭祖渐渐延伸到祭祀神佛、除旧布新、

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活动中，带有浓
郁的华夏民族特色。至今在江南地区，
一些人家仍然是腊月初八以黄酒腊
祭，从此过年的味道就有了。而在江南
的绍兴，从腊祭到除夕再到正月十五，
那碗亲人手酿的醇香老酒，每每拨弄
着无数远近村乡亲人的脉动。

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种黄酒，七千
年来浸淫着炎黄最深处的一脉乡愁，
承载着华夏最崇高的礼尚。在黄酒发
源地和黄酒文化肇始地，中国唯一
的“黄酒之都”绍兴，所有的故事都是
从老酒开始讲起的。春秋战国时，都
城位于会稽（今绍兴）的越国，为使人
丁兴旺，曾以酒鼓励百姓“生丈夫，二
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出兵攻吴时，越王句践还用芳香四溢
的黄酒演绎了“投醪劳师”的千古佳

就使我穿越回古老的手工岁月。现场
的作业环节很复杂，先后有筛米、泡
米、蒸饭、摊冷、落缸、密封、发酵等20
余道传统工序。在前发酵期间还要定
期开缸搅动，俗称开耙，使其接触空
气更加充分。封上坛的当年新酒口感
香气较淡，随着岁月的增长，才会越
发甘醇醴香。
“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

里香。”古往今来绍兴一带酿出上好

黄酒的酒坊或人家，大多聚集在绍兴
鉴湖周边。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的鉴
湖，纳36股山泉水为湖，水深清冽。
当地人都认可没有鉴湖水酿不成好
黄酒。源于山间的泉水微量元素含量
极高，对酿酒时的酵母菌生长发育有
利；冬季水温低，抑制有害菌繁殖，水
体溶氧值高且稳定，这些条件决定了
当地可酿出鲜、甜、嫩的好酒。

话。南北朝时期，黄酒已被列为贡品。
自宋代以后，黄酒更是融入了历久弥
新、厚重饱满的民风、民俗、民情中，
成为包括烹饪、医药在内的民生必不
可少的产物。《本草纲目》方剂中，至
少有69种需由黄酒入方调制。绍兴
的男男女女，平日或团聚时都喜欢咪
上一口。城乡百姓大多会手工酿制老
酒；没有谁不懂家乡以黄酒为承载的
日常礼数。走进古越龙山、女儿红、鉴
湖、沈永和等各个酿酒区，如同荡漾
在黄酒历史博物馆中，里面的酿酒工
匠大多都是子承父业的传承人，他们
对老酒心怀情感，对传统存有不移的
眷恋。

所以，在绍兴鉴湖沿岸的沈永
和、鉴湖、古越龙山等一些历史酿酒
区，至今仍然坚守着黄酒的千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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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醴香润身心
位于杭州湾的绍兴，世界遗产大

运河穿城而过，城区大多市民傍鉴湖水
系而居。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冬
季，并不觉得很冷；夏季，也不觉得炎
热，适宜居住，更适宜酿造世界最好的
黄酒。家家酿酒，香飘十里，有难以抗御
的老酒“微醺”，百姓的日子充满愉悦而
诗意满满。近些年，从这里移居到四面
八方的绍兴人，远不及从四方八面来绍
兴久居的外地人和外国人多。

中国黄酒第一品牌、国宴第一
道礼酒古越龙山；老字号、原产地保
护品牌女儿红，鉴湖、沈永和、状元红
等都在鉴湖水畔。走进散落在鉴湖周
边的湖塘、东浦、孙端、上鉴湖、兰亭
等历史村镇，鸟儿唧喳地叫着，醇醴
飘散出的香气浸透了全村。不仅空气
中飘散着诱人的酒香，酒香中还伴着
腊香，好似湖水都折射出琥珀色的光
泽，华贵而独具魅力。

以我游走绍兴的体验，想要现场
感受一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一
次觅寻琼浆佳酿之旅，就从中国黄酒
博物馆开始。其实绍兴最好的黄酒，
日常在两处独特而标志性的旅游景
点，中国黄酒博物馆和古越龙山中央
酒库都能看到、买到和品尝到。这两

听不时有如合唱团队般的阵阵呼吸声
传出。疑惑中想起祖辈常说的话，酿酒
人早把自己的灵魂融进黄酒里了。装
进酒坛的酒是有生命的、活着的，时刻
都在呼吸外界的氧气。

酒库可观赏的区域游览需时约
一个小时，但不论谁，走进去就不愿
离开，喜欢多驻足一些时光。甘醇的
香气浓重，沁人心脾，在这里既触摸
到一段泛黄的旧时光，又全身浸染
了黄酒的香气。我诧异黄酒被密封
在这些陶坛里，香气是怎样散发出
来的呢？酒库师傅介绍，每年酿制的
新酒都要在这里后熟、陈化至少五年
以上。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陶坛的
平均年龄都在20年以上。多年来陶
坛壁吸纳了大量酒液，即使是空坛也
会散发出阵阵醇香，用这样的老陶坛
藏酒，将历经时光沉淀的香醇融入酒
中，成就了黄酒的品质，其自身又越
发散出更浓的香气。

当今的绍兴城区不同于乡下，热
火朝天的冬酿和春榨画面已少见了。
但是，漫步在书圣故里、仓桥直街、下
大路、西小路等一些古老的历史文化
街区，仍然可找到纯朴的、古法的传
承，嗅到卓尔不群的味道。尤其是每
天清晨，街上行人不多，节奏舒缓，从
容安详。早起的人们在生炉子，一股
股青烟慢慢向空中飘散。袅袅的白色
烟气，夹带着糯米甜甜的香味。沉浸
在街头巷尾扑鼻的香气中，谁都会难
以自拔，急切地寻一家傍河的小馆，
佐以新制的腊味咪上一碗。

酒醇菜香不思蜀
在绍兴住三五日，会真真切切

地感受到，不仅远销五洲、深受海内
外华人喜爱的黄酒种类繁多，而且当
地所出的历史名人多；方便往来的桥
多；盛产的好茶多；令人如醉如痴的
戏曲多；皮肤白皙的秀丽女子多；字
体优美漂亮的牌匾多；制作好的糟鸡
糟鱼、酱鸭酱鹅、腊肉腊肠等春节前

地没有任何推销，也不会发生导游劝
购的尴尬事。在位于北海桥的中国黄
酒博物馆里，国宴酒古越龙山、老字
号沈永和都能免费品尝到；博物馆内

有酿酒匠人，现场展示手工慢酿的全
过程，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酿酒技艺，
让观众一目了然，令人感动。

在市区乘18路和308路公交车，
可以抵达位于鲁迅的外婆家孙端镇的
古越龙山中央酒库。这座世界最大的
黄酒酒库、年份最长的黄酒储存地、名
列吉尼斯之最的中央酒库，向海内外
游人提供免费参观。想起以前去过的
酒窖我下意识裹紧外衣，走进去才发
现，事实并非如此，酒库内不寒不热、
浓香溢人。古朴凝重的灰色酒坛，依稀
可以看到“沈永和”“鉴湖”“花雕”等
字迹。在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中央
酒库，1200余万个盛着5年以上乃至
50年陈不等的26万吨绍兴黄酒的大
酒坛，气势恢弘，令人震撼。据介绍，这
些酒坛如果一字排开可绵延近四千公
里，相当于往返广州到北京的里程。走
在这些盛满黄酒的酒坛中间，感觉前
前后后有千万只眼睛在看着我，细细

后大量上市，更是多得品尝不尽。市
民“爆表”的幸福指数，似乎与生俱
来。绍兴的冬日，使人身心暖暖的；绍
兴的春天，使人乐不思蜀。

来绍兴的人们，从东到西，从北
到南，包括港澳台的游人，都说这里
的菜好吃，觉得适应这里的口味。为
什么？在位于北海桥的古越龙山酒
楼用餐时，领班经理介绍，是因为厨
艺的高低，也是因为当地人守本分经
营，而其根本是调菜的黄酒地道。我

茅塞顿开，这里是正宗中国黄酒的故
乡。因为酒美肴佳，令人身心俱暖，当
地人的脸上似乎都泛着幸福的模样。

我与同伴在绍兴几乎每顿饭都
找一家依河靠桥的餐馆，如屋里菜、
状元楼、乡和头、咸亨等绍兴老菜馆，
点几道当地人喜欢的茴香豆、花雕醉
鸡、蒸双臭、霉干菜烧肉、鲞蒸肉、糟
鸡等特色菜，喝半壶（约半斤）黄酒，
口腔和食道被渐渐温暖着、柔软着。
不同于白酒那种很猛烈的感受，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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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整个腹部也跟着暖起来，神经似
乎也跟着放松，很舒服。读一段席慕
容的《佳酿》：“我原是为你而准备的
佳酿，请把我饮尽吧，我是那一杯，波
涛微微起伏的海洋，紧密的封闭里满
贮的芳香……”望着水中赤脚摇着乌
篷船的船夫，那种放松的感觉让人自
在，把琥珀色的春光拉长。

之后到茶楼里喝杯下午茶，晚间
选择看一场地方戏，绍剧或越剧、莲花
落等（都有字幕），一夜睡得很实很香。

唯有饮者留其名
大禹、勾践、王羲之、陆游、王阳

明、蔡元培、马寅初、鲁迅……绍兴有
数不胜数、见诸经传又不断代的历史
文化名人。中国可称作“名人之乡”的
地方很多，绍兴则是毛泽东唯一激扬
赞颂过的“鉴湖越台名士乡”。至今，
这里城乡保留完好的“名士”故居众
多，都想看一下至少要用三天的时间。

在游览名人故居时发现，许多仁
人志士都有喜爱家乡老酒的情怀和与
家乡老酒的豪情故事。例如，越王句
践复国灭吴，留下了投醪劳师、壶酒
兴邦的佳话；王羲之因“曲水流觞”而
写就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鲁迅
的把酒论世，以及“百岁光阴半归酒”
的陆游等。在绍兴的历史上，对酒当
歌的不止是汉子，鉴湖女侠秋瑾曾以
酒抒发为正义事业赴汤蹈火的激越情
怀，写下了“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
酒也堪豪”的诗句，表现了轻视金钱
的豪侠性格和为辛亥革命杀身成仁的
斗志。这些让我想起李白《将进酒》中
的名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
留其名。”
“不品黄酒谈何品味绍兴。”多

次去绍兴，非常认可当地人说起的这
句话。绍兴人家平生伴酒、惜酒、敬
酒，久而久之就培养了这方水土的百
姓特有的气质，温婉平和、内敛精明

又豪迈豁达。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绍
兴，民俗民风浓重，现代文化影响没
有冲洗掉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行
走在绍兴的街巷中，时不时能从某户
人家的窗户里飘出绍剧高亢激昂的唱
腔；清早的河畔、公园，民众自发的社
戏唱段，唱腔豪迈，披肝沥胆，也是一
道独特的景观。

现在生活都富裕了，从腊月初
八到春意融融的正月，一些人家不
忘召集十里八村的亲朋好友，畅快地
喝一场老酒；夜晚再到临时搭起的戏
台下，饶有兴趣地观看绍剧或越剧团
队的演出。演员们台上演出，看戏的
人和着节拍喝着黄酒，嚼上几颗茴香
豆，酒热脸红，几分醉意几分激昂，几
分逍遥又几分自在。

我常年在各地拍摄采访，唯有绍
兴，离开时，隐隐有些不舍；离开后，
常常有些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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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蔬小记
Seasonal Vegetables

撰文/梁刚  图片/葛芸

下曼陀罗子都不顶事时，有位老中医
给我端来一碗羊汤，并撒了一大把香
菜。我以喝药的姿态，一股脑儿把它
喝了个精光，结果痉挛就解除了，腹
部深处仿佛有股暖流，非常耐心地梳
理着我的陈年瘀结。

后来，我把它当作了宝贝，逢汤必
放香菜，拌凉菜也少不了让它出面捧

场。原先的“OR6A2”的嗅觉基因突然
萎缩了，转换成了其他什么“基因”。以
前所有的怪味都销声匿迹了，取而代
之的是清冽之气，是那种有些撒娇的
香气，这种香气只在喜欢它的人面前
露出媚态，表现出一种含蓄的任性。

再后来，读了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才知道它还是一味良药：痘疹不
快、孩子丹毒、产后无乳、小便不通，
都可以服用它。有人把它捧为清理肾
脏的“洗洁精”。但我还是更愿意把它
视作“不事声张”的伴侣，让它悄悄行
走在我的味蕾和肠胃之间，以它隐秀
之美，美我日趋衰败的晚景。

紫苏
识得紫苏，是在读了《和局剂方》

之后，知道紫苏叶用于治疗风寒感
冒、恶寒发热、咳嗽、气喘等病症。后
来用大剂量紫苏配制的中药治感冒发
热，退烧作用果然很强。

宋代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家喻户晓，其中
的“屠苏”就是紫苏，其味清新芳香，
在古代可以用来酿酒。也有人认为：
因为屠苏草被画上了屋梁，所以“屠
苏”也被代指为房屋。

紫苏的名字，非常富有诗意；其色
彩神秘，品性低调圆融。它的叶片皱缩
卷曲，颜色呈紫色；也有上面呈绿色，
下面呈紫色的。然而不管什么颜色，其
香味却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把它想象

成一个女孩，那她应该是一个农村姑
娘，是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那种，但又
是大片葱绿中的一抹紫红。那种红，看
似平常，却让人过目不忘；是相隔多
年，仍然难以忘怀的“小芳”。

紫苏还是湘菜中常用的一种香
料，多用来帮助去除鱼的腥味。同时，
它也可以生食、熬汤、腌渍（用其调制
的酱油特别美味），其香气浓郁，味道
甘美，是一种具有非常多食用功效的
食品。

湘菜中有道名菜，叫紫苏泥鳅，
我试着做过，是否做像了不得而知。
但做菜时的心气肯定是有讲究的。那

种心气就如油煎泥鳅，必须不温不
火，煎至两面微黄，仿佛一种人生态
度。然后放入生姜、黄瓜等佐料，以
温辛和清淡的姿态调制生活。火候则
须以武火和文火交替进行。泥鳅出锅
前，放一把紫苏叶。那一刻，放入的紫
苏，无疑是最亮丽的登场，是关键的
点睛之笔。此时品尝：泥鳅的鲜嫩、黄
瓜的翠溜、紫苏的浓香全在嘴里。五
味人生，那一刻，只剩鲜美。

西汉辞赋大家枚乘在其名篇《七
发》中记载的那一盘“鲤鱼片缀紫苏”，
究竟啥样？无人知晓。但此刻紫苏带给
我的，肯定是甘甜而温暖的体验。

芫荽
芫荽又名香菜。小时候我是不吃

的，感觉它的味道过于浓郁，有人说
闻起来像肥皂味，有人说像斑蟊味，
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说：讨厌香菜是
由于“OR6A2”的嗅觉基因过于发达。
反正香菜的味道是一种疯狂的存在，
我毫无理由地不喜欢。

直至一次胃痉挛，痛得我疯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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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不到眼睛。这样冷敷了半小时，眼
睛红肿便退了个干净。直是奇了，这
个憨厚的配角，这次总算唱了一回主
角，而且一炮打响。

之后，用生姜贴敷穴位治疗常
见病的实战，屡试屡爽。及至到老，开
始出现便秘，各种方法都试了，效果
均不佳。后来根据自己“气虚，肠蠕动
缓慢”的症状，用人参加生姜，煎水慢
饮，果见奇效。之后，我便与生姜成了
形影不离的恋人。

如此，那功劳还是被醋分去了一半。
生姜唱主角的菜很少，虽然也

有直接将生姜腌制了吃的，但它过于
直接，仿佛不懂求爱的小伙，没有铺
垫就给对方来了个热情拥抱，结果被
人扇了耳光。生姜的好，庸常之辈是
很难知晓的。我也是个庸常之人，年
轻时自然也是不懂它的。及至有一年
女儿面临高考，突然传染了红眼睛。
继续上学不被允许，不去学校又怕耽
搁了复习。情急之下，想到一个土方，
就将生姜切成片，直接放在女儿的眼
皮上。眼睛是闭着的，生姜的辛辣刺

生姜
它是村野地头最常见的后生，热

情奔放而又质朴憨厚。
生姜的一生中，似乎都是被人呼

来唤去的，而且还一直是个配角。这
是现实生活中最不遭人待见的角色。
但生姜却默默承受了。
“来，给鱼放点生姜除除腥。”或

者这个放点姜丝，那个加点姜末。待
到正菜端上桌时，便没生姜啥事了。
生姜是不足挂齿的。当然，偶尔它也
有露脸的时候。比如“蟹黄蛋”。有人
会说：这道菜有点意思。鸡蛋加了姜
末和醋，果然就有了蟹的味道。即便



The Beautiful Snowy Alps
美丽的阿尔卑斯之雪
撰文/图片 梁凤英

眼下，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赏雪，是一个极为诱人的选项。冬春两季，大自然像
丹青妙手，从北向南，以斑斓的色彩描绘大地。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有五分之一处
于瑞士境内，这里不仅有奇丽峻峭的冰雪风光，更是登山、滑雪、赏雪爱好者的
天堂。阿尔卑斯山脉的少女峰、马特洪峰、铁力士山，以其壮美非凡的雪山吸引
着千千万万的游客前来玩雪。而景区内的齿轮铁路、缆车、吊篮、海拔3000多m
的旋转餐厅等各种各样现代化的设施为游客打开了亲近自然的大门。从每年11
月开始，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铁力士小镇，就源源不断地迎来背着各种滑雪器材
的游客。

A trip to Switzerland to enjoy the snow-covered Alps now seems a great temptation. 
In winter and spring, nature paints the earth with gorgeous colors from north to 
south. One fifth of the majestic Alps are located in Switzerland, which is a paradise 
for mountaineering, skiing, and snow lovers with its picturesque scenery. The 
magnificent and extraordinary snow-capped Jungfrau, Matterhorn, and Mt. Titlis 
attract millions of tourists. Modern facilities such as cog railways, telphers, lifting 
baskets, and a 3,000-meter-high revolving restaurant make it much easier for 
tourists to get close to nature. Every year starting in November, Titlis, a small town 
in the Swiss Alps, is thronged with tourists carrying ski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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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力士山翱翔
铁力士山位于风景如画的琉森

湖畔，历来是度假和滑雪爱好者的首
选。海拔3020m的铁力士山峰，设有
三条吊车钢缆与海拔1050m的英格
尔贝格相连，两地往返单程需时约45
分钟。从踏上吊车的那一刻起，便开
始了一段新鲜刺激的旅程——极富创
意地遨游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区上
空。铁力士山吊车的设计十分独特，
吊车厢能作360度旋转，悠悠然攀升，
跨越极为壮观的铁力士冰川，直至铁
力士山令人惊叹的峰巅。不管上行还
是下行，游客都可以全视野饱览天上
地下的美景。铁力士山顶峰有瑞士中
部最高观景点，游客在此，能把瑞士
阿尔卑斯山区与德国黑森林的奇妙景
象尽收眼底。途中又可到著名的冰洞
参观，内有许多冰雕作品。

来到铁力士，可享受多种多样的
乐趣：在专人指导下攀雪山、爬冰川；
学习滑雪、滑翔；打网球或高尔夫球；
乘坐三种不同类型的缆车前往海拔
3020m的铁力士顶峰，观赏奇妙的万
年冰河。最惬意的是边欣赏银峰雪景
边泡桑拿浴。冰川上新落成的六座位
的“冰上飞行者”冰川飞渡椅，势如奔
马般冲滑而下，让游客过一把横冲直
撞的瘾，惊险刺激。山顶有多间不同
风格的餐厅，当然，最浪漫的是在旋
转餐厅享受烛光晚餐……此情此景，
仿若天堂。

铁力士的美变幻无穷。从山下到
山顶，景观层次截然不同，但都充满
诗情画意。雪线下是茂密的森林，冷
松、云松依旧苍绿，白桦、杨树一片金
黄，漫山遍野，叠彩万重。花色奶牛悠
闲踱步，叮叮当当地从高山坡地转移



尔桥是卢塞恩的重要标志，始建于
1333年，是欧洲最古老的木制廊桥。
桥长约200m，有两个小的转弯。廊桥
顶部每隔几米就有一幅彩画，共110
幅，最早绘制于17世纪，内容多为卢
塞恩的历史风貌和历史上英雄人物的
故事。桥旁边的水中有一个八角型水
塔，34m高，1500年前后建造，用作望
哨所，是城市防卫设施的一部分，战
时曾充任保存战利品及财物的仓库，
有一个阶段曾是监狱及行刑室。水塔
与花桥一个伫立，一个横卧，共同构
成绝妙的水塔花桥美景。不幸的是，
老卡贝尔桥在1993年8月17日为一场
火灾所毁，现存是火灾后重建的。
“哭泣的狮子”是世界最有名的

雕像之一，1821年由丹麦雕塑家雕刻
在卢塞恩的一块天然岩石上。这头长
10m、高3m多的雄狮，痛苦地倒在地
上，折断的长矛插在它肩头，旁边有
一个带有瑞士国徽的盾牌。这座雕像
是为了纪念1792年8月10日，为保护
巴黎杜伊勒里宫中路易十六的家族成
员，而全部战死的786名瑞士雇佣兵。
雕像下方有文字描述该事件的经过。
当年，瑞士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男子迫于生计，纷纷到欧洲各国当雇
佣兵。瑞士雇佣兵忠于雇主，英勇善
战，但荣誉和金钱掩盖不了雇佣兵制
度的残酷。那次事件之后，瑞士停止
向国外派遣雇佣兵。后来，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来到卢塞恩，将“濒死的
卢塞恩狮子”誉为“世界上最悲壮和
最感人的雕像”。

琉森湖，如水晶般莹澈眩目的湖
水，荡着如诗似画的景象。作曲家瓦格
纳在琉森湖畔的恋情，贝多芬微醺的
月光曲，流淌在充满乐韵的宁静城镇。
从平缓如镜的湖面上望过去，对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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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山下牧场，栗色的山地木屋就像漂
浮在这斑斓林海上的一叶扁舟。更有
一些不知名的小湖小河，水是晴空般
的蓝，水面荡漾着雪山的倒影。独自
一人走在山路上，阳光正好，晓风微
凉。山林里响起鸟的欢唱，山野退去，
小路伸延，牛铃叮叮当当在若有若无
的远方，显得有点空空荡荡。这真是
个气定神闲的小镇。越往上走，四周
水墨画似的雪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
晰，白栅栏围成的上行路渐渐被抛在
身后，偶尔有骑山地自行车的车手掠
过，行山者悠然自得地走过，或出来
闲逛的土拨鼠，真好像画中一般。

瑞士最美小镇卢塞恩
美丽和谐的卢塞恩（又名琉森）

是瑞士中部一个美丽的小城。卢塞恩
小镇上有一座特别美丽的廊桥——卡
贝尔桥，因桥头不远处是圣彼得教
堂，又称教堂桥。还因桥旁建有水塔，
桥两侧的栏杆上摆放了一盆盆鲜花，
看似一座花廊，又称水塔花桥。卡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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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巍峨险峻的皮拉图斯山，山上的景
物在夕阳的照射下若隐若现；湖这边
是城区，从码头的岸边扫视过去，尖尖
的大教堂，造型独特的房屋，整修得如
蘑菇云般的光秃秃的大树，飘扬在建
筑物上空的火红的瑞士国旗，构成一
幅色彩斑斓的图画；湖岸边停泊着一
排排蓝色的游艇，成群的天鹅在波光
粼粼的湖面上悠闲地游动，它们高昂
着修长的颈项，透出贵族般高雅的神
情。由于纬度关系，琉森的黄昏很长，
夕阳的余辉映照在水面上，湖畔四周
的山峦、丛林及山腰的教堂古堡上，显
现出轮廓分明的光晕。

欧洲屋脊少女峰
有人说，上帝把许多美好给了

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而阿尔卑斯山把

卢塞恩哭泣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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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美好给了少女峰。少女峰高高
耸立在瑞士腹地伯尔尼地区，终年积
雪，景象壮丽，虽然不是山脉的最高
峰，但因其独有的风光和美丽的传说
而备受游客青睐，来往游人络绎不绝。

美丽的传说将少女峰的风景宜
人传达得淋漓尽致，大致表述为：天
使来到人间，在一座美丽的山谷居住
下来，并为它量身打造了各种鲜花和
茂密森林，镶嵌银光珠链，还许下心
愿“从现在起，人们都会来亲近你、赞
美你并爱上你”，这座让天使都留恋
的地方怎能不引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少女峰的独特在于她的外貌，山峰海
拔约4158m，绵延18km，整体形似温
婉少女，一头秀丽且飘逸的长发（森
林茂密），银装素裹（雪山），恬静安详
地仰卧在蓝天白云的怀抱中（静谧幽
美的环境）——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少

女峰峰顶建造了许多游玩设施，有观
景台、冰雪之路、冰河餐厅、滑雪运动
乐园、雪橇犬拉雪橇等，带给游人不
一样的人生体验。

我们乘坐黄金列车缓缓地向雪
山开去，一个小时左右后转车，穿过
一条约7km长的隧道。那可能是世界
上最长的隧道吧？因为火车在隧道里
穿行了整整1个小时！穿越隧道，就好
像穿越时空，真是太神奇了！来到雪
山顶上，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雪山
望不到尽头，到处白雪皑皑，就好像
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

撩开“羞涩少女”神秘的面纱，我
踏上少女峰的雪地。天空湛蓝，空气
清新，洁白的积雪在阳光照耀下晶莹
闪亮，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那红底白
十字的瑞士国旗，在蓝天白雪间显得
格外醒目。左前方是阿莱奇冰川，背

后可俯瞰勒申谷地，少女峰就耸立于
冰川之巅，宛如一枝硕大的玉笋破土
而出，又像一座晶莹的金字塔在茫茫
雪野里岿然而立。淡淡的白云挂在山
腰，不知是云在天上，还是山在云上，
恍若身在仙境，心情顿时平静，有种
超凡脱俗的感觉。

皑皑少女峰，云遮雾涌，神秘莫
测。从黄金列车到观景台的升降机，从
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冰川到惊心动魄的
雪山全景图，千姿百态、如诗如画，令
置身此地的人流连忘返，毕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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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莱斯绸始源
Origin of Aidelaisi Silk

撰文/图片 马剑威

地造奇花多姿彩，天工巧夺扮红妆。美若彩虹、灿如云霞的艾德莱斯绸是新疆和
田、喀什等地的特色传统手工艺织品，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凝聚东西
方文化之精华，被称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活化石”。

 Exotic flowers are used to shine the beauty through the wonderful workmanship. 
The Aidelaisi Silk featuring beautiful colors like rainbow and rosy cloud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textiles peculiar to Hotan and Kashgar of Xinjiang, and 
also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pooling all essence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is reputed as the “living fossil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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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的周边，花帽、胡旋舞、手鼓、热瓦
甫、都塔尔，洋葱、孜然、葡萄、哈密
瓜，更是勾勒出一幅热爱与追求美好
生活的永恒画卷。

艾德莱斯绸将新疆“歌舞之乡”
“瓜果之乡”之唯美与浪漫集中于尺
幅之间，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秘的
历史引得世界各地人士寻芳而至，再
经由他们把艾德莱斯绸带往世界的各
个角落。

历史：桑蚕落户和田
关于艾德莱斯绸的来历，史书上

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有据可依的是，
在古代丝绸贸易史上，和田的地位不
容低估。早在公元前2、3世纪，和田
地区的丝绸贸易就已兴旺，两汉至魏
晋南北朝时期更加繁荣，至唐代则进
入鼎盛。“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
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是当时丝绸贸
易兴盛的写照，和田地区生产的“西
锦”“胡锦”多销往中原，为唐王朝的
王公大卿所抢购。

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
在公元644年回国途经于阗国（今和
田）时，听到一则传说，把它记录在了
自己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虽然
中原地区很早就开始养蚕织绸，于阗
国却一直没有桑蚕，当地人一度将丝
绸视为珍宝。中原地区将蚕桑视为机
密，严令不准将蚕桑种子运出关防。
直到汉代，一位和亲西域的公主，把
蚕桑种子偷藏在发髻里带到了于阗
国，并教会了当地农民如何养蚕抽
丝、纺线织绸。从此于阗人就开始了
养蚕织绸，于阗也在频繁的贸易交流
中，成了名震西域的“绢都”、西域丝
绸业最盛之地。

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
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
8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一位中国
公主戴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

艾德莱斯绸生产于我国新疆和
田、喀什等地区，是一种扎染丝花绸，
采用古老的扎经染色法工艺和植物颜
料（用草根、核桃皮、石榴皮和吐曼花
浸泡而成），经过扎经、染色、整经、织
绸等多道工艺制作而成。其色彩缤纷
绚丽、虚实相间、对比强烈，图案简洁、
抽象又不失生动，风格唯美而又浪漫。

艾德莱斯绸有一个非常好听的
别称：“玉波甫纳卡娜提古丽”，意思
是“布谷鸟翅膀花”，形容这种轻若行
云、薄如羽翼的丝绸像布谷鸟翅膀上
的花纹，给人们带来春天般的气息。
鸟、翅膀、花，这样艳丽的色泽，仅在
字面上，就与当地戈壁沙漠单调的环
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环顾艾德莱斯

手指着它。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里所
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
绸女神。

和田洛浦县山普鲁古墓和民丰
县尼雅古城遗址均出土过蚕、桑树和
手工纺织工具残件，以及与今天的艾
德莱斯绸制作工艺相同的丝绸碎片，

证明了艾德莱斯绸的古老历史。如今
和田的乡村依然可以看到家家种桑
树、养桑蚕。

图纹：水光天影的传说
艾德莱丝绸按照色彩可分为黑

艾德莱斯、红艾德莱斯、黄艾德莱斯，

不同颜色的艾德莱斯绸

英吉沙县乌恰乡15村培训就业合作社，村民设计制作的艾德莱斯裙装 喀什市西仁蛋糕点心店，员工们身穿靓丽的艾德莱斯纹样的工装

英吉沙县乌恰乡15村培训就业合作社，编制挂毯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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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多色调艾德莱斯四大类。各类绸
的基色为一种，又恰到好处地搭配其
他色彩，以凸显图案、纹格，艳丽中不
失端庄，飘逸中不失稳重。

艾德莱斯绸图纹富于变化，样式
很多，采用植物图案的有花卉、枝叶、
巴旦姆、苹果、梨等；采用饰物图案的
有木梳、流苏、耳坠、宝石等；采用工
具图案的有木锤、锯子、镰刀等；采用
乐器图案的有热瓦甫、都塔尔等；其
他还有栅栏、牛角等。各种图案经过
艺术的加工而显得绚丽缤纷，光彩夺
目，难怪传说中新疆的五彩山就是仙
女身着艾德莱斯绸经由夕阳映照在山
峦上而形成。

据说生产艾德莱斯绸的工匠们工
作中不需要画稿，所有的图案都记在

英吉沙县乌恰乡15村培训就业合作社，美丽的绣娘

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美合热阿伊制衣刺绣合作社，刺绣生产车间。

昌吉努尔加大峡谷，身着艾德莱斯长裙的模特丽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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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过去了，少女的传说却伴随着艾德
莱斯绸代代流传下来。艾德莱斯绸色
彩绮丽、璨若云霞，似水光天影而巧
夺天工之美，已成为新疆的一个文化
符号，令无数人为之倾倒着迷。

或许是艾德莱斯绸那优美的图
案韵律所赋予的灵性，2005年3月，一
位摄影爱好者发现并拍摄到了水中
的“艾德莱斯”，使艾德莱斯绸图纹始
于水光倒影的传说得到印证。该照片
由此被起名为“艾德莱斯始源”，并有
诗赞曰：“艾德莱斯漾碧波，天西丝路
锦霞多。非关玉女调霓彩，疑是云宫
赏绮罗。”

2010年8月，笔者在喀什伽师县
拍摄水面时，无意中看到了让人惊叹
不已的奇特景象：一片水域在光影、
气象条件的作用下，产生出绮丽色
彩，璀璨闪耀、充满生气，不断变幻着
黄、橙、金、紫、蓝等映像，散发着自然
美的魅力。这不正也是水中的“艾德
莱斯”吗？

空之外，看到了宇宙自然的奥秘与永
恒。这时一道金色的阳光透过云层照
射在少女身上，也照亮了少女的心，
她的心灵突然有所感悟。
“我明白了！”少女兴奋地向天

空大声喊着，她的叫声凝结在了护
城河的上空，顿时，古老的河流幻化
成一片奇纹光波，布满整个天宇。先
是银色的，接着是金色的，最后成了
霞光氤氲的彩色。幻像只存在那么一
瞬，眨眼间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从此，少女的心中就有了一个
坚定的信念，她要用尽世上所有的丝
线织出美丽的艾德莱斯。她忘记了一
切，眼前全是各种各样的图案，她一
次次地尝试，一次次地失败，又一次
次地努力……不知在哪一天哪一刻，
她面前彩色的织物上终于出现了梦幻
般流动的光波，神奇含蓄，妙不可言。

少女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成为沙
漠中的圣女，得到了人们的爱戴。久
远的年代过去了，阿曼尼莎汗的时代

他们心中，从他们手上自然流出。而面
对这艺术品一般的艾德莱斯绸，人们
难免心生疑窦，最初究竟是怎样高明
的画师成就了如此美轮美奂的图纹？

相传在很久以前，又也许是16世
纪杰出的维吾尔族女诗人阿曼尼莎
汗生活的诗与音乐的时代，沙漠中有
一座城市，城市里住着一位美丽的织
绸少女，她织出的彩绸就像她窈窕的
身影一样美丽动人。她不仅倾倒了城
里的贵族和贫民，也倾倒了过往的商
客。许多人向她提亲，但美丽的少女
总是轻轻地摇头，没有人知道她心里
在想些什么。

一天傍晚，在织机前辛苦了整日
的少女漫步在护城河边的树林里，四
周的景物都裹在夕阳的余辉之中，金
灿灿的，绕城的河水也成了一条光亮
的彩带，连接天空与大地，流溢着一
种神秘的色彩，四周显得宁静而超逸。

少女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就在这一刹那间，她似乎被带到了时

水中的“艾德莱斯绸”。2010年8月摄于喀什地区伽师县

西津杂记
A Trip to the Xijin Ferry
撰文/宋培培

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
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一个“绿”
字最能达意，最值得细细品评。这首诗
写在宋熙宁元年（1608年）春天王安
石应召赴京时，当时他已是一次罢相，
听闻宋神宗下诏恢复自己的相位，欣
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希望凭借这股温
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
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
达，最微妙，最含蓄。

除了王安石以外，历代文人骚客
都不吝在此留下墨宝以抒胸臆，著名
的有李白、孟浩然、苏轼、米芾、陆游
等，就连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
罗也在其游记中记录下了当时渡口的

盛景。
历经1300多年的历史兴衰，当地

逐步形成了繁华的津渡经济和独特的
津渡文化，同时也催生了西津渡商业
文化街市。清代诗人于树滋将西津渡
口人来舟往的繁忙景观描绘得真真切
切、如在眼前：“粮艘次第出西津，一
片旗帆照水滨。稳渡中流入瓜口，飞
章驰驿奏枫宸。”

清末以后，由于河势的变迁、国
势的衰败，西津渡逐渐淡化了津渡功
能，昔日繁华的街市也辉煌不再。直
到近年来，以其“千年古渡，千年老
街”的沧桑与相对完整的古老风貌，
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吸引了国内外
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漫步在古朴典雅的古街道上，仿
佛置身一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六朝
至清代的历史遗迹随处可见。沿街“
民国元年春长安里”“吉瑞里西街”“
德安里”等题额，错落有致的两层小
楼，那翘阁飞檐，那窗上的雕花，那斑
驳的柜台，那杉木的十板门，让你切
身地感受到什么叫时光倒流、历史沧
桑。那白墙黑瓦与朱窗间，珍藏着多
少动人的故事。

走在被车轮磨砺出深深印辙的青
石板路上，耳边仿佛传来了千年的历
史回声。休闲一番，留了几张照片。夕
阳映衬之下，古渡街口更添了几分味
道，那街，那塔，那古渡的遗迹……

“不来西津渡，不算到镇江。”
前些日子趁着闲暇去了一趟镇江，感
受了一下向往已久的津渡风情。西津
渡，在镇江城西的云台山麓，始建于
六朝时期，唐代曾名“金陵渡”，宋代
以后才称为“西津渡”。原先这里紧临
长江，滚滚江水就从脚下流过。清代
以后，由于江滩淤涨，江岸逐渐北移，
渡口不断下移，如今西津渡与长江江
岸已有300多米远了。据说西津渡古
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
中、最完好的地区，被视为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

西津渡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
王安石《泊船瓜洲》诗：“京口瓜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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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昼夜

赤日初升

撰文/金超

撰文/闵蕾

夜
眷顾于心

心就裹着无尽的夜
昼

流经身体
身体便与昼永结同心

怎奈
呼啸而至
无分昼夜
裹住无尽
连接于心

交相辉映向我们走来

此后
昼与夜消失了

战士们爬上云梯的每一阶
每一阶都一样

于是战士们鼓起勇气
往哪儿走

都是往前走

歌颂昼夜奋战在一线的
抗疫战士们

空港值守日复年，
天际赤霞入眼帘。
一面圆镜挂天眼，
只待金乌飞碧天。

READING
Reading is such a wonderful thing, which brings 
us enduring sense of pleasure and an encounter 
with good things. Finally, it leads us to meet a 
better self. Reading brings us together.

大爱在人间
读《崇高使命》有感

撰文/李荣峰

01

阅读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它带给我们持久的愉悦感。它让
我们与美好的东西相遇。最终，它将引领我们遇见一个更好
的自己。阅读，让我们一起。

“肺科医院！”“第十人民医院！”“华山医院！”……
从庚子年除夕夜开始，上海、广州等多地机场的候机大
厅内，相继回荡起这样特殊的“点兵”声。

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的医疗队多箭齐
发，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广东、陕西等地的217支医疗
队紧急驰援。

悬壶入荆楚，白衣做战袍。
这里有一组令人动容的数据：截至2月11日24时，全

国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1716例，其中6人以身殉职。湖
北医务人员确诊1502例，其中武汉1102例。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出征：截至2月14日24时，各地
向湖北已派出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军队共派
出3批次4000余名医务人员。

整个战疫过程中，共有4万余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
守望相助是中华。在万家团圆的春节，这些“最美逆

行人”告别家人，义无反顾奔赴最危险的“疫”线，在生命
与病毒之间筑起一道“白衣长城”。

逆行、出征，一夜间变成了2020年年夜饭桌上的关键词。
“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上海市

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的一番话，显示了共产党员的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我报名！”微信群里，报名请战的医护已经接起了长龙。
“我是去过汶川的，这次必须要去！”
“我是参加过抗击非典的，这次必须要去！”
“我和其他护士不一样，我是汶川的呀！我必须去！”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在重症监护室干了8年，有经

验；我年轻，没结婚，负担小，我应该去。”

“理个光头，削发出征！”
“孩子，妈妈去打怪兽了……”
……
一个个光头，瞬间成了出征的标配发型，却在荆楚

大地为患者点亮一盏盏希望的灯。
一封封请战书，就是一颗颗滚烫的心，就是战场上

一颗颗明亮的星。
《 崇 高 使 命 —— 白 衣 战 士 武 汉 、湖 北 防 疫 抗 疫 纪

实》忠实记录了白衣战士在疫情防控一线救死扶伤的感
人事迹，充分展现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在历史
上为白衣战士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然而，病毒无情，面对危险，他们害怕吗？
“我只想着尽快让病人有呼吸，没时间考虑自己会

面临多大风险。救人要紧，这是我们的职责。”在武汉金
银潭医院支援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潘纯坦言。

“人命关天，等不得！”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
科主任杜斌冒着暴露的危险，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气管
插管。呼吸困难缓解，血压降下来了，患者生命体征终于
得到维持。

生死一瞬。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抗疫一线上演。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一次挑战！”作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的张定
宇这样说。

从医33年，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坚强地挺立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暴风眼”上。病人激增、医疗资源短缺、手下
医务人员“一人当两人使”……这一仗，他打得极其艰苦。

连日来，因为压力太大，中部战区武汉总医院武昌
院区感染科副主任张波已经瘦了十六七斤。他说：“所有
人都不放弃，因为这是全军在战斗，全国在战斗。”

每一句真切的话背后，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医疗界精锐尽出，战胜疫情的决心，不言而喻。
还记得那位白发苍苍的84岁老人吗？累得在火车上

睡着了。他说：“在最艰苦的地方、最前线的地方、最困难
的地方、最容易受感染的地方进行战斗。”

网红脸，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这才是最令人动容
的面容！

9所“方舱医院”在武汉投入使用，已收治了5600多
名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
学专家王辰2月1日赶赴武汉。这位非典时期担任北京医
疗组组长的专家坦陈，“方舱医院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举
措”，他每天都持续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深夜12点开始值班，提前一小时到岗，消毒、穿戴
防护服。一直挺着没上厕所、没喝水，等到想看时间，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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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了7个多小时……”“刚收的患者病情很重，呼
吸衰竭合并了严重的休克，血压血氧都很差；我给他做
肺复张，进行持续补液抗休克治疗，还给呼吸机换了两
大罐氧气，终于在下班前患者排出尿了，好了一些……”

寥寥数语，却是生死时速。每一分、每一秒，医护人
员在人们看不见的战场上与病魔搏斗，拼尽全力抢回同
胞的生命。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
网红词、流行词，不也应该就是这样的吗？这才是最

温暖、最有力量的词语。
穿上防护服，接诊10个小时，几乎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防护服里面的医护服装被汗水浸透……争分夺秒，
只为患者争取多一点点的可能。

同为医务人员的我，深深懂得，在疫情面前，面对
凶险的病毒，有过害怕、有过顾虑，亦有家人的担心和牵
挂，但是，在一个个亟待救护的生命面前，我们医护人员
不上，谁上？

生死相托，肩负如山的使命，我们必须承担起人民
健康的“忠诚卫士”的责任，站在最前沿抗击疫魔，守护
生命的安康。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
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
医者的誓言，早已镌刻在每一位医护人员的骨子里。

医院里，医护人员倾尽全力。医院外，每个人都在坚
守，每个人都在拼搏。来自祖国各地的物资支援像潮水
一样涌来。

“ 我 们 的 目 标 不 仅 要 打 胜 仗 ，也 要 保 护 好 医 务 人
员。”毛青说。作为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感染病研
究所所长的他，悉心指导着防控感染工作。

“前线队员的安危，是我们最牵挂的事。”中日友好
医院院感办副主任郭丽萍说，“我们进一步完善了防护措
施，防护物资也从一开始的短缺、型号不全，到现在逐渐
统一，基本满足防控等级需要。大家倍添了勇气和信心。”

40余家餐饮企业联手，组建餐饮保障团……
在机场，在我们工作的现场，我们医护人员也感受

到了各级工会和领导的无限关爱，感受到了多家商业公
司的无私关怀和温暖。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关怀传递力量，守护交融
彼此。

关键时期，一个个平凡的人绽放出英雄的光芒。这
就是人间大爱。

大爱在人间，大爱在流淌，生的希望在升腾。
长江浩浩荡荡，黄鹤楼巍巍矗立，见证着这座英雄

城市的保卫战，也记录下所有英雄人民的大爱壮举。中
国必定夺取最后的全面胜利！

读汪曾祺《人间有味》有感
撰文/田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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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是汪曾祺先生一部描写美食与爱的经
典散文集，先生在书中从不刻意追求玄奥深奇，始终秉
持自然、质朴、雍容的风格，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在他的文字里，生活是很有意思、有滋有味的。在他
的笔下，一食一饭、一草一木，皆是生活，无不洋溢着盎
然情趣。

先生的文字隽永淡雅，一切都是淡淡的，却又让人
回味悠长。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是
平常大多没时间回味琢磨。经他一点，回头想想，嘿！可
不就是这么回事儿么！

这本描写美食的文集却又不只是写美食，更多的是
讲生活的哲理。而引人入胜的，正是那些人世间幽默有
趣的人物和故事。

当今滚滚红尘中，常人哪能轻易摆脱房子车子等世
俗羁绊，即便是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内心也不见
得有真正的安宁。

文如其人，先生的文字是先生内心平淡底色的真实写
照。先生一生历经种种坎坷磨难，却能宠辱不惊、坦然面对，
依然自在从容地生活，闲庭信步度过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因为热爱生活，即使经历再平常的大事小情，先生
都能感知到其中的美、感受到其中的幸福。

因为忠于生活，即使遇见再平凡的人间轶事，先生
也仔细体察、温情关注。

因为拥抱生活，所以先生的每一个视角，都别有趣
味、妙趣横生。

先生的文字让我们体会到，简单的生活也能获得内
心的充盈，要自在从容地体会人世间的美好，感受人世间
的真情，让自己每一天都沉浸在幸福里，享受自由自在、
从容的人生。就像先生所说的那样：万事有心，人间才能
有味。

捧读先生文集是一种享受，在他的笔下美食成为一
种艺术品，简单而入味，每一种都极具风情，让人愿意一
遍一遍地拜读。文化的气息从文字间自然而然地倾泻，
小日子的味道着实让人难以忘怀。

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先生的文字和生活态度好似
一股清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细细品味。因而，能读到
这样一本令人平心静气的经典，就好像喝了一杯清茶，
通体畅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