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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站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1亿人次。
这是中国城市机场首次突破1亿人次。纵观全球，上海之前，有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亚特兰大和日本东京，上海
由此成为全球第5个进入亿级人次航空“俱乐部”的城市。

On December 22th，the whole passenger volumbe in 2016 of Shanghai Pudong and Hongqiao Airport has reached a new point: 
100 million people.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Chinese airport to have 100 million passengers. Except Shanghai， there are only 4 airport including 
London，Newyork，Atlanta，and Tokyo having over 100 million passengers in the world. Shanghai become the 5th airport whose 
passenger volume has reached 100 million.

100 Million Passenger Volume Is Not Only The Enlargment 
Of Number

空港1亿客流不只是量的扩张
迈向卓越航空枢纽：上海成为全球第5个进入亿级人次航空“俱乐部”的城市

撰文/刘斌 梁建刚   图片/东子

机场汇聚人流、物流、财流、信息

流，上海空港的发展犹如一面镜子，

折射上海这座城市十几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的点点滴滴。当这座全新里程碑

倏然而至，这1亿客流能让我们品出多

少味道？1亿客流之于上海又到底意味

着什么？

机场只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细节，但

我们都明白，有志成为卓越全球城市

的上海，同样需要卓越的世界级航空

枢纽。

1亿人次中读出黄金信息

一年1亿人次是什么概念？

每天，平均近30万乘客自上海两个机

场进出，相当于一个小型县城的常住

人口总数，这需要上海两个机场每天

有2000多架次航班起降运行，平均每

架航班的起降时间不到32秒。

位居上海东西两侧的浦东机场和虹桥

机场，犹如城市的两台巨大引擎，昼

夜不息。“上海空港的能量，是多种

因素汇聚的结果。”在上海机场集团

董事长李德润看来，“1亿人次是上海

城市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民航业

从大到强的标志性节点。”

从数据上看，目前上海机场航空运输

完成了上海市各种运输方式中26.9%

的旅客发送量，口岸货物中则以不到

1%的运量承载了上海口岸34.2%的价

值量。今年，共有107家航空公司开通

了282个通航点。浦东机场自2015年跻

身全球机场前十五强，国际旅客吞吐

量高居内陆首位，货邮吞吐量有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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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保持全球机场第三位。上海另一

侧的虹桥机场，已形成16条快线，快

线航班占比达60%以上。

“上海航空枢纽的特点，是客运和货

运并举、国际和国内并重、本地市场

与中转市场共同发展的复合型航空枢

纽，旅客的含金量高，保障的要求

高，国内外关注度高。”上海机场集

团总裁景逸鸣介绍，目前，上海空港

已是我国最重要的门户枢纽航空港之

一，2015年上海两机场占全国机场旅

客量的比重为11%，客货吞吐量分别

占长三角机场航空运输总量的54.5%

、76.8%，机场经营利润也在全国所

有机场利润中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引擎轰鸣中听见城市脉动

上海空港在国内率先达到1亿人次并非

偶然。

用景逸鸣的话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

发展，给予了机场以空间和机会”。

上海机场近20年来年旅客吞吐量的

复合增长率近12%，而这20年中上海

GDP的平均复合增幅，同样近12%。

浦东机场1999年建成，2008年浦东机

场T2航站楼投入使用，2010年虹桥机

场T2航站楼正式启用，2012年底浦东

机场T1航站楼开始全面改造，2014年

虹桥机场东片区综合改造启动，2015

年底浦东机场三期破土动工……回溯

上海机场改扩建重大工程，时间间隔

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

上海空港的旅客吞吐量，1995年突破

1000万人次，跨越第一个1000万人次

增长台阶，上海用了6年；第二个1000

万增长，上海用了3年；　第三个1000

万增长，上海仅用了1年；2010年上

海一年中连续跨越两个1000万人次台

阶……再看上海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增

长轨迹，时间间隔同样越来越短，速

度越来越快。

不断提速的背后有原因。李德润

说，“最重要原因是规划先行，始终

以超前规划引领发展，而每一次规

划，又与上海城市的重大战略与发展

趋势亦步亦趋。”“八五”末的1995

年，上海空港突破千万人次客流，为

适应浦东新区开发开放需要，上海市

启动浦东机场规划编制；“九五”

末，浦东机场一期工程顺利投运，上

海在国内首个构建“一市两场”航空

发展格局，上海航空枢纽随之步入快

车道；“十一五”期间，浦东机场和

虹桥机场二期工程顺利投运，圆满完

成上海世博会重大保障任务，上海机

场旅客吞吐量由此又连跃三级，突破

7000万；“十二五”上海提出向“品

质领先的世界级航空枢纽”迈进的新

愿景，启动浦东机场南卫星厅和虹桥

机场T1航站楼改造，布局虹桥和浦东

临空经济长远发展，旅客吞吐量突破

8000、9000万大关……

上海空港的每一步改扩建与发展，都

与上海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落地紧密相

连，而上海空港恰逢其时地释放容量

空间，又满足了上海城市的需求。机

场与所在地的经济成长，已形成了相

互促进的正循环。

辐射效应中看到无限魅力

1亿人次客流，还能为上海带来些什

么？按国家民航局的测算口径，我国

机场每百万航空旅客吞吐量可产生经

济效益18.1亿元人民币，1亿人次航空

旅客吞吐量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占

上海GDP的约8%，并带来53万个就业

机会。

再看上海空港周围，已集聚了自贸

区、虹桥开发区、虹桥商务区、商

飞、国际旅游度假区等一系列国家

级园区和国家级产业项目。景逸鸣透

露，上海机场目前还与浦东、长宁合

作，申报国家级临空产业开发区，推

动航空产业和要素资源集聚，推动上

海建设特色航空大都市。

上海空港的辐射力，似乎早已不局限

于上海。在与上海接壤的全国百强县

之首昆山，有一条直通上海的交通主

干道，就被命名为机场路，而在昆山

几乎所有对外招商广告上都会注明：

到虹桥机场40分钟。自2003年开启的

两岸包机，第一班就在上海。

更重要的是，上海区域经济增长与居

民消费结构升级，正为上海航空运输

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城市居民

的休闲旅游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使

浦东机场的旅游客比重由2010年的

29.7%迅速提升到2015年的48.8%，

虹桥机场的旅游客比重也由2010年的

29.5%提升至近40%；上海科创中心、

卓越全球城市建设，则吸引全球商务

旅客纷至沓来；跨境电商的爆发式成

长，又为航空货运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和拓展空间；而上海自贸区建设，则

有望在上海率先建成与国际接轨的口

岸通关环境，进一步促进航空国际货

邮吞吐量飙升。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和

基础性产业，航空运输也是如此。上

海航空枢纽建设作为提升上海海空枢

纽功能的重要组成，是上海航运中心

建设的重要基石。据介绍，从“十三

五”发展需求来看，2019年浦东机场

三期完工之时，设计规模达到8000万

人次，而到2020年浦东机场的市场需

求就将超过8000万人次，上海两机场

届时预计客流将超过1.2亿人次。

去年8月1日，国内首部关于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的地方立法——《上海市

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正式施

行。国家战略、区域发展与市场活

力，正在为上海带来全新契机，而空

港犹如“先锋”，在机遇面前已率先

展现出广阔前景。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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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受邀成为英国希斯罗机场首位驻站作家，他由此开始细致了解一座机场的方方面
面，最终写下了一部非凡的跨界作品《机场里的小旅行》。阿兰惊叹道：“在这个混乱纷杂的时代，航站楼显然是
逻辑和秩序的庇护所……如果有人要你带火星人参观一个地方，其中简洁扼要地综合了人类文明中的各种主题——
那么这个地方必然是机场的出入境大厅……”

 In 2009，British writer Alain de Botton was invited by Heathrow Airport and become the first writer for airport. Thus，he begins 
to understand every aspects of airport and writes the outstanding work “Dropping off at the airport”. He wonders“ Terminal 
building is obviously the shelter of logic and order in the disordered age. If someone takes Martians to tour some place，and then 
the place must be in and out lobby of terminal building，which associates  every theme of Human Civilization.

客流破亿后，上海机场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争当世界顶尖级航空枢纽

从准点突破，建设“看不见”的机场
撰文/刘斌 梁建刚

此言非虚，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机

场都堪称现代人类建筑中最复杂的代

表之一。站在浦东国际机场的航站楼

大厅内，很少有人真的了解，这座每

年客流超过6000万人次、年起降飞机

超过45万架次、拥有2座航站楼4条

跑道的机场，还囊括着107家航空公

司、200多家商店及出租车公司、一关

三检等政府部门，究竟是一种怎样复

杂的存在。

“让所有乘客满意出行”这一目标看

似简单，却需要两座机场内数百家单

位、近8万人的通力合作。正因此，当

上海机场年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时，机

场集团董事长李德润和总裁景逸鸣都

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喜悦瞬

间而过，压力扑面而来。今后的上海

机场，不能再以量来取舍，而应开始

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安全，永远没有尽头

为满足上海世界城市的发展需求，上

海空港改扩建工程正不断加快。2017

年底，虹桥东区改造将完工，新的T1

航站楼将在交通、设施、流程等实现

全方位提升；2019年上半年浦东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将投运，以世界最大单

体卫星厅为首的近20项工程，将使浦

东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增长至8000万

人次。

“机场硬件设施的提升，随着上海城

市经济发展需求而发展，但机场建设

成就与旅客的感受、要求是不同的，

这也是机场必须面对的问题。”机场

集团董事长李德润说，当上海空港年

客流量过亿后，机场的思维方式也应

随之向世界级机场的理念过渡，机场

外延的扩建与内涵服务的提升缺一不

可。”

若将机场硬件扩张视作“看得见”的

机场，那么，服务、软件的提升则将

造就一座“看不见”的机场。后者可

能更加重要。

“1亿客流是成绩，也是压力，机场

的运营面临极大挑战。”在景逸鸣看

来，“首要考量的是安全，既包括飞

行安全，也有地面安全，这是航空

业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机场存在的价

值。”

“安全，永远没有尽头。”李德润

说，上海空港在安全上的投入可谓不

惜成本。

研制部署长达27公里的国内第一家

物联网感知机场围界防入侵系统；研

究建设我国首条智能跑道，浦东机场

第四跑道下的光缆长达2万米，能记

录每一次航班起降微小的温度、湿度

变化；建设国内首家机场协同决策系

统，使上海空港全系统可靠性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

每一个第一、首家身后，都是上海机

场对安全运营的不懈追求。　

还能怎么做？目前，上海空港正在探

索业务结构、资本结构及治理结构

优化，在景逸鸣看来，“能不能借助

金融思维，进一步确保安全运行管控

的合理性，在效益与安全之间找到

最大化平衡，使不惜成本也变得更加

有效？对安全的追求，怎样都不为

过。”

Focus On “On-time Rate” And Build “Invisible”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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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点，多单位高效精准串连

如果将公众对上海民航最关注的话题

排序，前3位中肯定有一条——准点

率。

“越大不一定越有效率，尤其是超大

机场的规模效应，会将任何一个点的

问题呈几何级放大，往往比中小型机

场更容易积累问题。”李德润说，“

上海由于土地资源受限，集约化是趋

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品质，这

对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航班准点

率。”

景逸鸣曾对一架过站航班的全流程进

行调查，发现在过站2小时内，共需

16个节点的顺利交接才能确保航班准

点，“当时我们将抓航班准点率作为

突破口，航班正点可以成为一切工作

的目的，也能成为考察全流程效率的

手段。在各个系统之间，机场可以肩

负起运行组织协调的责任，将各个组

织的运行效率不断优化。”

技术基础与服务细节更是两大决定性

因素。“比如飞机在场内滑行时间过

长问题，浦东机场目前还未实现就近

起降，机场空管还需要目视滑行，国

外的经验能不能借鉴？”李德润说，

正在推进的“虹桥机场绕滑项目”，

可以减少飞行穿越占用跑道的时间，

包括规划调整和建设快速出口滑行

道，选址并新建下滑台等导航设施，

改造跑道助航灯光系统等，为管制人

员提供更加灵活的运行指挥方案。此

外，浦东机场将建成贯通T3滑行道南

侧的L滑行道，减少飞机滑行中的连

续弯道，进而破解大型枢纽机场飞行

区面积增加与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

“两年前我曾去美国达拉斯机场考

察，达拉斯机场有7条跑道，却能有

条不紊，规范起了很大作用。”景逸

鸣说，目前我国飞国外航班都已通过

FAA（联邦航空局）标准，但国内航

班还没有实施；虹桥机场2条跑道是我

国第一组近距离跑道，间距仅365米，

但在目前运行标准中还只能以一条跑

道规范，效率大大受限。

“作为国内首个旅客吞吐量过亿的城

市机场体系，上海机场运行面临的问

题往往在国内没有规范可循、没有经

验可以借鉴，只能依靠自己的探索和

创新。”李德润说，“上海所在的华

东地区，以占全国1/9的空域资源，

承担着全国1/3的空运量，空管人员

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付出了艰辛的努

力。空域资源紧张、天气因素叠加等

导致准点率提升困难，但并非没有改

进空间，能否借鉴自贸区精神，勇于

突破，制定具有上海机场特点的运行

规范和服务标准，打造与枢纽特点相

匹配的运行产品和服务品牌，这需要

行业共同探索。”

服务，智能化带来无限可能

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长远，对标上海

前面的4座过亿级枢纽机场——英国

伦敦，美国纽约、亚特兰大和日本东

京，可见机场的地位、价值与城市功

能息息相关。“例如全球第一个过亿

城市伦敦，作为航运中心，伦敦的海

运量并不大，但各种要素的交易量、

配套设施都居全球之首，纽约的情况

类似。”景逸鸣说，“随着上海的发

展，上海空港必然也将走向世界级枢

纽，而我们要做的是保障。”

“上海航运中心建设，需要一座功能

更加完善、体系更加健全的航空枢

纽，培育拉动航空服务业发展、促进

航空资源集聚、形成航空资源配置能

力，并形成与世界级卓越城市相匹配

的国际航线网络。”李德润说。如

今，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沿线65

个国家中，上海已经开通了至35个国

家的直飞航线，2015年往返的旅客吞

吐量超过781万人次。

“旅客的需求很简单，就是简化出

行，优化服务。”景逸鸣说，如今，

上海机场已成为国内自助服务产品最

丰富的机场，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

运、自助登机、自助购票，加之上海

机场创新推出的快速安检、定制酒店

班车、自助乘机、智能化出租车管理

等服务，机场便捷度、舒适度大大提

升。

而当下的互联网浪潮，更给予机场未

来无限可能。“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

时代，未来的机场运营将会呈现全新

的运行模式，考验着机场管理者的智

慧和勇气。”景逸鸣说。基于全球机

场协会单项评比第一的WIFI服务，

上海机场正在搭建功能强大的一站式

旅客服务APP，尝试提供从出门前往

机场到登机离开机场的一站式服务和

独特的互动体验。而通过智慧口岸建

设，上海通关作业无纸化、出港电子

运单使用率等服务指标已在全球机场

领先。

基于“品质领先的世界级航空枢纽、

超大型机场卓越运营的典范、价值创

造能力最强的机场产业集团”愿景，

在李德润看来，上海机场必须承担起

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发挥代表国家争

当世界顶尖级航空枢纽的竞争功能；

在促进行业发展中，发挥行业领头羊

的创新和标杆功能；在区域发展中，

发挥引领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机场群

协同发展的龙头功能；在上海国际大

都市建设中，发挥对特大型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引擎和服务保障功能。

日夜不停的上海空港，已突破1亿客流

的数字还将继续累积，上海机场的前

路正长。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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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是城市的门户，南来北往的客人对城市管理的印象，往往从这里开始。
空港又是个小社会。这里不仅有属地政府部门、航空领域的相关企业，还包括行业协会、旅客、货主、职工和社区
居民等众多社会要素。
在迈向全球卓越城市的进程中，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把这些互不隶属、又各有利益诉求的单位联合起
来，实现整体升级？上海空港编织了一根串起大珠小珠的“金丝线”——上海空港社区党建联建文明共治委员会。

Airport is the gateway of city，and many guests accross world will have the first impression on city because of it. 
Airport is also a small society，where there are many social element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sectors，aerial 
companies，guild，passengers， cargo owners and employees.
On the way toward global outstanding city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hancing social management，how can we associate 
these units which have different interest appeal and realize their whole upgrading， Shanghai Airport has knitted a huge web-
Common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Communist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Airport Community.

Common View Of Airport Community:If you have question，
you can ask “ Common Management Committee ”

党建引领树立新治理模式:有事情一起解决、有义务一起承担、有利益一起共享

空港社区共识:“有问题找共治委!”
形成各方协同解难题机制，覆盖机场周边区域环境整治等难啃的骨头，已立项40余个

撰文/傅贤伟 吴頔

治顽症，呼唤制度创新

上海空港社区包括浦东、虹桥两大机

场区域。在仙霞西路地道辅路通往虹

桥机场西货运区的进口处，乱停车问

题一度是久治不愈的交通“顽症”，

地道内辅道旁的非机动车道，时常被

等待提货的车辆当作免费候车区。“

别小看这些违停车辆，它们可是造成

地道内交通拥堵的　‘元凶’。”据

货运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一旦遭

遇拥堵，货运车无法及时赶到机场，

影响的不仅是航班的准点率，甚至可

能打乱整个机场的航班安排。

由于市政道路隶属虹桥商务区管理、

执法则需辖区的上海市闵行区配合，

涉及多个部门，作为基层货运单位，

要解决此类问题，“先由货运管理部

门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批通过后，

再发函至外部单位协调解决。走流程

至少需要几个月。”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比如，浦东机

场航班正点率低是影响上海空港形象

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需要管理

局、空管、机场、航空公司等多家单

位协同配合的改进难点。

“由于各成员单位所属领域、职能不

同，且不存在实际隶属关系，在应对

复杂事件时，容易形成部门壁垒，责

任主体因沟通不畅影响效率的情况确

有存在。只有形成社区共治的思路，

才能打造出空港社区的‘利益共同

体’。”上海机场集团党委书记张学

兵告诉记者，在前期调研中，理顺条

与块、上下级之间的责权关系，建立

合作的平台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发挥

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破壁垒，依托党建引领

实现空港社区治理水平整体提升，需

要创新机制，需要“领头羊”。怎

样的机制适合目前上海空港社区的实

际？谁来做这个带动“利益共同体”

的“领头羊”？街镇出面协调，有些

力不从心；由区级政府出面，又存在

管辖范围、精力分配等困难。

上海机场集团党委提出的方案获得大

家认可——以党建为引领、文明共

治为纽带，建立政府、社会组织、企

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要素平等

的合作型伙伴关系，搭建协调合作平

台，对影响空港正常高效运行的矛盾

和问题进行管控，实行社区共治化建

设，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 上 海 机 场 集 团 党 委 主 动 倡 议

下，2014年7月28日，上海空港社区

党建联建文明共治委员会应运而生。

委员会顶层由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党委、市建

设交通工作党委、市交通委党组、上

海机场集团党委、东航股份公司党

委共同轮值，下设同创共建、交通枢

纽、机场运行和货运枢纽4个专业委

员会，各专业委员会主要推动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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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部难题顽症的治理；在具体操作

方面，由“中间层”秘书处统一督办

协调。

区域结合部的交通“顽症”，在空港

社区党建联建、文明共治委员会的

积极推动下，很快迎来转机。货运管

理部门向委员会反映问题没过几天，

秘书处就联系了所有相关单位专题研

究，明确了整治违停、打通天山西路

进入虹桥西货运区道路、将虹翔一路

改为双向通行的具体方案和时间节

点。　

进出货站的瓶颈突破了，虹桥机场的

货运效率大大提升。“多亏有了共治

委员会，解决了我们基层货运单位无

能为力的‘顽症’。”

这几年，作为众多驻场单位的重要成

员，边防、海关、检验检疫等联检单

位的工作人员都有着类似感受，“沟

通办事更顺畅了。”这恰恰体现了党

建联建工作的目标所在。新的治理模

式，突破了单位之间原有的壁垒，树

立了“有事情一起解决、有义务一起

承担、有利益一起共享”的理念。党

建工作不仅与具体业务紧密结合，更

在推动业务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促进各成员单位汇聚共识，凝聚力

量。

依托共治委员会这个“大平台”，空

港社区各成员单位自上而下拧成一股

绳，解决难题劲往一处使，不少接合

部的突出问题都迎刃而解。为方便夜

间到达旅客疏散，在市交通委的协调

下，通过与申通公司沟通协调，浦东

机场驶往市区的磁浮列车末班运营时

间延后至22时40分。在闵行区交警

部门的支持下，虹桥T2蓄车场到虹

桥T2航站楼的道路交通秩序得到有

效改观，缓解了出租车为等待夜间收

费段而缓行停车的情况……

在空港社区，大家逐步达成了一种共

识——“有问题就找共治委员会！”每

年，专委会都会以需求、问题为导向，

梳理各类疑难杂症，共同逐一解决。

　　

共建共享，利益共同体初现

以上海为基地的东航也感受到了联建

共治模式带来的创新发展空间，东航

股份党委书记李养民说：“党建联建

破壁垒强合作，通过各成员单位的共

创共建，突破固有思维与既定做法，

实现服务保障旅客的转型升级，必将

极大地提升上海空港的形象。”作为

机场运行专委会今年的轮值单位，东

航积极响应共治委员会提出的建立航

班正点率“五有”协调会制度的建

议，与空管、机场等多家航空运营业

务链上的单位通力合作。

成立3年来，共治委员会坚持问题导

向、项目导向，解决了不少瓶颈问

题。2014年，共治委员会总共立项

11个；之后逐年增加，今年达到了

40余个，内容覆盖了机场周边区域

环境整治、搭建基层航班运行管理平

台等一系列难啃的骨头，共治项目的

数量在增加，解决问题的能级也在不

断提升。

“项目数量的增加，表明过去几年共

治委员会的工作得到了大家认可。”

秘书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秘书处

正在拟建“资源需求双向认领清单”

制。“社区成员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

简单索取，而是主动跨前一步。鼓励

各单位在申请解决问题的同时，拿出

本单位优质资源服务他人，形成空港

社区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如今的空港社区，一个“有事共协

商、难题共探讨、信息共交流、风险

共承担、成果共享受”的“利益共同

体”，已初现端倪。

（摘自《解放日报》）

记者手记

空港“共同体”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的民航改革，结

束了监管部门、机场、航空公

司、空管等“政企一家”的状

态，民航事业迎来蓬勃发展新

局面。与此同时，部门间“各

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也开始

显现。

上海空港“共治委”的出现打

破了企业、单位的壁垒，创造

了空港社区管理的新模式。

以“党建联建”为抓手，空港

社区建立起市、区街镇联动，

政府、企业、社会相融合的社

区“共治委”。它发挥党的政

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用协商、

协作的方式，协调一些影响运

行效率和品质的矛盾，及时消

除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共治

委”还利用条块结合的资源优

势，替基层解决跨部门、跨

条线的“壁垒难题”，由此获

得“双赢”：基层单位的难题

解决了，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

心作用得到体现。

“共治委”的另一创新点，在

于其打造了一个拥抱未来的命

运“共同体”。一个优质的社

区，必定蕴含着合作、互通、

共享的理念。空港社区创造社

区氛围，强化社区意识，激活

社区里每个单位的归属感，为

整个空港社区的未来发展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空港“共治委”的思路与方

法，亦或会为其他领域的难题

化解、治理创新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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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场旅客服务App下载量突破100万人次

上海机场旅客服务App于2013年12

月正式上线，渡过最初的摸索期后，

在集团“互联网+”旅客服务课题的

推动下，确立了以“简化出行”为项

目运营方向，运用信息化手段，重点

聚焦旅客最关心的问题，历经数次改

版升级，持续优化服务功能，提供

旅客最需要的信息服务。在1.0版仅

提供基本的航班查询、机场静态地

图、旅客服务项目概况等“静态展

示”内容的基础上，自2016年2月上

线的1.5版开始，集团安控中心大力

整合两场、空管、航空公司和驻场单

位等多渠道信息资源，先后接入了快

速安检预约、贵宾服务预约、电瓶车

预约、接送机预约等多项特色服务项

目，形成了线上预约与线下体验相结

合的O2O旅客服务平台。同时，持续

注重对旅客关联性使用需求的开发，

开通了手机值机、抵离两场公交实时

信息、虹桥机场T2航站楼空余车位

实时显示等多项服务功能，并梳理完

善了两场97项旅客服务项目内容，

使旅客能够通过智能终端方便快捷的

体验上海机场的全流程旅客服务。此

外，尤其注重对App的核心功能“航

班查询”信息的权威性与准确性进行

提升，先后接入了两场A-CDM系统

及中航信航班动态数据，以精准的生

产运行实况数据为支撑，大幅提升上

海机场旅客服务App的核心竞争力。

经过数次改版升级，从旅客使用反

响来看，App下载量从1.5版的10

万、2.0版的20万、2.1版的40万，

到3.0版的100万，上海机场旅客服

务App已不仅仅是上海机场各项优质

服务项目的前端展示，其本身更已成

为了上海机场走在全国前列的特色服

务项目之一。

1月23日，上海机场旅客服务App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量累计突破100万人次，领跑全国
各地机场推出的旅客服务类App，率先完成了百万级下载量的“小目标”。

On January 23rd，over one million people have downloaded Passenger Service APP of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in APP market，which leads passenger service APP of other airports.  It has 
finished its “small goal” of one million people.

Over  One  Million People Have Downloaded SAA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Passenger Service APP
撰文/金桐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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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市名牌推

荐委员会通告，正式公布了2016年度上海名牌

名录，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城市交

通枢纽服务”榜上有名，被认定为本年度“上

海名牌服务”。

据悉，“上海名牌”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

批准，由上海名牌推荐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和

专家根据申报产品或服务的知名度、发展创新

能力、质量水平、质量体系、市场占有率、规

模实力、顾客满意度、社会形象等多维指标综

合考评产生，目的在于选出真正代表上海品质

的名牌。                 

   （袁涛） 

浦东机场喜获“上海名牌服务”荣誉

失物“无情”  海音“真情”

近日，上海机场服务热线96990电话问讯“海音组”推出了一项服务改进措

施——虹桥机场楼内失物查询的首接负责服务。如果接到旅客反映在虹桥机

场候机楼内遗失物品，满足服务条

件的，话务员会记录相关信息，代

为电话咨询虹桥机场两楼失物招领

后，及时回复旅客。

这一服务改进了以往仅提供给旅客

虹桥机场失物招领处的电话信息服

务内容，有效减缓了旅客遗失物品

的焦虑心情。                                

（王佳炜）

享誉世界的顶级高尔夫球具品牌——HON-

MA（本间）近日正式落户虹桥机场2号航站

楼。坚持纯手工打造高尔夫球杆起家，开创

50余年的HONMA品牌以精工细作为本，不

断传承前辈的精湛手艺与创造力，赋予球杆极精确的运动性能。

新店坐落于虹桥T2出发层58号登机口附近，除了专业球杆外，球衣、球鞋、

配饰等商品也应有尽有。 

(王秉毅)

高尔夫球具品牌登陆虹桥T2

SAA CHANNEL
空港频率

1月20日，上海机场集团与新疆机场集团再度深化研讨战略合作，共同审

议并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实施方案》。上海机场集团总裁景逸鸣和新疆机场

集团总经理张军代表双方签署了《实施方案》。

去年9月，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双方职能部门在深入沟通交流

的基础上，形成了框架合作协议的《实施方案》，全面对接双方战略合作协议

的各项要务。

会议指出，在国家“一带一路”、“民航强国”战略大背景下，上海和

新疆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发展的新形势、新挑

战、新目标，双方要紧抓机遇，开展机场建设、安全运行、交流学习三大方面

的合作，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推动双方机场整体管理水平加快提升。

（冉祥来  谭爱民）

上海机场集团与新疆机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实施方案

日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知名护肤

品牌纯净斐济（Pure Fiji），在虹桥2号

航站楼东交通中心开张营业。成立于1976

年的纯净斐济所有产品均由斐济原装进

口，以当地的各类植物纯天然提取物手工

制作而成，产品包括天然皂、身体乳、香

薰等。

此次入驻虹桥T2的纯净斐济店堂极具特

色、购物便捷，现场更设有小型体验区，

为旅客提供与斐济零距离的购物体验，第

一时间感受到产品对皮肤带来的温暖和滋

润。

(马良超)

在虹桥T2体验“纯净斐济”

SKY CITY  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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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一场别出心裁的时尚“快闪”活动

在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出发大厅内上演，为踏

上旅途的旅客送上热情洋溢的新年祝福，也

拉开了空港社区青年春运联合志愿服务的序

幕。

空港社区青年志愿者还在现场表演书法、绘画、手作中国结、香囊、幸福球、口

金包、绢花等民俗文化活动，为旅客送上美好的节日祝福。据悉，浦东机场还已

加大了航站区的志愿服务保障力量，组建了以空港社区青年和高校青年为主体的

浦东机场青年“雷粉团”，开展春运联合志愿服务。

（石微慧 项晶）

青春护航 爱暖回家路

近日，虹桥2号航站楼艺术长廊又带

来全新展览，聚集名家后裔四位海派百强

画家陆亨、程多多、刘蟾及吴越联手为到

达虹桥的旅客带来了国画跨年展。

此次国画跨年展，四位画家带来了二

十余幅画作，包括《黄山》、《雨夜青山

铁铸成》、《橘颂》等作品，这些作品传

承了海派文化的艺术风格和“基因”，各

展面貌，第一时间将海派文化带入到大众

视野中。据悉，此次国画跨年展将持续2个

月，后续虹桥艺术长廊还将定期为广大旅

客推出海派名家书画展览。

（倪斯婷）

“海派百强”竞风采

日前，浦东机场在飞行区西货运机坪组织开展了FOD防控志愿者活动。

活动邀请了民航华东监管局、机场股份公司及各驻场单位、航空公司参

加FOD防控志愿者活动。活动内容为清理和捡拾机坪上的FOD，参加人

员佩戴统一FOD防控志愿者标志，徒步在浦东机场西货机坪320-3325

机位清理和捡拾FOD。

本次志愿者活动在浦东机场飞行区有效的宣传了“FOD防治，人人有

责”的FOD防控理念，同时提升了浦东机场各驻场单位员工的FOD防控

意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黄雅麟 赵恒愉)

浦东机场开展FOD防控志愿活动
1月12日，浦东机场新航显系统提前上线。标志

浦东机场信息系统进入“云时代”，加速了“智

慧机场”建设的步伐。

此次新航显系统在浦东机场T2值机柜台设备的上

线，采用全新的云平台方案，上线后的新系统不

仅大大简化了席位及现场维护的操作步骤，同时

也全面优化了航显显示页面，例如登机口显示屏

增加了圆形登机进度条，使得旅客能够更直观便

捷得掌握登机信息，合理安排时间，为旅客带来

全新的值机、乘机体验。

(陆荃)

步入“云时代” 新航显系统上线

日前，2016年上海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评审工作落下帷幕，虹桥机场申报的《大型机

场商业CCTV运行管理》项目荣获三等奖。

本次获奖的创新管理项目以“互联网+机场生

态链”有效融合为切入点，对原有的CCTV

进行了一次科学地实践跨步，结合目前运行现状及商户的个性化需求以及市场主流

监控技术发展趋势及机场商业CCTV监控的现状，最终确定CCTV监控模式调整方

案。科学的实施方案及管理模式既满足了商户对于自身迫切的个性化发展需求，也

确保了机场入驻商户保持与市场统一的管理，全面增强虹桥机场整体竞争力。

（陆云）

虹桥机场CCTV管理获创新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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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 暖男 苦恋 ……

就和小哇爱在一起
这一年

撰文/悦悦   图片/CFP（部分）

《何以笙箫默》大红之后，钟汉良却似乎从荧屏消失了。尽管整个2016年的大银幕上，力作频

发，但是都不是“良民”们最爱的画风。好在，挑战过阴暗系、动作戏的钟汉良很体恤“良民”

心意，时隔近两年再次奉上电视剧新作，颜好情深。从乐视视频开年的《孤芳不自赏》里的古装

虐恋战神，到年中《一路繁花相送》、《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暖男深情守候，简直就

是要苏你一整年的节奏啊！

Zhong Han Liang seems to disappear in front of TV Screen after a hit TV series of “the love story of He Yi Chen 
and Zhao Mo Sheng”(He is the leading actor of it) .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good TV and movies in 2006，many 
audience do not like these stylies. Zhong Han Liang once tried different character such as dark style and kongfu 
style. This time the role of He Yi Chen(the charater of the love story of He Yi Chen and Zhao Mo Sheng”) help 
Zhong Han liang won the heart of audience. Zhong has acted many characters such as war god and sunshine boy. 
So 2016 is really a sweet year for audience.

Love With “War God And Sun-
shine Boy” Xiao Wa
(nickname of Zhong Han Liang)  

TOPIC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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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虐恋”值得为他等一年

《孤芳不自赏》作为乐视视频“

寻爱季”的开场之作，1月2日起

网台联播。这部剧集结了战争、

虐恋、权谋、浪漫主题。

在取景和场景搭建上下足功夫，

辗转北京、内蒙、银川、云南、

象山、横店等多地取景拍摄，保

证质感，使得画面一开场就气势

恢宏。配合着跌宕起伏的背景音

乐，将观众的情绪引入到了历史

上国家征伐最混乱的年代——魏

晋南北朝。

而钟汉良饰演的晋国镇北王楚北

捷，颜值身手齐齐刷出新高，也

是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随着剧

情的展开，楚北捷与杨颖饰演的

燕国婢女白娉婷的乱世虐恋也初

露端倪。剧中，白娉婷是四国女

诸葛，一部活兵书，得之者得

天下。她和楚北捷因琴声相知相

爱，月下盟誓，但却无法逆转两

国交战，刀下无情的为敌宿命。

据说制片方一眼认定钟汉良是楚

北捷的不二人选，因此不惜用一

年时间来等他的档期。自然小哇

也是不负众望除了颜值保持了天

涯四美的水准，武打超越《天龙

八部》时期，深情至死更是动人

心魄。

不止幕后班底为此剧舟车劳顿、

煞费苦心，演员们更是“咬着

牙”拍完了戏。为了配合时代背

景，剧组的拍摄地不少都选在了

风沙大的荒漠。这也让演员们开

口说话成为了最大难题，因为一

张口就要跑进满嘴沙子。尤其是

剧中一场大婚的镜头，在四五百

支蜡烛的照耀下灯火辉煌，光影

尽显浪漫。然而，为了拍摄这个

镜头，钟汉良和baby当时不仅要

忍耐着四五十度的高温，而且为

了百分百还原南北朝服饰，还必

须套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

双重高温折磨让钟汉良和一众演

员们看片会现场痛诉剧组：“这

是我拍 过最苦的戏，从此再拍

戏都是天堂”。但小哇自己也时

常进行一些“自虐”的事。为了

让吊威亚更加自然，骑马更加潇

洒，钟汉良就和孙艺洲经常在拍

摄之外，进行吊威亚和骑马的“

业余活动”，只为在镜头的呈现

上更加完美。

钟汉良孙艺洲老同学发糖不断

剧集开播前，《孤芳不自赏》的

片花各种上演楚北捷拥吻白娉

婷，苏倒众生，然而在看片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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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甜得化不开的CP 竟然是小哇和

孙艺洲。虽然剧中钟汉良、孙艺

洲饰演的角色，是一见面BGM

必定沉重的头号仇敌；但私底

下，两人却是“不可言说”的

CP。因一同录制综艺节目《我

去上学啦》，两人成为“高中同

学”，这次再见面，钟汉良、孙

艺洲的亲密度直接让女演员们

都成了空气。看片会现场，两人

发糖不断。一会儿孙艺洲模仿起

钟汉良酥萌的台湾腔说话，一

会儿钟汉良又说最值得喜欢的男

人是既可以是英雄，又可以是枭

雄的何侠。对于两人第一次见面

的场景，孙艺洲对钟汉良“告

白”：“不知道上辈子是不是在

哪见过！上辈子你是小太阳，这

辈子我是小月亮！”而相对于孙

艺洲的直白坦露，钟汉良则委婉

许多。问及戏中最想和谁过一辈

子？钟汉良思索再三，答道“我

还是正常点回答吧，白娉婷。”

小哇陪伴寻爱一整年

穿越古今苏到你

离钟汉良上次出现在电视荧屏已

经时隔近两年。这次的《孤芳不

自赏》中，与何以琛对爱情的欲

迎还拒相比，楚北捷的爱更加直

白，也更加热烈。而更令迷妹兴

奋的还在后面。

古代英雄谢幕，接下来登场的两

部现代剧，钟汉良依旧保持着“

男神”本色。都说初恋最美好，

但横跨10 年的青春之后，初恋是

否还能保持着当年的温度与味

道？在钟汉良这里，初恋就有着

TOPIC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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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恋爱保鲜期。《一路繁花

相送》中，钟汉良饰演了一位寻

找10年前初恋的男生路非。面对

早已越行越远的交叉路，女主选

择了独自继续新生活，但路非却

用自己的执着与坚持，一直守候

在女主身边，让女主重燃对爱的

渴望与勇气。能令粉丝念念不忘

的男主，一定不是因为他在黑暗

中有多耀眼，而是因为他的陪伴

足够温暖，让你无惧黑夜。此款

温润无声的“男神”路非，势必

将在明年静静缠绕着女生们的心

房。

而比缠绕更让人相思的，必是抓

挠。集合了多金、霸道、温柔、

俊朗、聪颖、不羁、专情……所

有“男神”优点的程天佑，一定

会在今年让你为他痛哭一回。作

为网络大热小说 I P的《凉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早在开

拍之初，便承载起了无数少女们

的偶像梦，钟汉良的出演，更是

让粉丝们欢呼雀跃，小鹿乱撞。

和以往套路式剧情，男主角光环

加身不同，这回钟汉良饰演的程

天佑可就没那么走运了。虽然有

着如此多的美好，但程天佑的苦

苦守候，却换来挚爱姜生心中其

实另有他人，如此这般虐心的场

景，怎能让你坐视不理！

钟汉良带着三款男主开启“恋爱

年”，你会爱上哪一款？

（图文源自《上海电视》周刊）

《孤芳不自赏》看片会在上海举

行，虽然地处偏远、下着大雨，

但钟汉良的粉丝依然热情不减。

她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精心准备

着媒体礼物和气势十足的应援花

篮，只为给偶像撑足场面。和如

今突然蹿红的各路小生不同，钟

汉良的粉丝阵容鲜少见到90、00

后的少女，而是由一群70、80后

组成的“阿姨粉”，她们大部分

已经追随“小哇”十余年之久。

这似乎也和钟汉良如今追求的相

一致，不求成为各路热搜榜上的

常客，让更多新生代追星族爱上

自己，但求本分地做着二十余年

来一直做的事，成为一个好演

员，无愧这些已经十几年、甚至

二十多年的“死忠粉”。

而当《孤芳不自赏》长片花开

始放映，随着剧中钟汉良饰演

采访手记

的楚北捷出场，便是一

阵“哇”的惊呼。只是轻

轻一瞥的镜头，便能叫粉

丝汗毛竖起，一边激动地

想高声大喊，一边为了不

打扰别人克制着自己的心

情，只得压声轻呼“好

帅啊！”当楚北捷拔剑立

誓，粉丝一阵狂呼；当楚

北捷捏着白娉婷的下巴“

发狠”，粉丝一阵沸腾；

但当钟汉良亲吻白娉婷

时，粉丝们又好像没有看

见这个镜头一样，全然无

视；可当赤裸上身的楚北

捷霸气地将白娉婷拥入怀

中，现场再次一阵骚动，

粉丝们不禁将自己代入，希望自

己可以成为被抱住的那个人，近

到可以听到楚北捷的心跳。

看片会当晚，正值圣诞夜。头戴

鹿角头箍的钟汉良像圣诞老人一

样为粉丝们带来福利，也不时地

露出调皮又显机智的一面。为了

将玩具骰子掷到6，钟汉良将面

朝6的骰子轻轻提起，又轻轻放

下，现场观众还没闹明白钟汉

良此举为何？钟汉良便孩子气地

喊道：“看！我掷到了6！”全

场粉丝和媒体都被钟汉良的“机

智”逗得笑声连连。

纵观近几年的钟汉良，如果用一

个成语来形容。比起蓄势待发，

韬光养晦更适合钟汉良。他不差

演技，他只是将演技收于作品之

下，让人们去看到一个经典剧

作，而不是一个钟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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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Peacock Queen
孔雀皇后的蜕变
撰文/图片  桢桢

LIFE STZL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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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就有个梦想，我想做一个

美的使者。

基于爱好，我参与了上海国际美

发美容邀请赛“创意时尚晚宴”

的形象设计。在这场国际性行业

大赛中展演了一场美丽的较量，

我最终荣获了金奖，离梦想又近

了一步。

我的参赛作品是“孔雀皇后”。

创作这个造型我从制衣、定妆到

I had a drean to be an envoy of beauty 
when I was a child. 

I took part in the image design of “Fashion 
Banquet”，which belongs to Shanghai hair-
dressing and beauty copetition. Finally I 
got gold pric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be-
came closer to my dream. 
                 
My entry in the competition is “peacock 
queen”. I took almost one month to prepare 
the style which included costume，makeup 
and test-makeup.    
                               

试妆，前前后后准备了差不多1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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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型

发型不需要太多的美发技巧，但

是需要赛前做一些创意准备。我

准备了大号至小号的发包数个，

把孔雀蓝、孔雀绿以及适量的金

色、银色亮片做好点缀。另外制

作一些孔雀羽毛为主题的发饰待

用。做发型的时候先打马尾至头

顶然后有层次地堆叠事先准备好

的发包，最后上发饰。

妆面

“创意时尚晚宴”这个主题的妆

面要肤色均匀、偏白的模特才能

更完美地展现。试妆时要选好底

妆的色号，打个好的底妆是成功

妆面的基础。

为了展现华丽又清新的感觉，妆

面设计的是阴阳妆，这样会让妆

容更清新而且比较新颖。

妆面的重点是右侧，所以左侧妆

面要做好陪衬。咖啡色能很好地

衬托出孔雀绿，所以先用咖啡色

勾勒出偏欧式较显气质的眉毛，

不用过度刻画，接下来眼影用咖

啡色系由下至上逐渐变浅做好晕

染，用珠光的浅咖做最外侧的晕

染，上下眼线自然勾勒，要勾出

细细尖尖的内眼角，眼尾稍稍加

Hair Style                                     
The hair style does not need much hair-
dressing style while it needs more design 
preparation. I have prepared various hair 
bags，both big and small ones，which dot-
ted with sequins of different color such 
as peacock blue，peacock green，sliver，and 
gold. And some peacock feather has been 
made for hair accessory. When I make a 
hair style，I make a tonytail at first and pile 
hair bag on the top of head step by stey， 
finally I put hair accessory on hair.                                 

Makeup                                                  
The makeup which suits “Fashion Ban-
quet” needs model with uniform skin col-
or or white skin color to show it up. You 
have to choose the color number of foun-
dation makeup in test-makeup，because a 
good foundation makeup is very critical 
for the whole makeup. 

In order to make people feel gorgeous and 
original，the design of makeup is “Yin and 
Yang makeup”(the makeup of half face is 
different with another) which makes the 
whole makeup new and original. 

We focus on the right side makeup while 
the left side makeup has to set off it. Since 
coffee color can set off peacock green，we 
use coffee on the European-style eyebrow 
at first. Then dye the eye shadow with cof-
fee color from top to bottom and use light 
coffee on outline. The eye liner has to be 
drawn naturally which make canthus look 
like longer.  

延长。

LIFE STZL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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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ye makeup of right side will be de-
signed originally，so we just make up eye 
shadow and do not make up eyebrow at 
first. We use peecock green and blue on 
eye shadow of rihht side and dye it by eye 
shadow brush. We dye Upper eye shadow 
from brow ridge to temple while dye down 
eye shadow on cheekbones. Dying is very 
important or the whole makeup looks un-
clean. Since eye liner of this side is the 
key point，we have to draw inner eye liner 
gently and draw outer eye liner with more 
color.    
                                        

右侧的眼妆以上是有创意设计

的，所以眉毛先不化，直接从眼

影开始。右侧眼影运用了孔雀绿

和孔雀兰进行了调和，用大眼影

刷较大面积的进行晕染。上侧晕

染至眉骨和太阳穴，下侧晕染至

颧骨上方。晕染一定要做好，不

然妆面会显得不干净。这侧的眼

线是重点，一样要自然柔和勾出

内眼线，外眼角的眼线加粗且有

曲线的勾勒，上下呼应，逐渐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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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epare the design of forehead be-
fore the competition by myself，which 
is made by golden sequins.  50 se-
quins make up of one forehead 
accessory，whose shape is made like 
peecock’s tail. Eyelash is also made 
by feather. After the key points have 
been handled，we will finish the whole 
makeup after dealing with blusher and 
shadow. The makeup style is so gor-
geous when the model wear necklace 
and ear ring.

前额部分的创意，我在赛前准备

自制，用符合主题色的金片制

作，一个前额贴片大约 5 0片的

样子，制作的时候要做出类似孔

雀尾巴的形状，增加美感。睫毛

也是一样用羽毛制作，和妆面相

互辉映。重点部分完成后，简单

地处理好腮红、阴影及高光就大

功告成了。然后配上事先选购好

的项链及耳环，整个造型美丽呈

现！

LIFE STZLE  生活品味

26 AIRPORT  JOURNAL





The Yachts Kingdom in Northern Europe
北欧的游艇王国

在挪威，拥有游艇的人均比例高达6:1，数量高达75万艘。在挪威，拼房、拼车的
时代已经过去，游艇才是真正的时尚与追求。谁家游艇多、个头大，才是真正的富
有。为此，挪威人打造出了许多经典豪华的游艇，来满足当地人的需求。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own a yacht in Norway reaches 17%,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yachts is about 750,000. In Norway, owning a yacht represents a person’s fashion and 
wealth, while the Norse begin to compete in the amount and size of their yachts instead of 
cars and houses. As a result, factories in Norway produced many luxury yacht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ocal people.

撰文/Sy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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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尔根的岸边，一艘艘形状各异

的游艇整齐停靠着，雪白的桅杆

互相交错，直冲云霄。夕阳西

下，水面被染成金色，而挪威人

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带着

美酒和佳肴，邀上亲朋好友一

起，在自家的游艇中谈天说地。

共享欢乐时光。仔细一看，几乎

每一艘里都坐着悠闲的挪威人，

游艇俨然变成了一个个海上餐

厅。

在挪威，平均每6人就拥有一艘私

人游艇，家庭拥有的游艇数量高

达50.5万艘，占家庭总数的四分

之一。因此，对挪威人来说，游

艇并不是奢侈的贵族玩具，而是

他们海上的居所，或是和汽车一

样的代步工具。

挪威人的游艇生活

挪威是一个以海岛为傲的国家，

领土南北狭长，海岸线漫长曲

折，沿海岛屿很多，被称为“万

岛之国”。冬天有美丽的冰川雪

景，夏天有葱郁的森林和碧绿的

湖水，非常适宜游艇旅行。而那

么多令人神往的美景中，最为特

别的莫过于夜晚的北极光。若是

能乘着游艇经过北极圈一直来到

挪威海岸，看深邃的夜空被一道

绿光点亮，绝对会终生难忘。

正因为如此，游艇在挪威成了最

受欢迎的出行工具。挪威共拥有

游艇数量75万艘，总价值达750

亿克朗，每年用于游艇停泊、维

修、保养的费用也高达6 2 . 5亿

克朗。游艇的价格也大相径庭，

LIFE STZL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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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多少差别，贫富差距不

大。因此，挪威人很少有工作和

竞争的压力，而是更看重个人娱

乐时间。即使周末、节假日可以

拿双工资，他们也宁愿乘着游艇

出海，钓钓鱼或是晒日光浴。

2 0 1 4 年 ， 挪 威 的 G D P 宗 旨 为

5 0 0 1 . 0 3亿美元，人均GD P为

97 3 6 3美元，全球排名仅次于卢

森堡，并且常年位居世界前五。

按照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达到

3 0 0 0美元时，游艇经济开始萌

芽；达到5000美元时，人们开始

注重追求生活品质和休闲享受，

会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购买游

艇；而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

时，游艇产业会随之进入高发展

有几亿、几十亿人民币的富豪专

属超级游艇，也有一二十万就能

买到的普通游艇，比如小型的帆

船、钓鱼艇、快艇、休闲艇，这

些都是白领和中产阶级消费得起

的，也占据了游艇市场绝大部分

比例（84%）。

对于生活富裕的挪威人来说，这

笔开销的确算不上什么了。连续

三年被评为“最幸福国家”的挪

威，给予人民非常高的社会福

利。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从接

受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退休

金、养老金到失业金，政府无所

不管，其经济补贴的发放可以用

“慷慨”来形容。而大学教授、

公司白领和马路清洁工的收入几

阶段。2014年，我国的人均GDP

约为7000多美元，达到了第三阶

段，但和挪威相比还是有巨大差

距。另一方面，挪威的消费水平

也远高于国内（约为6-8倍），

因此我国的游艇产业可以说还处

在起步阶段，有着广阔的发展空

间。

诗意的海上别墅

据预测，未来游艇的发展趋势会

以更大型、更豪华、更奢侈为重

要方向，同时内部的奢侈越来越

完备，装潢和陈设也越来越奢

华。

游艇的室内空间会更大，逐渐演

变成海上别墅和迷你型酒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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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游艇会在底层设有主人房、

客房、卫生间，中层设有客厅、

驾驶舱和厨房，尾部的甲板上设

有露天瞭望台、驾驶台和防晒防

雨的软蓬。而大型的游艇内部更

加高档豪华，配有各种奢华的娱

乐设施，如酒吧、KTV、影院、

儿童游乐场，通讯、办公设备一

应俱全，且设有完备的救援系

统。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艘挪威

生产或者加工的游艇。

尤利西斯号（Ulysses）

Ulysses是新西兰首富格雷姆·哈

特（GraemeHar t）2014年购入

的游艇，在挪威的造船厂Kleven

订造，造价7800万纽币，全长107

米，而目前新西兰海军最大的军

舰HMNZS TE KAHA的长度也

就118米。Ulysses上配备了一个

直升机甲板、机库、游泳池、热

水浴缸，能容纳60人住宿。

值得一提的是，格雷姆·哈特在

购完游艇后，在全球财富排行榜

的排名从1 9 1名下跌至1 9 5名，

但仍以69亿美元（约合91.8亿纽

币）的身价蝉联新西兰首富。

罗拉小姐号（Lady Lara）

LadyLara全长59米，在2013年9

月首次下水进行技术测试，并在

2015年7月完成装配后进行正式海

试。11月交付后，LadyLara前往

挪威进行处女航，并前往加勒比

海过冬。

艇上的所有家居及家饰全部选用

Fendi产品，米色羊毛地毯的柔软

质地为整个主甲板的室内空间营

造出舒心安逸的感觉，银色装饰

线条勾勒下的舷窗将海天交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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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挪威畅意号

“挪威畅意号”是“挪威飞鸟

号”的姐妹号，与上面几艘相比

是一艘庞然大物，可容纳4028名

乘客。这艘游艇上有27个主题餐

厅，其中包括通过特效打造的魔

幻主题餐厅；也有海盗主题的儿

童乐园，两个百老汇影院，还有

格莱美奖得主以及提名者在这里

现场演唱。当然，在这样的豪华

游艇上，人均消费也不菲，要花

到679美元（约合4136.7元）。

目前，世界旅游船艇贸易额高达

400亿美元，再加上相关的维修、

管理、娱乐等费用，全球每年的

游艇经济收入超过50 0亿美元。

未来最主要的还是发展大型、豪

华、奢侈的游艇，价格昂贵的川

聚而成的胜景融为一幅流动中的

油画。

为 了 与 船 体 的 颜 色 保 持 一

致，LadyL a r a的露天区域以白

色为主基调。主甲板后侧是登上

该艇后见到的第一个露天休闲专

区，艇上还有一个泳池，是举办

泳池派对的理想场所。

海之傲号

挪威五星级国际豪华游艇“海之

傲”号全长134米，宽19米，排水

量1万吨，可容纳208人。2016年

6月，“海之傲”号停靠在青岛奥

帆中心丈量大厅码头，让艇上的

游客进行青岛一日游，饱览青岛

风光。

“海之傲”号上的设施一应俱

全，属于挪威世鹏邮轮公司旗

内装机艇、较大尺度帆艇等类型

市场需求旺盛。游艇越豪华，引

发的奢侈品消费越多。

但从数量上看，中小型游艇占据

更大优势，尤其是东南亚、中国

大陆、台湾等地游艇产业主要是

从生产中小型游艇起步的。有着

中国“帆船之都”美誉的青岛将

会成为全球重要的帆船制造基

地，预计未来中国帆船游艇市场

消费规模将达3000亿元人民币。

在经济和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的同时，拥有九万个湖泊、六千

五百个岛屿、一万八千公里海岸

线的中国，有望成为下一个游艇

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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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 with Wine
酒香四溢的美食

在烹饪中加酒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俗，去腥解腻，又能增加风味，大名鼎鼎的红酒炖梨、红
酒鹅肝、白葡萄酒煮青口就将食材与酒的品质双双推到了极致。在中国，不但有酒香草头这
样的热菜，很多例如醉虾醉蟹这样的酒糟美食也是不胜枚举。加多少酒，什么时候加，闷糟

还是挥发……都有严格的讲究，在选酒上，各地口味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做法。

Wine has three main uses in the kitchen - as a marinade ingredient, as a cooking liquid, and as a flavor-
ing in a finished dish. The function of wine in cooking is to intensify, enhance, and accent the flavor 
and aroma of food - not to mask the flavor of what you are cooking but rather to fortify it. The alcohol 
in the wine evaporates while the food is cooking, and only the flavor remains. Boiling down wine con-
centrates the flavor, including acidity and sweetness. 

撰文/Car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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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好酒是值得一喝的

很多人都知道，葡萄酒不仅是可以

品尝的饮品，还可以放入盘中与美

食相伴。美食与美酒的关系，可以

相辅相佐，融为一体。酒品可以用

来提高食物菜式的风味，葡萄酒烹

调食物一样能煮出美味而丰盛的一

餐。

在选择用来烹饪的葡萄酒时，大多

数人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好酒是

用来喝的，而用来煮食的葡萄酒则

无需太好。因此，许多家庭会选择

将便宜的葡萄酒当成料酒供烹饪使

用，但事实上，低劣的葡萄酒会

把苦或酸的味道带进食物中去。因

此，一瓶优质的葡萄酒是值得投资

的，无论是用来品尝，还是用来烹

饪，都会令你觉得物有所值。

在烹饪时，加热葡萄酒会使所含的

酒精和亚硫酸盐消失，只留下有轻

微香味的精华。因此一定要用自己

喜欢的葡萄酒来烹调食物。永远不

要用那些连你自己也不会喝的葡萄

酒，如果你不喜欢它的味道，你也

不会喜欢它煮出来的菜肴。另外，

也不要用那些所谓的“烹调酒”来

烹煮食物，这种酒一般都会偏咸，

所含的添加剂也会影响菜肴的味

道。 

红酒牛扒的绝妙搭配

买牛扒时，最好选择质地细腻、触

摸紧致的牛扒，颜色要有点樱桃

红，不要深红。建议选择那些有大

理石花纹的牛排，因为那是肥肉贯

穿在肉上的薄线，意味着质量上是

上乘的，会有很好的口感。

烹饪前，牛排放置在室温之中，稍

微用橄榄油将牛排包裹。要注意在

烹饪前不要用盐浸牛排，因为盐会

给牛排的表面带来水分，烹饪时，

水分会保存在表面之上。

烹饪时，首先将牛扒煎或烤到自己

想要的熟度备用，然后将些许红酒

倒在锅中，煮沸，将牛扒铺放在锅

底，并与新调好的酱搅拌在一起。

当液体煮沸直到只剩近三分之一

杯时，把锅移开炉面。最后将黄油

与酱汁和牛扒充分混合，便大功告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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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菜的时机至关重要

在烹饪过程中，葡萄酒能够用来提

升或者平衡香味跟食物自身的芬

芳。它们既可以作为嫩化肉类的选

择，也可以用来增加预备好的食物

的湿度，还可以稀释锅底结块，

像使用炒锅时，酒类就变成一种汤

底，或者是尾料，为食物提供一种

模糊的甜味。

归结起来，葡萄酒在厨房里有三

种主要的用途：做腌汁、烹调用

液和成品菜的调味品。用葡萄酒来

烹调不是为了覆盖菜的味道，而

是去增强它。如果烹调时加入其它

调味品，那就要注意使用红酒的数

量——太少没有效果，太多会导致

味道过强，从而掩盖了菜肴本身的

味道。其实只要少量的红酒就能带

出菜肴的味道。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最好在上菜之

前才加入葡萄酒。要带出菜的味

道，葡萄酒要和食物或调味汁一起

用文火煮，因为葡萄酒在煮的时候

会不断地浓缩，最后变成一种有香

味的调味汁。葡萄酒需要时间去把

味道渗透在食物中，在将其加入菜

肴后，等10分钟或以上，品尝一

下，然后考虑是否再加酒。

保存剩下的酒以待下次享用

所有的酒都会有一些亚硫酸盐，把

葡萄汁变成酒精的发酵过程会自然

产生。制酒者用二氧化硫来保持新

鲜，以防变质。它能够降低原生酵

母和细菌的活跃度和保存酒的新鲜

度。当用含有亚硫酸盐的红酒来烹

饪时，你不用一直留心着那些亚硫

酸盐，因为你能闻得到，不过它们

并不像酒精那样挥发。红酒液中的

亚硫酸盐会转化成二氧化硫，实际

上这个化学过程阻止了氧化。它是

一种气体，所以当它被加热时，它

LIFE STZLE  生活品味

36 AIRPORT  JOURNAL



会散发到空气中。只留下一些盐，

但是这些盐的数量很少，所以不影

响味道。

餐桌上剩下的红酒可以放入冰箱，

如果它的保质期只有一到两个星

期，那它也可以用于烹调。假如你

只剩下半瓶红酒，将它倒进一个干

净的大小刚好的瓶子里，用瓶塞塞

住瓶口，并放入冰箱。顶部不留出

空间的瓶子可以保存红酒长达一个

月。

葡萄酒烹饪贴士

干白葡萄酒的味道会偏向新鲜淡淡

的草药口味，几乎能够提高所有菜

的质量。

如果菜肴有刺激或辛辣的口味，加

入更芳香的白葡萄酒，那些口感极

强的水果口味和异国花香，可以平

衡浓重的辛辣菜肴。

如果一个菜谱需要红酒，考虑菜肴

的浓度。例如一个长时间慢火炖的

羊腿或烤牛肉需要一个相应的浓烈

的葡萄酒，一个稍淡的菜肴则需要

浓度低一点的葡萄酒。

波特酒、雪利酒、马德拉白葡萄酒

和玛莎拉葡萄酒是手边可选择的最

适合烹饪的种类。它们包含了最强

在红烧鲤鱼时，往即将烧熟的鲤
鱼身上浇洒一杯白葡萄酒，这样
烧出的鲤鱼会更加肉质鲜嫩，香味
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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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口味，而且因为它们比一般的

餐酒的酒精更浓，所以在厨房的柜

架中寿命

最长。

一份菜做的时间越久，残留的葡萄

酒酒精就越少。如果菜肴是烘烤或

煮了15分钟，那么40%的酒精会残

留下来。一个小时后，只会残留

25%，两个半小时后，就只剩5%。

日常葡萄酒佳肴

红酒桂圆鸡翅：补气养血、强筋健

骨

做法：洗净鸡翅，与姜片、葱段、

八角茴香等一同放于油锅里爆炒五

分钟，倒入适量清水，待开锅后加

入50毫升红葡萄酒、10颗剥皮后的

桂圆与适量食盐，待鸡翅烧至柔软

后，捞出即可食用。

功效：鸡翅本就美味营养，加入具

保健功能的红酒和大补的桂圆后，

补气养血，强筋健骨，男女皆宜。

葡萄酒炖苹果：舒经活血、舒缓痛

经

做法：将新鲜苹果削皮切片后，放

入锅中，倒入适量红酒，以恰好淹

没苹果为宜。文火煮至苹果熟烂，

即可食用。

功效：红酒为舒经活血、驱寒祛湿

的佳品，再配上可以美容减肥的

苹果，舒缓痛经的效果就更为显着

了。

葡萄酒雪梨红枣汤：清润化痰、美

容养颜

做法：将2个雪梨去皮切块后，放

入锅中，加入50毫升葡萄酒、100

毫升清水、几颗冰糖和一把红枣，

用文火慢炖半小时后，盛于碗内即

可食用。

功效：众所周知，葡萄酒可有效清

除体内自由基，是女士们护肤养

颜、青春常驻的不二法宝，而雪梨

具备清润化痰的功效，二者搭配补

气养血的红枣同时食用，可以很好

地帮助女性缓解疲劳、美容养颜。

红酒木瓜汤：淡化色斑、丰胸美白

做法：将木瓜去皮与去籽，切成块

状倒入搅拌机中，加入适量凉开

水，一同搅拌成糊状，然后加入一

茶勺蜂蜜和一杯红酒，搅拌均匀即

可食用。

功效：这款红酒木瓜汤是很多女性

的挚爱，它可以很好地促进新陈代

谢，淡化色斑，延缓衰老，保持皮

肤的光洁细腻和红润美白。

红酒加酸奶：消除便秘、排毒养颜

做法：将一小杯红酒直接加入一杯

酸奶中，经搅拌均匀后，冷冻于冰

LIFE STZL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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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外，还可以在厨房里充当调味

剂。在红烧鲤鱼时，往即将烧熟的

鲤鱼身上浇洒一杯白葡萄酒，这样

烧出的鲤鱼会更加肉质鲜嫩，香味

浓郁。

功效：白葡萄酒不仅可以很好地去

除鲤鱼的腥味，还可以使鱼肉更为

嫩滑和鲜香。用白葡萄酒烧出的鲤

鱼可以消肿利尿，健胃消食，很适

合消化不良的人群食用。

红酒香菇牛肉：滋阴补阳、补中益

气

做法：将牛肉洗净后，切成小块，

香菇洗净切成两半。将牛肉放入油

锅内爆炒5分钟，加入适量清水和

一杯红酒及少许佐料，用文火烧至

牛肉即将烂熟时，放入香菇，待到

熟透后即可起锅食用。

功效：加入红酒后的牛肉肉质鲜嫩

酥软、鲜香可口，有滋阴补阳、补

中益气的功效，很适合手术后需调

养之人和脾胃不佳之人食用。

箱内便可随时享用了。如果喜欢稍

微甜蜜一些的味道，那就使用甜葡

萄酒加入酸奶中，或者在红酒酸奶

中加入一些蜂蜜，这样会更酸甜可

口。

功效：红酒加酸奶的喝法，可以很

好地解决便秘问题，从而有效地清

除体内垃圾，起到排毒养颜的良好

功效。而且，甜葡萄酒加酸奶的口

味酸酸甜甜，可谓老少皆宜。

白葡萄酒烧鲤鱼：消肿利尿、健胃

消食 

做法：白葡萄酒除了在餐桌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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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Quality Milk
高品质牛奶报告

牛奶风波的平息并不意味着恐惧已经过去，心有戚戚的中国富裕阶层已经找到了在食品安全上
更加一劳永逸的途径：进口食品。在大城市购买进口牛奶一点也不困难，更大进口超市已经遍
布几乎所有商业中心，而对于那些不爱上街的人来讲，网络代购也是个好选择，轻松、快速、
规范。可是，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哪个品牌、抑或哪个出产国、哪家牧场的牛奶质量和口
感更佳？一些聪明的新西兰奶商已经先人一步，制作了牛奶说明书，并煞有其事地举办牛奶品

鉴会，让人们像选购红酒那样精心选购牛奶。

In almost all mammals, milk is fed to  infants through  breastfeeding, either directly or by  expressing 
the milk to be stored and consumed later. For human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mmends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for six months and breastfeeding in addition to other food for two years or more. 
In some cultures it is common to breastfeed children for three to five years, and the period may be even 
longer. Fresh goats milk is sometimes substituted for breast milk. This risks the child developing electro-
lyte imbalances, metabolic acidosis, megaloblastic anemia, and a host of allergic reactions. 

撰文/Car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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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成长的必需品

牛奶，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食

品，说到牛奶的来源大家并不陌

生，就是从雌性奶牛身上挤出来

的奶。由于牛奶有着其它食物都

无法比拟的营养价值，而且易于

吸收、食用方便、物美价廉，牛

奶已经逐渐被世人所推崇，被称

作“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食物”，

是最理想的天然食品。

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除

了我们熟知的蛋白质、维生素、

磷脂、蛋白质、乳糖、无机盐之

外，还有各种矿物质元素 ，如

钙、磷、铁、锌、铜、锰 、钼

等。在人体消化方面，牛奶中的

蛋白质是全蛋白，消化率可以达

到98%，牛奶中的高品质脂肪也能

达到95%，熔点低、颗粒小、易吸

收，而且含有大量的脂溶性纤维

素。牛奶中的乳糖是半乳糖和乳

糖，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糖类，

乳糖在人体内还可调节胃酸，有

着促进肠蠕动和助消化腺分泌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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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牛奶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

素都是溶解状态，而且各种矿物

质的含量比例，特别是钙、磷

的比例比较合适，很容易消化吸

收，牛奶中几乎含有一切已知的

维生素，如维生素A、维生素C、

维生素D及B族维生素。此外，还

含有能增进儿童发育所需要的抗

体物质。

选择牛奶学问不少

多喝营养丰富的牛奶是健康生活

的保证，喝牛奶当然要选择高品

质的好牛奶。只有高质量的新鲜

牛奶，才能为人体提供良好的营

养保障 。而品质低劣或不新鲜

的牛奶，不但不能起到补充营养

的作用，还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

害。什么样的牛奶才是高质量的

好奶？如何鉴别牛奶的优劣呢？

选择高质量的好牛奶可采用下面

的三步曲：一看是否新鲜。目前

市面上的牛奶按加工工艺不同可

分为新鲜牛奶（巴氏奶）和常温

奶（UHT奶）两种。巴氏奶是采

用科学的85℃以下温度加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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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产品的优质、新鲜。因此，

在选择鲜奶产品过程中，应对厂

商的奶源优劣作一些了解，尽量

选择在奶源上有优势的企业的产

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在

当地历史时期较长、有一定规模

的厂商的产品。这些企业通过长

时间的积累，一般都已在当地建

立自己的奶源优势，这样就既能

保证原料奶的优质，又能保证其

新鲜。

三看加工工艺是否先进。即使采

用相同的原料奶，采用不同的工

艺加工，其质量也可能存在天壤

之别。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能

为鲜奶在加工过程中各营养成份

的保留和最终产品的良好口感提

供重要保障。因此，在选择鲜

奶产品过程中，也很有必要对厂

商加工工艺的先进程度作一些了

解，尽量选择加工工艺先进的企

业的产品。相对而言，规模较

大、知名度较高的企业现代化程

度会高很多，加工工艺也会先进

不少。

进口牛奶的奶源之谜

针对现在不少国内高收入家庭偏

爱国外进口配方奶粉的情况，认

清奶源地对选奶有很大的帮助。

老牌的世界几大优质奶源为荷

兰、新澳、日本、美国、爱尔

兰、德国等，但由于近年来工业

发展速度不一，加上环境因素综

合考虑，现在新西兰、澳大利

亚、爱尔兰、荷兰成为更受关注

的四大奶源。业内人士表示，对

配方奶粉而言，奶源是品质的根

本。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内家庭而

的牛奶，保存期限不超过15天；

常温奶（UHT）则采用超高温

135℃杀菌，在常温下保质期为30

天以上。就新鲜程度和营养成份

来说，常温奶都无法和巴氏奶相

比。当然巴氏奶的新鲜也是相对

的，如果生产出来后存放时间过

长，其新鲜程度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在购买过程中，应尽量挑选

生产日期较新的鲜奶产品。条件

允许的市民可选择订购当地企业

的巴氏奶，当天鲜奶快递上门，

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牛奶的新鲜品

质。

二看奶源是否好。原料奶（生

奶）质量的优劣，从根本上决定

最终牛奶产品质量的优劣。本地

优质奶源能为高质量鲜奶产品提

供根本上的保障，从源头保证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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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如有好奶源保障，选择优质

奶粉也并非一定要靠“海淘”。 

　　

爱尔兰牧场是全世界最好的牧场

之一，那里只有纯农业。更重要

的爱尔兰是世界上空气质量指数

最高的国家之一，其食检和药检

也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奶牛、饲

料、饲养等都有电脑系统控制，

有据可查，养牛过程绝不添加任

何化学剂。由爱尔兰天然草场放

养牛所产的奶制成的婴儿配方奶

粉当药品管制，有严格的质量管

理体系，因此食品安全和质量都

得到有效地保证。在当地，最出

名的奶粉莫过于牛栏Cow&Gate

品牌了，占有极高的市场，其关

键配方采用了国际专利益生元组

合，增强婴儿的免疫力，大幅度

降低过敏及感染的发生率。 

荷兰的 乳制品以单产高、质量

好、效益可观而闻名全球。荷兰

地势低平，地下水位高，气候温

和湿润，适宜种花种草，这种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为荷兰的

草地建设和奶牛的高产创造了条

件。荷兰牧场面积比耕地面积还

大，绿色的自然环境及优质的土

壤成就了最佳的奶源，也使荷兰

可以生产出世界一流的高品质奶

粉。荷兰奶业对奶牛、饲料、牧

场、牛奶检测、奶制品加工、最

终产品等都有严格的书面标准，

以法令 或以行业规章的方式颁

布，并由政府或行业授权的权威

机构监督执行，对奶制品的加工

全面实行严格的控制体系，使荷

兰奶制品的质量得到世界公认。

在荷兰，牛栏Nu t r i l o n和美素

Friso是口碑最好的品牌，前者能

帮助宝宝增强抵抗力，而后者出

自荷兰皇家菲仕兰坎皮纳，以帮

助改善小儿便秘见长。

　　　　

新西兰生态环境非常好，空气中

几乎没有污染，部分城市的食水

甚至不用经任何处理就可直接饮

用。新西兰的畜牧业全部是放养

方式，不含激素，牧场、奶牛品

种优质而名扬世界，奶制品采集

工艺先进等众多优势决定畜牧业

成为新西兰的主要产业之一，新

西兰以其安全以及高质量的声誉

占有了国际乳制品贸易的35%。

世界最大的乳品原料供应商恒天

然集团就坐落于新西兰奥克兰，

LIFE STZL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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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97%的产品都用于出口到世界各

地。在新西兰的配方奶中，最出

名的莫过于达能婴幼儿营养旗下

的可瑞康Karicare奶粉，在当地

市场占有率高达72%，也是各国母

亲争相代购的品牌。目前100%原

产原装原罐进口的可瑞康Kar i-

ca r e奶粉已进入中国，并通过淘

宝商城官方旗舰店、优1宝贝和京

东商城等网络渠道销售。可瑞康

Karicare在中国的姐妹品牌多美

滋，其奶源百分百来自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欧洲，其添加的达能

婴幼儿营养研发成果独特益生元

组合能帮助宝宝增强自己的抵抗

力。 

　　

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候条件出众，

最大特点在于原奶蛋白质比欧美

和中国牛奶含量更高。澳大利亚

的奶牛也采用天然放牧形式，不

注射任何催产素。澳大利亚的一

大特色是将食品安全管理的重点

放在检测和减少食品本身在食品

链中受感染的环节上，而不是在

加工过程即将结束时再寻找产品

问题。其独创的TACHS收奶系

统，有利于原奶的可追溯性，以

便于淘汰劣质奶牛和原奶。此外

澳大利亚最为注重控制对农药和

兽药的使用，对原奶的细菌控制

也是全球最为严格，国家标准为

原奶的细菌总数不超过3万/毫

升，高于欧美标准。在澳洲比较

受欢迎的是可瑞康Karicare和本

土品牌贝拉米Bel lamy’s奶粉，

以有机奶粉为最大卖点，也是不

少国内妈妈“海淘”的热点。

45AIRPORT  JOURNAL



撰文/李长缨

My Favorite CD（I）

“音乐是人类共有的宝贝，我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它”，马友友在一次上海之行中道出了他与音

乐、与人们分享乐趣的快乐。是的，收藏了好些年的CD，现在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也深感

快乐。音乐是一样很感性的东西，所以听音乐也是如此，选择什么样的音乐由彼时的心境，生活

体验而定，每个阶段所喜爱的音乐都不尽相同。有时会对整部作品拍手叫绝，有时则对其中一个乐

章、甚至是一个乐句的赞叹。聆赏古典音乐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其实最让人欣喜的还是古典音

乐本身，它展示的是古典的智慧和超凡的乐音组合。在学生时代培养的兴趣一生都会受益，那时

老师规定我们多听多看多比较，从巴洛克，甚至更早的中世纪音乐到古典、浪漫、印象、民族乐派

到20世纪先锋音乐，所以对古典CD的收藏也成了我一个嗜好，进了电台后，因为工作原因，也接

触到一些当今的称为世界元素的一些音乐，而电影音乐又是我的一个爱好，所以手边的CD品种繁

多：古典、现代、电影音乐、NEW AGE音乐……只要是好的，都喜欢。但无论怎样，总还是会偏

颇于一些特别深入内心的东西，有时一个乐句、一个旋律就可撩起我的某种情愫，触摸到内心的最

深处。

“Music is our common treasure，I would like to share it with people”，Ma You You once shares his happiness with people 
on his trip in Shanghai. I feel very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my favorite CD I have kept for years. Music is emotional，so 
does listening to it. Since people choose different music depands on  their emotion and experience at that time，they 
like various music in different phase. Sometime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works，while sometimes in an chapter or 
one clause. Listenning to classic music is very exciting，while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is classic music itself. It exhibits 
great wisdom of class and combination. I get benifts from the habits when I foster in my student’s times.  At that 
time，my tutor ask us to listen，see，compare more from Baroc，Middle Century music to classic，romantic，ethics，etc，so I 
collect classic CD as my hobby. When I worked in radio station，I keep contact with some world music，while cinema 
musib is my another favorite. I have various CD including classic，morden，cinema and New Age music. I love good 
music，however I still love the music beat my heart whatever it is one clause or melody.

我喜爱的CD（一）

Bizet-Shchedrin•Carmen-

Suite  比才《卡门组曲》

1989 VDC－1396

一直对雅俗共赏的作品表示怀疑，

试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欣赏口味和

水准，要做到谁都讨好的话，恐怕

很难，然而，音乐史上就有这么几

部作品，在音乐上的造诣几乎与世

人所热爱欣赏的欢迎程度一样成

正比，比才的《卡门》就是一例。

论这部作品的版本不计其数。但我

比较偏爱莫斯科室内管弦乐团的《

卡门组曲》。从我听这张碟第一

个音符起，便被那种充满了热情、

野性、爽直和放荡不羁性格的音乐

所吸引，不由分说，它把我带到了

西班牙阿拉贡地方，载歌载舞于吉

普赛情调中，在第三幕“幕间曲”

中，那段长笛奏出的凄凉的音调，

也格外地动情伤怀，独特的“自然

主义”风格与紧凑的戏剧效果、浓

烈的西班牙风味和卡门这个充满野

性角色的表现都是此款特别吸引人

之处。用这样的音乐语汇诉说卡门

真会让人耳朵一亮，欣喜万分。请

记住：这是由莫斯科室内管弦乐团

演奏，斯皮瓦科夫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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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缨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级编辑，现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4.7经典音乐频率监制和编辑，主持《947爱乐厅——上海现

场》节目，编辑《星期广播音乐会》、《经典入门》、《音乐瞬

间》等栏目。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古典音乐的精粹介绍给广大听

众。所编辑制作的专题节目数度荣获中国、上海广播文艺节目一等

奖。著有书籍、论文，乐评文章多次发表在《北京音乐周报》、《

新民晚报》、《音乐爱好者》、《琴童》等杂志。个人的钢琴音乐

作品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Li Chang Yin
who gradutes from ShangHai Music College，composition major，now is the top 

Yo-Yo Ma Inspired By Bach 

Cello Suites  马友友 巴赫

《 无 伴 奏 大 提 琴 组 曲 》

Sony1997

封套是一张马友友拉大提琴的侧

影，十分地冷静、理性和从容。这

位世界首席大提琴演奏家正从巴赫

灵感中创造音乐。20世纪是一个巴

赫真正复兴的时代，多元纷变的世

界使人们对这位充满多种可阐释性

的作曲家更加认同。

我喜欢马友友这样的艺术性格，他

说音乐着是快乐的，与其它艺术家

合作，探寻音乐是快乐的。从巴赫

大提琴组曲中无限的怜悯与恩慈而

产生的《马友友的巴赫灵感》文艺

纪录片，到阿帕拉契山上流传至今

的古居尔特族小提琴传统，再到阿

根廷小酒馆里的探戈风情，马友友

演奏的音乐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1997年，马友友费时多年完成一项

将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结合多种

表演艺术的创新诠释。以《巴赫灵

感》为主体的组曲以巴赫的音乐为

出发点，各自与马友友所激发的灵

感结合，和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共同

创造出新风貌的巴赫，轰动了当年

的全球电视网、影界和乐坛。这就

是一部名为《马友友的巴赫灵感》

的文艺记录片。

聆听这部作品，每一个乐章可得一

想象：忽然就来到了波士顿市中心

的冰冷广场，转变成生机盎然的花

园；忽而我们又穿越音符，飞扬到

建筑家乔望尼巴提斯塔培朗内西立

体浮雕般的建筑物那里。忽而音乐

与舞蹈扭在一起，产生迷人的互动

效果；忽而又在加拿大导演艾腾伊

戈言的小品戏剧中，穿梭在错综如

谜的人际关系中；这时，音乐又与

日本歌舞伎国宝级演员阪东玉三郎

交织在一起，他们对美、对艺术与

人生的心得，透过珠联璧合的演出

表达出来，最后马友友透过冰上芭

蕾世界冠军珍托维尔与克利斯多福

狄恩纯洁冰宫内的优美舞姿，穿插

马友友的演奏，再现了巴赫的宗教

情怀。

马友友将音乐化为诗般的影像，让

观众尝试用新的音乐对话去理解巴

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看完这部音

乐录影带，我立即就买了他这张《

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CD。

editor and producer&editor of classic music programe-FM 94.7 in Shanghai People’s Radio Station. He once host the pro-
grame of “947 Music Hall-Shanghai Spot ” and editted programe like “Music Hall Radio”，“Music Momemt”. He always use 
simple word to introduce the essence of classic music to audience and the works he editted is always awarded first prize in 
Shanghai and even Chinese music festival.  He has issued a lot of books，papers and music comment on many magzines such 
as “XinMing Eve”，“Beijing Music Week” etc. His piano works has been published by Shanghai Mus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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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衣冠可想念 罗绮未飘零

在人人追求国际时装潮流的当今社会，中国历代传统服饰如一粒粒明珠被遗忘在历史沧海之中。然而，就在
国际时尚之都上海，却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正溯源而上，追寻中国古代装束的纯正美学和最传统的手工技
艺。
这个名为“中国装束复原团队”的工作室创办于2006年。创始人刘帅当时是学习国画的美术生，只是出于个
人兴趣，和朋友们根据出土壁画和陶俑复原了最早的一批古代装束作品，没想到作品发到网上后，得到了众
多关注。渐渐地，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入了进来，他们有的是化妆师，有的是大学老师，有的是博物馆
研究人员，而更多的是从事着其他职业的爱好者，他们怀抱对古典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和执着，一起探
索前进。

Nowdays，people always pursue international costume fashiom，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has been forgotten in 
history. However，there are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seeking pure aesthetics and the most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in international modern city Shanghai.                                          
The workshop named“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Restoring Group ” was set up in 2006. The initiater Liu Shuai was 
once the stud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major.  He and friends restored a group of Chinese costoume according 
to some unearthed wall painting and pottery. They did it just for fun. However，they have got high attention  when their 
works have been launched on net. Hence，more and more ambitious young people join it. Some are make-up man. Some 
are university teacher，while some musume researchers. And more of them are amateur who are engaging in other occa-
tion.  They have great interest and enthusiam on ancient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nd work forward.

撰文/池文汇 姜婷  图片/中国装束复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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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蚕绮罗、草木印染、手工缝制，

让衣服穿上去有生命的温度；文献

考据、美学研究、传统工艺，让一

丝一缕都流淌着历史的质感。

迄今为止，团队已复原200余套先

秦至清代的传统装束，兼及古代室

内陈设和古代音乐舞蹈复原等；同

时出版了《中国妆束》、《汉晋衣

裳》两部作品集，作品参展于各大

博物馆和国际展会。

刘帅说，尽管当下汉服已经火热起

来，但基于考古研究的真实还原

还极少出现，尤其是先秦、汉魏六

朝、隋唐的服饰，作为华夏服饰系

统的审美典范，大都还湮没在历史

尘埃之中；既然立志做复原，就不

能坐视国宝蒙尘，因为只有弄清楚

古人真正穿过的衣服是什么样，才

能深度理解什么是中国审美，才能

避免跟风于古装影视潮流，或拼凑

传统元素取媚于人。所以，刘帅一

直要求团队做的每一件衣服，必须

依据考古研究成果，制作最考究的

版型，用最适当的丝绸罗绮和印染

工艺，还原古代美学面貌。

复原一套服饰的过程，需要投入大

创始人刘帅

量精力。从沈从文、高春明、孙

机、王㐨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到全

国各地的考古报告、图像和研究论

文，团队不仅要系统梳理海量的参

考资料，还要对照古代文献和出土

实物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根据某一

时期的流行纹样、配色、材质等，

一点一滴地构想出最适合的服饰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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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

具体的复原实践更加复杂，从选取

材料到织物纹样复原，再经历织、

染、印、生丝捣练、制版、刺绣、

剪裁、缝纫等各种工序，以求最接

近当时服饰的风貌。每一套复原装

束都经过长时间的磨砺，才能令人

满意，例如汉代的素纱禅衣，是袍

服外罩的一件轻薄清透的纱衣，充

满神仙风韵，如果使用纯生丝，线

条就会过硬；如果纱料太软，则容

易贴身，失去飘逸感。团队经过反

复实验、打样，才找到合适的面料

处理方法；同时为了解决方孔纱容

易走形的问题，必须两名成员交替

手缝半个月才能完成。最后，这件

千锤百炼的曳地纱袍终于呈现了仿

若壁画走出的完美效果。
东汉 素纱禅衣

传统手工纐缬制作 北凉女子

东汉襦裙 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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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套套作品的诞生，历代古人

的形象变得真实、清晰、可感，

团队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和学术界的肯定。近几年

间，团队受南京博物院、中国丝绸

博物馆、上海戏剧学院、北京服装

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举办了一系列

展览与讲座活动，受到广泛赞誉。

同时，作品还吸引了一些文化艺

术工作者，曾应英国雄狮电视台邀

请，合作拍摄纪录片Secret His-

tory of China: Treasures of 

the Jade Empire，并参与《大唐

繁影》、《华亭唱宋》等舞台剧的

服化道设计和演出。

南朝 南朝乐团

梳妆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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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襦裙

魏晋

初唐

盛唐

唐初

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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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中国装束复原团队还开

启了古代文化生活的全方位体验项

目，将眼光扩展到古代室内陈设、

古代失传乐舞等方面。他们将工作

室的房间装修成不同朝代的风格，

还根据出土文物复原了先秦至唐

古代女性妆容

楚国

楚国床 凭几

代的床榻、帷帐、几案、坐席、屏

风、衣箱、凭几、香薰、灯具、镜

台、妆奁、酒具等陈列其中，给人

身临其境之感，连博物馆的专业

人士走进去都大呼“穿越了！”古

代乐舞方面，则依据敦煌文献和长

安古乐复原了《玉树后庭花》、《

伊洲歌》、《遐方怨》，又仿照文

物订制失传的数套古乐器，邀请专

业演奏家和舞蹈老师进行培训和录

制，创办了“南朝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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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普通人也能领略华夏服饰之

美，团队通过微博“装束与乐舞”

邀请大众参加体验项目，并积极策

划和参与讲座、展览、演出等文化

活动，并期望更多文化事业合作。

刘帅说，在这个多元文化杂糅的时

代，找寻原汁原味的中国审美，还

原古代士族品位并不容易，他希望

通过古代生活的体验项目，唤起普

通大众对真实的古代生活的认识和

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让昔日优雅

照进今日的生活。另一方面，他更

想借此告诉人们，中国文化不是西

方认知中笼统的“东方文化”，也

不是“和风”或“韩风”，我们的

民族文化有独特的质感和最浑融的

气象，这亦是团队即将继续追寻和

探索的新议题。 北宋女子 南宋

五胡十六国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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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古风起 西安过大年

Enjoy Spring Festival In Xi An with 
Chinese Style Of Silk Road

过大年，要有“年味儿”。年味儿在哪里呢？读唐代诗人张祜的诗，一下就品出了浓浓的年味

儿。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大唐长安城，上元之夜，家家出门万人空巷，尽情而来尽兴方归，唐宫

内万灯齐明，舞衲联翩，歌声入云，气象恢宏，成为了最有诗意、最为消魂的时刻，盛唐的繁华

与辉煌令人遐思无限。这个过年，走进西安，登古城、观花灯、逛庙会、吃泡馍、吼秦腔、看大

戏，亲身体验一把汉风唐韵的丝路古风民俗年。

Chinese Lunar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hesive festival for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people express 
thanks to heaven，condolence to ancenstors and pray for goodness. People express their expectation for happy lives 
and wanna avoid disaster in spring festival，so they creat various charming folk ways form past till now. Chinese 
New Year picture is the most charming one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 From past till now，wooden New Year 
picture with over 2000 year history，which is created by Chinese folk artists，is the oldest painting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folk and living fossile of Chinese culture.

撰文/图片  岳倩雯

福到万家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

       ——（唐）张祜《正月十五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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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风盛景庙会中 

华阴老腔震天空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

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

姬酒肆中。”这是唐代大诗人李

白在《少年行》中描述的盛世一

景。金市，就是唐代长安城的美

誉，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起点，昔日辉煌的街市到底是

什么样子？春节期间，西安小雁

塔、城隍庙、大唐西市、大唐芙

蓉园、曲江寒窑等各大庙会可谓

年味儿十足，热闹非凡，在各

具特色的庙会上，游人有机会重

温老祖宗的传统习俗，重新感受

1300年前的唐风盛景，过一个“

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

听说曲江寒窑庙会的民俗表演最

具西北特色，我们一行人就直奔

而去，这里流传着民间家喻户晓

的王宝钏十八年寒窑苦等薜平贵

的传说，是秦汉时代宜春苑的所

在地，山林悄静、悠然自美。刚

入园内，就见满园张灯结彩，人

如潮涌，遗落在民间的传统绝活

捏面人、皮影、剪纸、吹糖人尽

情呈现眼前，变脸、吐火、锣鼓

张灯结彩古庙会

闹春

令人眼花缭乱，一幕幕童年的记

忆涌上心头，精彩节目让游人过

足了瘾。一位从南方远道而来的

游客，说起过年的记忆，脸上荡

漾着幸福，那种纯朴的年味让他

很是怀念。他这次是带着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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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专程前来，让孩子也来体

验传统年味儿的快乐，一个造型

可爱的公鸡灯笼，一串红红的冰

糖葫芦，唤起自己儿时的回忆，

也给孩子留下美好的童年记忆。

“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

上鞍；大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

马到阵前……”还未到小广场，

就传来了华阴老腔苍凉雄浑、

刚烈豪放吼唱声，庙会上最受欢

迎的，当数因春晚亮相而爆红

的“华阴老腔”原班人马的精彩

表演，广场正中是一个小型的舞

台，只见十几个条凳放置在舞台

上，一群身着对襟短打的老汉们

围在台角拉话。“伙计们，都准

备好了吗？”忽然间，一位穿红

衣的精瘦老汉跳上了舞台开始招

呼众人，“好了！”呼啦啦刚才

还闲散的老汉媳妇们，扛着各种

乐器，精神十足地奔上舞台。其

中两人直接坐在地上，左边的手

持胡琴，右边的则摆开了“打击

乐”自制的梆子和钟铃。“抄家

伙，曳一板！”红衣老汉怀抱着

六角形月琴，站在中间指挥着大

家，人们一下就认出了这“华阴

老腔”的名角儿，曾在央视春晚

露了脸的“主唱”兼“第一月琴

手”张喜民。随着张喜民的吆喝

声，一时间，锣鼓声、月琴声、

二胡声、梆子声、喇叭声、铃铛

声还有木头敲击板凳的声音，扑

面砸来，让人一时发蒙却又快活

儿极了。张喜民手执月琴，引吭

高歌，唱到高潮，其余10人齐声

附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连绵

不绝。尽兴之处，他们仰天齐声

长吼，用力跺地，群情激昂，仿

佛要把内心尽情地宣泄出来，苍

凉雄浑声音刺破了天空，直插云

霄。

新春庙会

华阴老腔一声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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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上元不夜月 

火树银花西安城

白天逛庙会，晚上看灯会！年味

最浓的当然要数古城墙灯会了！

灯会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安明

城墙上点亮，在这充满历史厚重

感的千年古都，灯，是最具代表

性的民俗注脚。色彩喜庆、争奇

斗艳的200多种各具造型的花灯将

古城墙装扮得喜气洋洋，在清冷

黑暗的夜色中，花灯流光溢彩，

非常漂亮。在城墙青砖之上，赏

花灯的人摩肩接踵，犹如进入了

一个五彩缤纷的花灯海洋，畅游

在璀璨如诗的美丽画卷中。

游走于城墙之上，慢步在花灯展

区，感觉到风吹过来的都是历

史。熠熠生辉的花灯使这古老

的城墙焕发出别具一格的古韵华

章，各式各样的灯尽显风采：高

大的“生肖荟萃灯”把城门楼照

得如同白昼，“金龙抱玉柱灯”

壮观不已，“月牙灯”扑朔迷

离，“荷叶灯”五彩缤纷，令人

仿佛置 身于仙境。中国人最喜

欢“龙 ”，“龙灯”年年都是

主角，只见长约十几米的几条巨

龙，从四面八方围绕着一颗灿烂

的明珠飞腾在空中，它们张牙舞

爪，看 似各有神通，但又那么

团结，就好像中国各民族为了祖

国的未来共同努力！而最具特色

的，当数丝绸之路灯带，各国文

化与代表风景都用美丽的花灯呈

现在我们眼前，欧州建筑灯，金

壁辉煌；俄罗斯套娃灯，憨态可

掬；西亚风情灯，流光溢彩；大

漠驼行灯，栩栩如生……一盏盏

灯，一幕幕景，为我们呈现描绘

的是古老丝绸之路的艰辛沧桑和

沿途各国的风光胜景，仿佛把我

们带回到了那久远的年代，灿烂

的文明就在身边，可触可摸！

夜色中的西安，古韵中带着喜

庆，远眺钟鼓楼，霓虹绚丽多

彩，灯火下掩映着鳞次栉比的传

统建筑，朱红的大门，青色的砖

瓦，瓦顶上的残雪，大红的对

联，无一不透出历史的厚重。而

现代摩天高楼与古色古香的帝王

宫殿、塔楼和谐一身，久远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现代气

息交相辉映。我站在城墙上，好

似听到了周汉秦唐的萧萧马鸣，

蓦然回首，仿佛时空将我们带回

了那繁花似锦的大唐盛世。我迷

恋这种沧桑的历史，不由地沉醉

在这古老的韵律中。

赏灯

人如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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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坊美味飘古今 

活色生香回民街

“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益，辣

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来西

安过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

吃，而吃在西安，几乎必去的一

个地点就是回民街了。看完花

灯，下得城来，穿越钟鼓楼，就

算再远道而来的游客，不用地

图，不问导游也能轻而易举地找

到回民街，很简单，只需略微发

动起敏感的嗅觉，就能确定要去

的方向，尔后只要循着味道去，

回民街就在眼前了。穿过高高

的“广济街”（俗称回民街）牌

坊，一走进去香味就扑鼻而来，

里面非常繁华，或者，说它很热

闹会更合适一些。整条街被浓厚

的市井气息笼罩，道路两旁遍布

挂着电灯、汽灯的各种摊铺，糕

饼、干果、蜜饯、小吃……琳琅

夜色阑珊

糖画 

满目的各色美食汇聚一堂，吊足

了人们的胃口；还有许多经营当

地风味小吃的饭馆，人多的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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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人满为患，连店门口也会摆

满桌椅。烤肉串、涮牛肚的烟火

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弥漫整条

街，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边逛、

边吃，看到小摊上中意的东西就

再也走不动了。这条街的历史

也已经很久了，一千多年前的汉

朝，这里就曾经作为丝绸之路的

起点，迎来了来自古阿拉伯、波

斯等地的商人、使节、学生，他

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繁华热闹的

长安城后，在这一区域经商、留

学和做官，一代代繁衍生息，直

至形成今日的回民聚居美食区。

回民街小吃品种繁复，令人咋

舌，而在众美味中羊肉泡馍最具

西安特色。北宋著名诗人苏轼就

曾留有“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

羹”的诗句。走进一家正宗地道

的泡馍店，我刚往餐桌前一坐，

便过来一个服务员，并不问需要

什么的，直接在每人面前放下一

只硕大无比的碗，一块大大的圆

饼就匆匆离开，细看一下餐桌上

的器具，联想一下“泡馍”的

含义，我学着别人的样子，拿起

圆饼，即所谓的馍，一阵掰弄，

把其碎末放置在大碗中，捧着器

皿到店铺的“后方”，师傅看着

碗里的馍块的大小，加了满勺的

羊汤，一份由自己亲自参与的泡

馍大餐就应运而生了，乳白色的

馍中飘浮着星星点点的肉末，伴

随着青色蔬菜的稍示点缀，料重

味醇，肉烂汤浓，嗅着那酥人心

脾的香气，大饱口福的时刻开始

啦。

回民街还有一种绝妙的美味，是

你不得不光顾的，想必羊肉烧烤

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在回民

街，烧烤摊位之密集让人叹为观

止，可谓三步一小烤，五步一大

烤。这里的烧烤绝对算得上“热

情奔放”，我刚走近一个烧烤摊

位，热情大方的主人便知来意，

忙碌的烧烤师傅挥汗如雨，娴熟

的技艺配合着饶有兴致的节奏与

旋律，腥色的肉质便在木炭的燃

制中渐变为枣红色的样子，再喷

撒些佐料：胡椒，油脂，盐巴，

酱汁等等，一应俱全后，翻动熏

烤馕 镜糕

烤羊肉串

制，待到佐料渗入肉色里，出炉

便不在话下了。浓烈的香味和鲜

嫩的色泽，伴随着间或蒸腾的热

气，此时，我手置烤串，于人头

攒动间尽情品味，不由地陶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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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味，画之道

Atmospere Of Spring Festival And 
Essence Of Chinese Painting

农历新年，是中国最重要、最具有凝聚力的传统节日。此时，人们要感恩天地、崇仰先人、祈盼福祉，
要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企盼以及对灾难的回避尽情表达出来。为此，数千年来人们创造了无数充满魅
力的民俗方式，其中中华文化性质最鲜明、文化内涵最深厚、艺术最绚烂而独异者就是年画。流传至
今，拥有两千余年历史，由中国乡土艺人创造的木版年画，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画种，中国民俗的百科
全书，和充满华夏文明元素的“活化石”。

Chinese Lunar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hesive festival for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people express 
thanks to heaven，condolence to ancenstors and pray for goodness. People express their expectation for happy lives 
and wanna avoid disaster in spring festival，so they creat various charming folk ways form past till now. Chinese 
New Year picture is the most charming one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 From past till now，wooden New Year 
picture with over 2000 year history，which is created by Chinese folk artists，is the oldest painting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folk and living fossile of Chinese culture.

撰文/图片 王远昌

雪后的开封清明上河园出诗入画，更具魅力

“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

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

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

——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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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封的“朱仙镇”和山东潍

坊的“杨家埠”，一个是中国木

版年画的发源地，一个堪称中国

目前最大的年画“作坊”，虽同

处北方，其年画却从风格到体

裁、从艺术手法到用色偏爱，甚

至两地年画传承人们所处的创作

环境、对年画传承的理念等，都

有极大的差异。但生动的民俗风

貌、鲜活的民间心理、丰厚的民

族情感，统统凝聚在木版年画

的色彩与线条之间。走进两座村

镇，拜访两位代表性传承人，品

鉴两种年画作品，体味年画带有

浓郁炎黄气息的味道。

 

指尖上的乡愁

在开封城南二十公里的朱仙镇，

虽偏居古都一隅，古时却名列“

中国四大古镇”之一，而成就其

美誉的就是这里流传的朱仙镇木

版年画。

2016年初去朱仙镇，那天正赶上

新年贴在门上的年画又叫门画，是年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而“门神”年画则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地

区用色和手法迥异。图中1为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尹国全创作的门神年画；图中2为杨柳青的门神年画；图中3为桃花坞的

门神年画；图中4为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人杨福源创作的门神年画。

开封地区历史以来罕见的的一场

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古镇

少了几分喧嚣，目之所及是稀稀

拉拉的店铺和摊贩，这个栉沐千

年风雨的古镇，缓缓地步行在现

代化的今天，无法想像它曾有的

辉煌。看到明朝时期在此建起的

岳王庙，不禁想起当年民族英雄

岳飞大破金兵的历史故事。而今

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就设在这座古

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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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朱仙镇木版年画兴于宋。由

于运河的开通，朱仙镇成为中原

的商业重镇，年画的生产与销售

随之达到繁盛顶峰，年画作坊最

多时达30 0余家。每年九月九年

画会，大半个中国的客商从现在

的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福

建、宁夏等区域汇集到这里，买

走全国三分之二的年画。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盛离不开开

封这片沃土。北宋年间的开封，

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庞大的市民阶层激活丰富民

俗文化需求，给年画的创作提供

了丰厚的土壤和市场。官办与民

办作坊齐开，年画销售盛况空

前，并很快影响到全国。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中载,“近岁年，

市井皆 印卖门神、桃板、桃符

等”、“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

谓之果子行，纸画也在彼处，行

贩不绝。” 展开描绘的北宋社会

生活的《清明上河图》，距卷首

三尺左右便可看到“王家纸马”

的店面，纸马店幌子清晰可辨。

与其他年画产地命运相似，千百

年来，朱仙镇木版年画随着岁月

沧桑而 跌宕起伏，历经民族纷

争、自然灾害、人为破坏和传统

社会形态的变革，年画产业逐步

凋敝，作坊、商号相继倒闭或转

行，传承艺人寥寥无几，许多年

画里的含义已经少人能解，无论

古画还是古版，都已寥如寒星。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

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

种必然规律。传统年画是农业社

会的产物，当农耕文明向工业文

明转化的时候，年画艺术由兴盛

而衰败是正常现象。但我们不能

因此将其完全抛弃和忘记。”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封和朱仙镇

都成立了木版年画社和研究会，

并在朱仙镇上的岳庙大街东段建

成了木板年画一条街，恢复了数

家老字号。

顺着当地人的指引，我们来到紧

依古运河的年画一条街上，原汁

原味的老屋房檐骨瘦嶙峋，斑驳

的墙皮昭示着它曾经历过的岁月

沧桑。初冬的寒风中只有几家店

铺开着门，稍显冷清。一座二层

铺面高高撑起黑底黄字的“幌

子”，上书“天成老店”，油漆

剥落的老屋里没有任何装修，四

面墙壁上挂满了年画，造型威武

的门神、铁面虬髯的钟馗头、五

子夺魁、加官进禄、松鹤延年、

莲生贵子等代表性题材的年画琳

琅满目。七十多岁的尹国全老人

衣着朴素，坐在堆放了各色颜料

的台前，在孙子的协助下，反反

复复涂抹、印制。台上放置着新

刻好的版，据说花费了老人一个

月的时间，旁边铁架子上挂满了

花花绿绿刚印完的年画，煞是好

看，这是晾干工序。旁边柜台后

坐着尹老的老伴，制作台连着柜

台，典型的作坊式生产。

古朴劲健、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朱仙镇木版

年画中，红、黄、绿、紫的套色，艳丽浓

重，人物形象夸张，头大身小，看上去土头

土脑，憨的可爱。

2008年发行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特种邮票，内容取自中国四大传统年画之一朱仙镇木

版年画的经典故事步下鞭、三娘教子、满载而归和凤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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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曾评价朱仙镇

木版年画，“这些木刻朴实，刻

线粗健有力，不染脂粉，人物

没有媚态，色彩浓重，很有乡土

味。”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由

于历史和文化生活的积淀，年画

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熟悉的历史

故事、神话传说。苍劲而古拙的

线条、简洁对称的图案，体现了

北方粗犷、厚实、乡土气息的民

间艺术味道和风格。尹国全告

诉我们，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印制

手法主要是雕版水色套印，六版

一套，有的多至九版。红、黄、

绿、紫的套色，艳丽夸张，人物

形象头大身小，看上去土头土

脑，憨的可爱。尹老说，多数人

物脸部采用白脸、红眼皮，这是

它特有的装饰手法。

尹国全是“天成老店”的第五代

传人，他6岁就开始上作台随父

亲尹福祥学习木版年画印刷、雕

版、套版、套色和调色技艺，即

使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也没

有阻挡他对木版年画技艺的向往

与追求。“那时，俺白天同社员

一块劳动，晚上就躲到红薯窖里

点着油灯在俺爹的指导下刻版、

带有吉祥寓意的年画是百姓们过年最喜闻乐见的

印刷，从没间断。”几十年来，

他设计创作雕版300多套、1500多

块，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

研究与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关

键作用。

在他看来，如今真正原汁原味的

传统技艺正面临丢失的危险。“

以前俺们印年画的颜料都是用松

烟、槐米、章丹等植物精心加工

熬制而成的，虽然费时费力，但

是跟现在的工业颜料比起来，颜

色更纯正。”“老辈儿传下来的

东西不能丢，要一代代传下去，

俺的儿子和孙子都是俺的继承

人。”淳朴的老人讲不出什么大

道理，却在沉重和辛劳中，为

中国民间技艺的传承默默坚守耕

耘着。看着他比常人略显粗糙的

手，和脸上被岁月沟壑出的细密

皱纹，一种感动弥漫心底。

浸着期盼的重彩

当朱仙镇尹氏家族正“勾描刻

印”忙碌不已时，千里之外的山

东潍坊市寒亭区的杨家埠村也早

已进入“家家摆铺案，户户印画

忙”的时节。

每年12月初便开始进入了年画制作的高峰期，图为全神贯注印制年画的尹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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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杨家埠村的大街上几乎看不

到行人，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

吠才让人惊觉早已身在村子里。

与周边其他村子红砖红瓦的建筑

样式明显不同，整个杨家埠村均

是仿古式的建筑，青砖白灰的院

落一排排，错落有致，将古朴的

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独

立的庭院又都是一个店铺，门前

的牌匾上都标明专门对外售卖风

筝或者年画，整条街上，全部都

是风筝、年画的专卖店。

杨家埠与朱仙镇、杨柳青、桃花

坞并称为中国传统年画之乡，潍

坊作为 风筝之都，发祥地也在

此。相传明洪武年间，蜀中画师

杨伯达移民至此，雕版鬻画，并

将年画之艺印于风筝。生于斯，

长于斯的杨氏百姓，自幼便耳濡

目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

青，个个擅扎鸢”。秋收一罢，

人们争相制作。兴盛时，刚进入

秋季，各路画商就云集此地。如

今，这个只有310户、1150口人的

小村庄，年制作的木版年画却达

两千余万幅，远销全国各地与几

十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国最大

的木版年画“作坊”。

踏雪走在古香古色的村子中，偶

然看到一处庭院，黑色木制的大

门半开着，上贴一对孔武威风的

门神年画，正对门的影壁前一丛

绿竹迎风傲雪，格外雅致。正欲

叩门，却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

送客而出，走在前面的访客笑着

说：“这里是年画传承人杨福源

老师的家，你们也是来拜访他的

吧。”奇妙的缘分令我们惊喜，

跟随杨老步入他的四合院落。北

厢房据说是杨福源夫妇的住所，

正对着的屋室则是杨老制作年画

的地方，炉火烧得旺盛的工作室

里，满堆着刻好的木版和新进的

国画颜料、宣纸，看来已为大量

印画做好了准备。

杨家埠木版年画国家级传承人杨福源老先生正在刻版

鱼与“余”同音，比喻家境殷实有余，是吉祥的象征，更是年画创作的主要元素之一。

图为杨福源先生的年画作品《年年有鱼》

杨家埠年画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希望儿孙满

堂，老人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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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儒雅的杨老认真地向我们介

绍着杨家埠年画的历史及制作工

艺。他告诉我们，杨家埠年画生

产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

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精

细准确。先将画稿勾出黑线稿贴

在刨平的梨木板上，雕刻出主线

版；再根据不同的颜色分别刻出

色版，少则三色，一般五色；然

后经过调色、夹纸、兑版、处理

跑色等手工套色印刷；年画印

出后，还要手工进行简单描绘，

以使其更自然生动，最后装裱而

成。听着就不简单，操作起来更

是耗时耗力。杨老的代表作《金

陵十二钗》就花费了他整整三年

的时间才完成。

挨着制作室的临街屋子是杨福源

的“万盛年画”铺子，和朱仙镇

的“天成老店”一样，里面挂满

了各种富贵吉祥题材的年画。看

过朱仙镇的年画后，我发现除了

题材外，杨家埠木版从风格、手

法到用色，甚至制作环境都大大

区别于朱仙镇。本以为比河南更

靠北的杨家埠，风格会比朱仙镇

更粗犷，然而细看后却不禁感慨

它精致的做工和柔丽的色彩，

竟颇有些许江南的艺术味道。特

别是在用色方面，同处北方的两

地，有着各自钟爱的颜色，杨福

源说，这种偏爱后面隐藏的是不

同的文化差异。

“紫色发恶红主新，黄色多了多

主淡，绿色大了也不新，上样三

色均可用，唯有紫少画真实”这

几句民谚很好地道出了杨家埠年

画用色的喜好，富贵吉祥的颜色

是年画的基本要求，因此杨家埠

年画沿用了红、黄的喜庆色，

紫、绿这类偏冷的色调单独使用

是犯忌讳的。然而，杨家埠年画

里厌恶的紫、绿色却成了朱仙镇

杨福源创作的木版年画作品

的宠爱。这与开封是大宋都城

这一历史因素有很大关系，史载

宋代“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

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

服寿”，可见紫、绿色在当时是

高贵颜色。因此朱仙镇一直沿用

着这种用色习惯，特色也就由此

而来。“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

样，文化资质有别，风俗各具特

异，使得木版年画产地呈现出绚

丽多姿之局面。

杨福源老人的儿子、女儿从小跟

着他学习制作年画技艺，此外，

他还收了一些外姓徒弟，“他们

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到退休后，

才能成为传承人。”在杨老家，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年画创新的迹

象，不仅有单幅的年画，不少年

画挂历、年画图册等也都陈列在

案，杨老说，杨家埠年画现在还

在网上销售，而且销售形势很不

错。“先把传统的东西好好地继

承下来，然后根据我们的一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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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现在人的理念，再去赋予它

新的内涵，绵延年画艺术持久而

旺盛的生命力。”

“一笔笔绘出春秋冬夏，一刀刀

刻下酸甜苦辣，一层层印上五彩

的梦……”画满心中理想图景的

年画，其实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的梦想，新年来临之际，

用崭新 的年画寄托对来年的期

盼，和吉瑞的福字、喜庆的楹

联一起，将岁时营造成一个极

特殊、美好、可触摸的时间和空

间。

杨福源创作的木版年画作品《金陵十二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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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晚”机场人

《航空港》报原主编罗克平老师第一

次上电视节目，没想到竟然上的是“

春晚”。

正月初五，旅游卫视在晚上8点黄金

档播放了“首届中国中老年旅游春

晚”。晚会除了有著名歌唱家和全国

海选的文艺爱好者的歌舞表演外，很

有创意地在全国海选出3组典型人物

讲述“岁月与旅行”的故事。罗老师

作为全国唯一入选的个人嘉宾，在晚

会节目中他手拿地球仪，压轴出场，

讲述了他曾访问过许多国家，足迹踏

遍了天南地北，还特别分享了他那段

在瑞典冰旅馆奇特的经历，点出了旅

游春晚晚会的主题。 

那么，他是怎么会被“春晚组委会”

选上的呢？

罗老师曾经去过40多个国家、到过

1000多个地方旅游，这些旅游的经

历和奇遇，他退休以后撰写出版了《

行走旅途——全球值得一游的N处》

等旅游著作的故事，目前还在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参与制作《放心去旅行》

广播节目，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旅游达

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经历，这

次春晚全国层层选拔，他脱颖而出成

为唯一一个人出场嘉宾，他用充满闪

光点的故事和情感给观众们带来了一

种激励与鼓舞。

我的好朋友王赟小妹妹还有幸登上

了大年夜的央视春晚。在东方明珠上

海分会场，她加入了500人旗袍队行

列，一展上海女性的风姿。

小王是机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的高级

主管，在浦东机场上班，业余参加了

机场集团组建的旗袍队。这次有幸作

为旗袍新人入选央视春晚。别看那天

出场才几分钟，但她从接到通知到参

加排练及正式演出，却化了整整17

天。临近年底单位工作特别忙，于

是，她克服了许多困难，每天在单位

和排练场两边跑，特别辛苦。去东方

明珠现场排练都是下午连晚上，经常

排练到深更半夜，演员必须穿着单薄

的旗袍和丝袜、高跟鞋带妆排练，顶

著寒风来回走台步，十分枯燥。晚上

到家她已经累的腰酸背痛，两腿不听

使唤了。队里有的姐妹中途打了退堂

鼓。可是，领导的鼓励、家人的支持

和内心的那份荣誉感，是她坚持到最

后的最大动力。直播当晚，她走在旗

袍队的最前列出镜！

更有意思的是，年三十是王赟的三十

二岁生日，手机里，不断送来家人

的祝福；演出现场，姐妹们准备了蛋

糕，500名旗袍队员集体为她庆生，

全体演员们围着她摄像合影，场面震

撼。她感动得一度哽咽，眼里噙满

了泪花：“感谢大家，感谢海派旗

袍…”

短短十七天，是王赟有生以来一段最

美好又难忘的经历。她说，能代表上

海机场代表上海女性感到无比荣幸和

自豪，再苦再累也值得！

如果说罗老师上春晚道出了他们老一

辈机场人见多识广、享受快乐、享受

精彩的晚年生活。王赟则展现了风华

正茂的上海机场新女性的完美形象，

我要为你们点赞！因为，你们依然青

春。

每年过年看“春晚”，就像吃饺子包
汤圆那样，成为大家一道不可缺少美
味佳肴。可今年，我却比以往更加期
待，因为有我熟悉的好友闪亮登场。

Chinese are used to watch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Chinese New year which is as nor-
mal as eating dumpling in Spring Festival. 
However，we have more expectation on 
this year’s Spring Festival Gala since our 
familiar friend-Airport stuff reprensenta-
tives will be on the show.

Airport Stuff Reprensentatives In Spring Festival Gala
撰文/胡鸣芬

罗克平（图右）与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毕铭鑫在旅游春晚现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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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魏福春  

大师   Master

突然定定地看着汪老板：你最近养了

个小女人！汪老板大吃一惊，老三也

疑惑地看着胡大师，要知道汪老板极

怕老婆，平时和他们斗地主也得老婆

点头。不料汪老板脸色苍白：老——

胡大师，这饭我请！

汪老板刚和洗脚店的小花好上，这事

没有人知道。

大师声名远扬，不时有老总慕名而

来，然而大师分寸控制得很好，不轻

易道破天机。当然也有例外，这天已

和大师成为好朋友的张总设宴，张

总的朋友非富即贵，大师也是高兴，

多喝了几杯茅台，就在这时，张总请

他给座上的一位中年男子看看。大

师放下酒杯，屏气凝神地看着那人，

好一会儿笑道：还好，差一点就坏在

小三手里！众人一惊，再看那男子，

腾地站了起来，林——张总忙起身打

圆场，可话还没出口，那人已扭头离

去。

张总气得和大师断了往来，说真不能

信什么大师！谁有小三都有可能，唯

独林局，林局夫妻恩爱，从没有过绯

闻……

大师露了原形，又成了胡腊思。谁知

几个月后张总登门，那位林局终究还

是倒在了小三身上。胡腊思暗笑，百

试不爽，你们这些个鸟人有几个是正

人君子？不过胡腊思再没出山，他清

楚自己的能耐。

胡腊思不出门，名头却是越传越远，

越传越神，这是后话。

大师姓胡。起先见面时大家以胡大师

相称，胡大师还摆摆手谦虚地说：不

敢。当时的胡大师没有一点架子。

后来胡大师名气渐大，寻常朋友请不

动他了，这时，就不仅有了腔调，还

有了脾气。老三那天就领教到了。

老三和胡大师住一个小区，是小兄

弟。老三喜欢交际，朋友不少，他有

饭局总会叫上老胡。老胡成了大师

后，有应酬也不忘带上老三。

这天是早就约好的，只是胡大师到了

酒店才想起身边少了一个人，于是

拿起手机，问：在哪儿？是打给老三

的。老三说在家。那就过来吧！好

滴！听得出老三有点激动。

老三到时酒席已开始，他一进包房就

高兴地喊道：胡大师，我来了！想不

到胡大师眉头一皱：哪来的胡大师？

大师！老三一惊，点着头：是，大

师。坐吧。大师大度地挥了下手，老

三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

老三那天没敢多说话，也没喝几口

酒，他怕一不小心说错什么遭大师当

头棒喝！他没想到胡——大师这么顶

真，但此胡已非彼胡，老三对这位兄

弟也已是五体投地的份。

大师有异禀！ 

提起这，还得从老三说起。

老三他们闲暇之余喜欢斗地主。老

胡，那时还是老胡，总是输多赢少。

说来也奇，他在一天午睡时，不知怎

么从床上摔了下来，这一摔还不轻，

醒来之后——

那是个星期天，这天老三没有饭局，

妻子带着女儿外出了，他一个人晚

上在家喝了点小酒，然后拿起手机想

叫上几个人斗地主。可一圈电话下来

独缺老胡——老胡不接电话。老胡单

身一人，能去哪里？老三直奔他家而

去。

门铃响了有一会儿，不闻动静。这小

子有方向了？老三正要离开，门忽然

开了，老胡睡眼朦胧地：知道你要来

送钱的。老三听得莫名其妙，一拍他

的肩：你个胡戈腊思，胡说什么呢？

老胡名为腊思。

谁知那晚胡腊思真个是鸿运当头，短

短的二个小时，老三他们已输晕了。

之后的几次都是如此，只要胡腊思想

赢，绝不会输，老三他们彻底服了。

老胡有了超凡脱俗的能力，最高兴的

莫过于老三，他有炫耀的资本了，走

东到西都会提起这个兄弟。老胡成为

胡大师，应该说有老三的一份辛劳。

当然有人对此付之一笑，汪老板就是

一个：这年头，大师也太多了点？

汪老板是开小烟酒店的，有时也和老

三他们斗小地主，对老胡多少是了解

的。

这话很快传到了胡大师耳朵里，他笑

着对老三说请汪老板吃饭。

有人请吃饭，汪老板是一口应诺。饭

店是家小饭店，几人坐定后，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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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肖习俗，据说确定于汉代。

其时先人驯养家鸡已千年，考虑考察

选拔，加入生肖序列。见公鸡母鸡各

司其职，公鸡报晓，守时不失，母鸡

产蛋，一生奉献，材美刊用；雄鸡羽

衣艳丽、气宇轩昂，雌鸡温柔护仔、

品貌端正；询之先贤，渊源亦深——

诗经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孔

子云，割鸡用牛刀焉；老子云，鸡犬

之声相闻；庄子云，望之似木鸡——

文化形象非常正面；艺术形象从三星

堆庙堂祭祀的青铜鸡，到山海经口耳

相传的观风鸟，广为熟知，群众基础

深厚。至此，为鸡总结提炼，形成五

德：“文武勇仁信”，与人之五德

“温良恭俭让”相媲美，载入《尔

雅》，正式将鸡迎入十二生肖主司。

撰文/姗姗

吉鸡
Auspicious Rooster

入《新唐书》，载称：“（白）居易

文章精切，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

易一金”。于是“价重鸡林”成为文

人雅士相互夸赞文章精彩、为世所珍

的朋友圈点赞专用术语。

但真正将吉鸡形象在文艺圈炒到高

潮的，当属明宪宗。成化元年，即

14 6 5年，农历乙酉年也是一个鸡

年，历经磨难、终迎盛世的宪宗收到

一个好消息，一项国家级重大技术课

题——斗彩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为

此特制海缸型手握杯，绘吉鸡，以资

庆祝。胎质轻薄、色彩艳丽的成化鸡

缸杯横空出世，成就中国人与吉鸡的

又一良缘，也为后世拍卖业务兴盛提

供宝贵基石。

至清朝，熙雍乾盛世修礼，大学士蒋

延锡遵喻绘《鸟谱》，广为甄选我

国各地本土本鸡，明确、定名了丹雄

鸡、泰和鸡、越鸡、丝毛鸡等数十个

品种的鸡。至此，作为十二生肖之中

唯一禽类代表的吉鸡家族，无论正门

正支、亦或各地分支，全部造册、入

谱，流传后世。

如今城市宜居，不再有“鸡犬相闻”

的日常感受，印象中的鸡是在养殖

场中的；而《诗经》中的年代，则

是“鸡栖于埘，暮栖于树”。想想那

金红色的大公鸡，从自家大树上挥翅

高翔而下，模糊着上古凤凰栖梧桐的

神秘影像，还真是吉（鸡）祥（翔）

美好，让人从心里觉得家宅安泰、身

心宁静。文化就是这样，入眼入耳入

心，形成了一致的心理期许，就会觉

得踏实美好。

千载以来，鸡年吉祥。

及至晋朝，经汉末三国战乱，民心思

安。鸡为房前院后的代表形象，充满

生活趣味。当时文化复兴风格的时尚

网红书《拾遗记》，向人们重新讲述

了尧舜时代重明鸟的故事，引用了权

威著作《周礼》中提到的酒樽技术要

点——樽器天鸡型，持之可辟邪，重

塑了鸡的“吉祥”、“辟邪”功能，

并辅以“桃都天鸡”宣传画和宣传口

号：“日出照桃木、天鸡则鸣、天下

之鸡皆随鸣，大吉！”成功构建了过

年画雄鸡挂门首窗牖取吉的时代新风

尚。

隋唐时期，“鸡林”成为了对朝鲜半

岛国家——新罗的别称。新罗人向往

中原文化，其中一个热点新闻，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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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二首——其二

俞奕璟

侧畔无雅音

清茶未烹

唯有书香！

在路上

黄龚杰

脚下满是崎岖，

远方亦有坎坷，

踏足了伤痕才能真正成长。

流淌的记忆

赵晔飞

拿起笔，

写下一段旧梦，

记忆顺着墨管流淌在纸上。

Poetry

青花瓷

黄唯君

青花瓷白

衬在文字底下的纹路

抚摸了谁的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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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敏 张梦  图片/王远昌

Frozen
冰雪奇缘

造物主是公平的，在山寒水冷、万物肃杀的十二月，它却给人间派来了纯洁的

天使——冰与雪。就在《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公主一直在为她点物成冰的魔法

痛苦时，一路向北，再向东，高纬度地区的东北人家，却为姗姗来迟的晶莹魔

幻冰雪世界而欢呼雀跃，他们整理好行装，走进茫茫“凇都”、皑皑“雪乡”

、水晶“城堡”，开启一段段穿越千年的奇遇之旅。

God is fair，who sends pure angle -ice and snow，to people in frozen December. Princess Elsa 
of “Frozen” is troubled by her ability of freezing and she goes to the north. However， people 
in high latitude area of north except and herald the magic frozen world. They  collect luggage 
and go to “snow hometown” and “ice castle”.  Finally they begin their fantastic trip.

在数九寒天的露天进行冰雪雕塑创作是没有模特可选的，所以冰雕师们冰雪雕都是二度

创作的，先要泥塑出一件作品，便于对冰雪雕塑作品的多维度认识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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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国是无法阻止大雪降临的，上帝把寒冷季节中最温柔最灿烂的景

色播在这里，本身就造成了一种雄壮和神秘气氛。雪的色彩极为绚丽，

它时而玫红，时而幽蓝，时而乳黄。雪光呈现玫红时是朝霞初升时分，

那时炊烟在鸡啼之后升起。雪光展现幽蓝时是在傍晚时刻，这时所有的

恋人都在祈祷黄昏的消失。雪光隐现乳黄时星月稠密，树林中所有的鸟

都因眷恋美丽的景色而放弃歌唱。”    

—— 迟子健 《原始风景》片段

白山黑水冰嬉图
铁若剑脊冰若镜，似履踏剑摩镜行。

其直如矢矢逊疾，剑脊镜面刮有声。

左足未住右足进，指前踵后相送迎。

有时故意作欹侧，凌虚自我随纵横。

满族宗室“第一诗人”爱新觉

罗·宝廷，在《偶斋诗草》中描

绘清代冰上健儿们的高超功力，

形象而生动。而珍藏于故宫的清

乾隆时期的巨幅画卷《冰嬉图》

，更是将满清“冬至嬉冰”盛会

的繁华场面，直观而盛大地定格

在世人眼前。

源自东北的冰嬉历史久远

2015年7月31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赢

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之前的3月

份，在奥林匹克中心鸟巢体育场

里，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为邦和

姚文翰绘制的《冰嬉图》中，大

蝎子、金鸡独立、哪吒闹海、双

飞燕、千斤坠等样式的花样滑冰

和爬竿、翻杠子、飞叉、耍刀、

使棒、弄幡等样式的杂技滑冰，

以及练兵的溜冰射箭等等场景，

赏凇嬉戏其乐融融

以 “冰雪动漫世博会” 为主题的第十五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灯火璀璨、气势恢弘的壮观场景

引发了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成员，

对中国冰雪运动的悠久历史和深

厚人文的惊赞 。

中国冰雪文化源远流长，它产生

于寒冷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生产和

生活活动之中，涉及到建筑、器

物、饮食、历史、经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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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运动、娱乐、服饰、风俗

等等方面。北国漫长的冬季、寒

冷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为

冰雪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广泛而充

足的载体。早在隋唐时期，生活

在“白山黑水”地区的女真族便

发明了滑冰的竹马，成为中国人

最早的滑冰方式。随着北方民族

入主中原，一些冰上运动也被带

入内地。清乾隆帝在位时期，将

每年“冬至”到“三九”期间举

行的“冰嬉盛会”定为国俗。

冰嬉，是中国古代对冰上运动的

统称。清代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

代花样滑冰的“黄金时代”，与

满人英勇彪悍的民族性格和所处

的地域环境、民族风俗等息息相

关。“滑冰高手”清太祖努尔哈

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

组织了一支“皆着乌喇滑子”的

滑冰部队，这支特种部队完全靠

滑冰前进，一天一夜行军70 0多

里，火炮也架在冰爬犁上运送。

建立“后金”政权后，努尔哈赤

曾多次率领诸王、贝勒等官员及

其妻妾，在沈阳浑河举行“冰上

运动会”。跑冰、滑冰车、抽冰

嘎、打滑挞、雪地走等数十余种

比赛，不一而足，甚至将杂技、

舞蹈、蹴鞠等文体项目挪到了冰

面上。还在冰上举行盛大宴会，

杀牛宰羊，直至尽兴。

江河湖泊上的冰雪欢歌

传承数百年的冰嬉，不仅是古时

皇家华丽的“冰上盛宴”，也是

如今东北地区百姓休闲娱 乐的

重要方式。当寒风呼啸的一夜过

后，气温骤降到冰点，往日波光

粼粼的江、河、湖面瞬时光滑如

镜。冰面刚刚结实，男女 老少

们就按捺不住了，各自在“朋友

圈”里一吆喝，便成群结队的涌

上冰面，迫不及待地上演一场场

轰轰烈烈的冰上狂欢。除了黑龙

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浑河、

净月潭等天然“大冰场”外，各

城市内的公园“野冰场”和设施

先进的专业滑冰、滑雪场，也备

受人们青睐。 

沿中央大街向松花江畔走去，未

至防洪纪念塔已听到从江面上传

来的欢笑尖叫声。站在江堤向松

花江北岸望去，夏日里奔腾的江

《冰嬉图》局部

初学者夕阳下的沈阳现代“冰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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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已凝结成一首壮美的史诗。

远处蜿蜒的江面上点点冰帆点缀

其中，近处是数个大大小小的冰

上游乐场。近20 0米长的冰滑梯

和雪圈乐园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地

方。无论大人小孩子都可以坐在

橡胶雪圈上，从大滑梯上奋力而

下，享受“飞”的感觉。

凿出的一片冰窟窿是冬泳爱好者

们的地盘。刚从水里出来穿着泳

衣的冬泳人，身体周围冒着雾

气，站在雪中与游客们合着影。

远处大片的空地上，打雪仗、堆

雪人、滑冰车、赛冰球、掷冰壶

的欢笑声和着抽冰尜的清脆鞭子

声，飘荡在澄空净宇之上。虽然

身处室外，运动燃起的激情，却

似乎令人忘却了冰点下的严寒。

寒冬，老虎亦有“激情”现

虎被称为“百兽之王”，东北虎

因体大威猛又被称为“王中之

王”，其栖息地主要为中国东北

大兴安岭、完达山脉的虎峰山脚

下。1986年，这里成立了世界最

早的专门拯救扩大东北虎野生种

群的中国猫科动物繁育中心，专

门从事东北虎的繁育和驯化。如

今，当山林大地银装素裹时，走

近威风凛凛的虎群，看色彩斑斓

的东北虎在飞舞的白雪映衬下，

分外耀眼。它们奔跑跳跃，相互

嬉戏，自由自在。

每年的12月至次年2月是东北虎

喜结连理的旺季。为了繁育的多

样性和优良性，此时进入野化区

看到的东北虎都是经优选出的容

貌靓丽、体态匀称高大、野性十

足、虎种纯正的精良种虎。这时

也是一年中观虎情景最为丰富的

时期。

我在游览时还遇到过极为有趣的

场景。有一对“虎情侣”正在茫

茫雪野里亲密缠绵。雄虎向身下

的雌虎发起“攻势”，雌虎回头

用前爪搂抱雄虎的脖子以示回

应，两虎你来我往，渐入佳境。

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远

处正在观看的雄虎看到同伴即成

好事，心生不平。趁两虎忘我之

际，上去就是几掌把骑在雌虎身

上的雄虎打下，弱肉强食的食物

链法则得以验证。 

夕阳下，位于松花江北岸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奇幻景致 零下三十余度的严寒仍挡不住人们狂欢的热情

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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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艺术
作为世界冰雪雕刻艺术的发源地，哈

尔滨流光溢彩、巧夺天工的冰雪雕塑

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庞杂

的工程，不仅需要技艺，也需要毅

力。玉宇琼楼、飞檐翘壁式的冰雪雕

塑作品，是无数国内外冰雪艺术家们

在寒风刺骨的露天，以精湛的技艺雕

刻出来的，堪称是最痛苦的艺术。

大多生长在北方的一代代冰雪雕塑艺

术家和一批批爱好者，对冰雪雕塑艺

术的爱恋和磨难使他们没有克服不了

的痛苦。这里漫长的寒冬和风雪磨练

了他们的特有品格，及对冰雪的热情

和对严寒的乐观，使冰雪文化的独特

魅力发扬博大。然而，冰雪雕塑艺术

家每年看着自己的作品随着天气的转

暖渐渐消融，都会十分遗憾，内心的

痛苦才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让

冰雕雪塑成为永不“闭幕”的童话，

是每一位冰雪艺术家的宿愿。

冰城“米开朗基罗”

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张德

祥热爱家乡的冰雪。在兆麟公园

观看第一届冰灯游园会时，曾为

美术老师的他便动了制作冰雕的

想法。后来，他第一次雕刻的“

吹泡泡的小女孩”在冰雕比赛中

获了奖。欣喜之余，也对冰雕雪

雕的兴趣浓了，态度严谨起来，

手艺也愈发精湛。

从事了 2 0多年的冰雪雕刻，每

创作一件作品之前，他都要用油

泥雕出小样来，以形成立体的图

形，确保每一个细节的精准，同

时还要赋诗一首进行诠释。他认

为玩冰雪的最大乐趣便是在于通

过写实、写意等各种艺术手法赋

予冰雪灵魂，让观者能从一件件

作品中体会到美的享受，引发对

生活的深刻思考。每到冬天第一

片雪花飘落的时候，张德祥总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现在我

一看到哪块冰很透，我就想拿把

铲子给它铲点啥。那种沙沙的声

音真像是音乐，铲子刷的一声下

去，冰雪纷纷落下来。没有生命

的冰和雪经过你的手，一点点的

居然变成了美丽的作品，有种种

内涵，渐渐地那个生命就诞生

了。”

因对冰雪有着特殊感情，他给儿

子们起名都加上了“雪”字，老

大叫张雪松、老二叫张雪涛。在

他的影响下，妻子朱青、两个儿

子、还有大儿媳季丽莉，都成为

了冰雕爱好者。“这是我们大家

智慧的结晶，一起通过辛勤劳

作，创造出来作品，不仅自己感

到愉悦，也给游人们带来艺术的

享受。”走进张德祥家，墙上挂

满了他参加市、省、全国、国际

各种冰雪雕塑比赛的获奖作品照

片，工作台上摆满了设计图，陈

设架上高低错落的奖杯、奖牌不

胜枚举，拉开柜门各种证书叠放

起来足有2米高，这是“冰雪一家

人”携手并创的硕果。

作为哈尔滨市冰雪雕塑行业协会

秘书长，年逾古稀的张德祥曾多

次应邀前往芬兰、比利时、德国

和俄罗斯等十余个国家传播中国

的冰雪艺术，每一次他都会深深

体会到，“哈尔滨的冰雪艺术的正在进行冰雕创作的张德祥

刀工绝伦的“连年有鱼”冰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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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为国争光。”在张老师看来，

如今冰雪技艺最令人担忧的便是

后继乏人。为此，他创办了红黄

蓝冰雪艺术学校，培养了上百名

冰雪艺术人才。“从我的喜欢

带动我的家人，让孩子们不断参

与，同时把所掌握的知识技巧教

授给更多的学生，让这项艺术永

远传承下去是我最大的心愿。”

惊赞赤道来的冰雕师

屡获国际赛事大奖的新加坡冰雪

雕塑艺术家白亚美，已经累计二

十次率新加坡代表队，参加在哈

尔滨举办的国际冰雕和国际雪雕

比赛了，被誉为新加坡“冰雕雪

塑第一人”和“新中文化交流的

使者”。当问及整日身处与新加

坡温差60度的冰天雪地里，对肉

体上痛苦和精神上的刺激能挺得

住吗？他坦然地告诉大家：“感

觉挺好的！”

从事绘画和宴席雕刻的白亚美先

生，克拉码头上经常可看到他写

生创作的身影，五星级酒店里

难以计数的精美厨艺出自他的刀

下。1987年的一天，看电视偶然

得知远在北方的哈尔滨将要举办

国际性的冰雕比赛，一时引发他

对冰雕的好奇。他思来想去决定

报名参加。1987年12月末，正值

北国数九寒天，时年33岁的白亚

美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3 天

的比赛下来，由于构思巧妙，创

意独特，深厚的厨艺雕刻功底，

他的作品《适者生存》一举获本

届国际比赛的一等奖。

常年生活在炎热的本土，白亚美

日常在家为了不使雕技生疏而

落后于他人，上午做家务或去

健身，下午到新加坡的一些酒店

里，为大型宴会做冰雕饰物，把

北方的特有艺术品，经结冰、

冷藏间雕刻、宴会陈列等多道工

序，让其在新加坡展现，令当地

人无不感到新鲜惊奇。

如今，白亚美在世界冰雪雕塑领

域早已是名人，但他时常觉得创

新很难。在比赛的空隙，他会四

处驻足观看揣摩各国艺术家的作

品和雕 塑流程，虚心地学习。

休息时 会见老朋友，结识新朋

友，交谈体会。他认为“即使拿

不到奖项，缔结友谊也非常有意

义。”

白亚美 唯有遗憾的是自己在中

国、日 本和加拿大等大型赛事

中，辛勤创作的作品，特别是得

意的获奖之作不能永存。他非常

渴望将出于冬季、融于春季的冰

雪艺术品冲破季节的界定，生命

永恒！

绽放在味蕾上的冰火韵律
满洲饮食文化、中原汉族饮食文化和

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汇，为东北饮食文

化打上了汉满融会、中西结合的特色

烙印。然而在数九寒天的冬日，舌尖

上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才是最贴

近东北地域特色和人情民风的美味之

冰雕艺术是痛苦中的快乐

冬日里的北方民俗景象

选。当西伯利亚的冷风席卷东北时，

除了加衣，食物也是御寒的最好选择

之一。以热止寒、以寒制寒，冬天里

的别样风情就融在冰与火的味蕾之

间。

越冷越吃凉

东北人越冷越吃凉，早已名声在

外。雪后的东北摇身一变为“冻

北”，而没有冻货的冬天是不完

美的。冰点、冰棍、冰淇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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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葫芦、冻梨、冻柿子、冻苹

果、冻海棠……这些考验“牙

口”的食物，全是东北人在冬天

里离不开的美味。窗外北风凛

冽，室内暖气十足，全家人围坐

电视机前，吃着饭后冰点，是寒

冬中最温暖的事情。初来乍道的

外地人，如没有钢牙、铁胃，一

定要倍加小心。

东北售卖冰棍的方式实在稀奇。

一到冬天，冰棍雪糕都是成箱地

一溜儿摆在室外。“甜而不腻，

冰中带香”的马迭尔冰棍可谓是

冰棍中的“明星”。这支创牌百

余年始终畅销不衰、无论冬夏都

要排队购买的小冰棍，几乎成了

哈尔滨的象征。据说，仅在中央

大街，每天销售就达一万多根。

坚守传统工艺，为保证口感而不

使用外包装，只有奶油和可可两

种口味的冰棍方方正正，吃到嘴

里，入口即化。 

糖葫芦到处都有，不过我总觉得

少了一个冰字就不够味道。梢条

棍串起去核的山楂，裹上麦芽糖

稀遇冷风迅速变硬。东北冬天的

冰糖葫芦，酸酸甜甜冰凉可口，

冻硬的糖稀一口咬下去嘎嘣脆。

东北冻果江湖中，向来以冻梨、

冻柿子、冻花红（海棠果）三者

为尊，资历最久、味道最好、地

位最高。近年来也有冻草莓、

冻黄桃等不少新秀崛起。一到冬

天，东北的街市里，小贩们把冻

果成筐拉出来卖，数据统计，仅

哈尔滨，冻果一冬的销量就有五

六千吨。早在北宋时期，辽人就

有吃冻梨的习惯。把硬如石块的

冻梨放冷水中，梨子表面结冰，

敲碎冰壳，已经融化的梨吃起来

甜津可口，带冰碴的果肉咬起

来尤其美味带感。当然也有心急

的吃货，没缓好的冻梨直接上牙

啃，坚硬的冻梨一咬一道白印，

啃起来拔拔凉、甜津津。

百味铁锅炖

深受世居在此的蒙古、大金、大

辽、满族等民族影响的东北炖

菜，绝对是冬日里获取热量的居

家必备美食。种类繁多的铁锅炖

菜多是两两搭配，一荤一素，

如“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

菇”、“排骨炖豆角”等。根据

不同季节搭配不同材料，因时因

地制宜，简单易煮，营养丰富。

客人围灶台而坐，选好食材即下

锅，柴火噼里啪啦声和木盖缝隙

飘出的热腾腾香气，令人食指大

动。

作为东北的系列大锅炖中最知名

的炖菜，“得莫利炖鱼”已传承

了百年的历史。俗话说“千炖豆

腐万炖鱼”，把现做的豆腐和松

花江活鲤鱼（也可以用鲇鱼，鲫

鱼，嘎牙子鱼）、宽粉条子、榛

蘑等一起下锅。一大搪瓷盆的得

亚布力滑雪场内雪上“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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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物经过雪的装点都显得层次

分明，线条柔，有如千姿百态的

天然雪雕。马拉爬犁载着人们翻

山越岭，驰骋林海。

雪场：到东北高山间去“飘”

黑龙江省境内大大小小的滑雪

场，如亚布力、吉华、玉泉、回

龙山、香炉山、龙珠、亚冬、帽

儿山、乌吉密、名都、体院滑雪

场等已达10 0家；吉林省境内的

北大湖、净月潭、长白山、松花

湖等滑雪场；辽宁省境内的东北

亚、棋盘山、白清寨等滑雪场都

可供游人滑雪。位于哈尔滨东南

部的亚布力滑雪场，清朝时期曾

是皇室和满清贵族的狩猎围场。

这里优良的雪质、丰厚的积雪量

以及变化多端的雪道坡度，使从

初练乍学的新手到技术精湛的高

手都能如鱼得水。因拥有高山滑

雪、自由式滑雪、跳台滑雪、单

板、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滑雪等

世界级滑雪场地，曾多次举办过

国际滑雪赛事。除滑雪外，各大

型雪场还有单板、狗拉爬犁、雪

地摩托、观光缆车、登山、雪上

飞碟、篝火等众多娱乐项目。

雪柳：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雾凇又名雪柳、水汽花。由于生

成条件极为独特，雾凇景区大多

处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带。黑龙

江库尔滨水电站、莲花水电站、

吉林丰满水电站的泻水区域雾

凇，堪称世界奇观。尤其吉林市

的雾凇，由于丰满水库的容量

大、水雾浓重，加上两岸林深树

密，雾凇景观国内罕见，并与桂

林山水、长江三峡、云南石林并

称我国四大自然奇景。而库尔滨

雾凇则是小兴安岭冬季的一处奇

景，被称为是最具野性的雾凇。

十二月初至翌年的二月份是观赏雾

凇最佳时节。但它不是天天都出

现，观赏雾凇更讲求“夜看雾，晨

看凇，待到近午赏落花”。

莫利炖鱼端上桌，人们往往被 “

盘似盆，盆似锅”的菜量惊呆，

热气蒸腾中，筷子开始飞舞、酒

杯频频举起，个个吃到酣畅淋

漓。

发现地图——盘点雪乡、
雪场、雪柳
在中国雄鸡似的版图上，包括辽宁

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

区东部在内的东北地区犹如昂然挺立

的鸡首，占据着中国最北与最东两个

端点。从北极村到旅顺口，从零下

30℃到零上30℃，作为我国纬度最高

的地区，这里的冬季长达半年之久，

积雪期长，积雪厚达50cm左右，可

以满足人们关于冰雪与寒冷的所有想

象，因此，东北成为冰雪世界的代名

词。北风吹来，皑皑白雪覆盖下的黑

土地连成一片雪城，洁白的雪浪此起

彼伏宛如一曲冬季恋歌，无数个雪

乡、雪场、雪柳等好似串串音符点缀

其中。

雪乡：鬼斧神工雪世界

东北众多“雪乡”中，尤以黑龙

江与吉林接壤处的小山庄双峰林

场为最。由于雪期最长、雪量

最大、雪质最好，被称为中国雪

乡。它难得一见、神奇圣洁得如

童话世界般的景致，吸引无数摄

影家、作家和画家等来此赏雪、

创作。

双峰林场林木繁茂，日本海的暖

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

在此交峰，形成丰沛的降雪，雪

量大时积雪达2. 4米深。《闯关

东》、《北风那个吹》、《北极

光》、《爸爸去哪儿Ⅰ》等十余

个影视剧组都曾在雪乡取景。

一栋栋雪屋上升腾起袅袅晨炊，

远山近景若隐若现，如梦如幻。

雪山雪树雪屋雪蘑菇，一切有形

宁静温馨、如梦似幻的雪乡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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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图片  晋华

The Splendid Natural Scenery Of The 
Yellow River In Winter
黄河冬日竞风流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的诗给我们描画了冬日黄河的艰险，但无限风光在险处，冬
日的黄河也正因此才更彰显其雄壮奇丽。让我们沿着黄河，跨越冀晋陕，走进晋陕大峡谷深处，去观赏那
秀美如画的黄河湿地，蔚为壮观的黄河冰瀑，壁立千仞的黄河石城，深度感受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绝
美意境。

“If you want to cross the yellow river，you have to face the iceberg arround it and if you wanna climb Tai Hang 
Mountain，you havd to face the snow arround it”. It is the poetry of Li Bai，which shows us the picture of hardship and 
steepness of natural scenery of the Yellow River in winter. However，  arduous scenery always means  magnificent 
natural spot，which makes the Yellow River more gorgeous. Let us walk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and He Bei，Shan 
Xi，Shann Xi province，and come near the deepness of canyon between Shan Xi and Shann Xi province，we can appre-
ciate the picturesque wet land and stone town of the Yellow River. We can also feel the magic feeling of “The water 
of the Yellow River comes from heaven.”

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天鹅舞

山西吉县，黄河壶口冰瀑美

陕西佳县，黄河石城锁晋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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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三门峡

黄河湿地天鹅舞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

上来！”磅礴奔涌的黄河在转了

个“几”字形大弯后，被“万里

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库大坝拦

腰阻截，陡然平静下来，使这里

形成一个浩渺宽阔而波澜不惊的

湖面，由此而孕育了一片神奇的

湿地。地处晋、秦、豫三省黄河

金三角地带的三门峡市，正是因

此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市名

的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相传大

禹治水，使神斧将高山劈成“人

门”、“神门”、“鬼门”三道

峡谷，河道中由鬼石和神石将河

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门，三

门峡由此得名。每年秋冬之际，

在三门峡库区广阔明澈、碧波荡

漾的湖面上，成千上万只白天鹅

自由自在地飞翔、飘游、嬉水、

觅食，安详地休养生息。因此，

三门峡市也有了“天鹅城”的美

誉。

一进入三门峡市，给人的第一感

觉是马路宽敞，城市整洁，环境

清爽，路边河里的水，岸边的草

坪，让人心旷神怡。穿城而过的

黄河此刻风平浪静，美丽的天鹅

湖就镶嵌在这城市中心。冬日的

三门峡天鹅湖，碧波万顷，水清

如玉，圣洁的白天鹅优雅从容，

自在嬉戏，与城市相契相融。“

鹅”在城里，“城”在水中，人

在岸边，这道独特的亮丽风景讲

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还没有 靠近，就听到“我乐我

乐”的声音传来，那是天鹅的呼

唤，是天鹅的高歌。闻声望去，

只见偌大的湖面上繁星点点，洁

心心相印

白一片。虽然季节已是寒冬，却

没有凛冽和肃杀，只有那份难以

言状的安静。美丽的白天鹅，静

静地停留在这一片美丽、幽静的

湖面之上，湖水中干枯的残荷与

树枝，轻轻地点染着静谧。间或

出现的几只黑天鹅，它们时而

Tips
最佳观赏时间 每年十一月至

次年二月

火车 陇海线三门峡站或三门

峡西下车进入市区；

自驾车 连霍高速从三门峡入

口进入市区，大运高速过三

门峡黄河大桥进入市区；

住宿 三门峡市住宿很方便，

推荐入住天鹅湖周边的酒

店，有各家连锁快捷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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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

在水面上追逐游弋，时而展翅盘

旋，给这白色的世界添了几丝生

趣。寒冬中的湖面寂寂寥寥，笼

罩在乳白色的晨雾中。远远的镜

头里，白天鹅宛如凌波仙子，娇

俏影子摇曳着，淡淡地，轻轻地

倒映在如镜子的湖面。单个的潇

洒自由的游动，在独自享受着这

份安静；双栖的依依结伴同行，

像湖面上开出了两朵圣洁的玫

瑰，显得那么融漾，那么高雅，

那么眷顾；成群的又仿佛那从天

而降的仙女，身披白色的轻纱，

缓缓地、轻轻地、难以察觉地悄

悄而来。薄薄的晨雾中，展现出

神奇的世界，在这块孕育华夏文

明的地方，演绎着现代的童话，

到处充溢着迷人的色彩。

山西吉县

黄河壶口冰瀑美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

哮……”，多少次听《黄河大合

唱》，心潮都曾经与黄河一同澎

湃。拥着北风，我终于走在了追

寻壶口、追寻黄河咆哮的路上。

壶口瀑布在山西吉县城西南二十

五公里黄河之中。这里两岸夹

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

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

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

涛怒吼，震声数里可闻。因形如

巨壶沸腾，故名。

冬天的壶口，夹在两山中间的黄

河，似比往日温顺不少，暖暖的

太阳照在山坡，壶口瀑布换上了

一派银装玉砌的景象，河水不很

大，但足以让人震撼，飞来之水

像一条腾飞的巨龙，穿行在黄

土高原的秦晋大峡谷中，流经

壶口，宽阔的河水突然收束一

槽，河水聚拢，奔腾呼啸，跃入

深潭，溅起浪涛翻滚，一团团水

雾烟云，景色分外奇丽。又像奋

勇当先的战士，冲向远方，腾起

的巨大水花，成为一道薄薄的轻

纱，拂过脸颊，激起的水浪，从

河谷到河岸，四散飞开。冰挂是

冬季壶口的另外一大奇观。河道

两侧的平台和崖壁上，被厚厚的

白色冰层所覆盖，配上河中翻滚

的巨浪，更显示出一幅北国特有

的自然风光。在那瑰丽的冰瀑面

上，涌下清凉的河水，瀑布周围

的石壁上，挂满了长短不一、粗

细不等的冰滴溜，错落有致、晶

莹剔透、形态各异，冰台冰挂伴

激流，很有种仙境的感觉。崖边

低垂的一处冰挂，像一个拖着长

须的老人，俯身凝望着奔腾的黄

河感受着它无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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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天鹅壶口冰瀑

壶口的美景是如此让人陶醉，“

照相不?”耳边突然传来的询问

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陕北老汉

牵着一头毛驴笑盈盈地站在我的

面前。老汉瘦瘦的，个子不高，

头上随意而又整齐地扎了一块白

羊肚毛巾，身穿羊皮袄上，腰间

扎一条显眼的红腰带，黝黑的皮

肤，雪白的长胡子，笑容满面，

脖子上挂着的长烟袋随着老汉的

走动有韵律地摆动着。更加吸引

我眼球的是老汉牵着的小毛驴，

棕黄的耳朵尖恰好能搔到老汉的

山羊胡子，从驴脑门到脸两侧以

及嚼子的麻绳上，都有粉红黄纸

做的大花，花中间壶口二字分外

醒目，驴背上方放着一块碎花布

拼起来的棉垫子，让小驴多了几

分独特的“俏丽”。老汉笑吟吟

地告诉我，他已七十有二 ，说起

壶口的景色，他得意地说：现在

最好，平时只能看瀑布，现在瀑

布冰挂一起看，多看了一景。老

汉跟他身后的壶口一样，像黄河

岸边的一棵活动着的不老松，依

靠着黄河，丰富着黄河，己成为

壶口瀑布不可或缺的分子。  

Tips
交通 山西吉县距太原352公里，有吉太公路可通，吉

县汽车运输公司每天有从县城往来太原、临汾、侯马

的班车。有吉壶公路通往壶口景区。

美食 尝黄河鲤鱼，品延安美酒，吃陕北土菜。

住宿 在壶口景区两岸有不同档次宾馆酒店，有名的酒

店有壶口瀑布酒店、壶口商务宾馆、黄河壶口成盛源

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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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佳县

黄河石城锁晋陕

“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城

在山上，山在河上。”远望佳

县，空旷的河滩上敕那那地兀立

起一座四壁立刃，高居云端的陡

峰，整座县城坐落在山顶之上，

东临黄河，西南临芦水，三面环

水，绝壁凌空，飞崖走壁，地势

险要。尤其是靠黄河的那一面，

除了几窝鹰儿在山腰筑巢，连山

鼠也难以立足。远看这古老的石

城，犹像一头巨兽，静卧在黄河

西岸。

细端古城全貌，会给人带来更大

的惊奇，但见那满山遍野浅黄淡

黄的窑洞顺着山势坡度，任意舒

展，高叠到了山顶低延伸到谷

底，就像叠罗汉一般，似有规律

又无规律地斜躺在一个巨大无比

的大石 凹中。这一摆又一摆，

一溜又一溜的石窑砖窑土窑，背

靠石山，脚踩大地，与蓝天、白

云、大河、土地浑然一体，相辅

相成，重重叠叠，摩肩接踵，鳞

次栉比，异常壮观。

进入城中，仿佛历史的时钟瞬间

停摆了一般，所有的感观直觉告

诉我：这就是上世纪八十代初的

山城雪韵

雪漫香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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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

马龙，石块堆砌的老城墙虽已残

破，但石条铺设的老街依然随着

山势爬高伏低。不用说石头盖

的民居、石头垒的商店了，连县

城的财政局、工商局、司法局等

政府机关，也多藏身在石板小巷

的石头窑洞里，与寻常百姓家

为邻。若不是行人身上的衣着打

扮，街上流行的“小苹果”，商

店内陈设的商品提醒着人们这是

2 1世纪的话，肯定会被认为这

是停留在那个早已逝去的艰难岁

月。时光的流逝并未让这座名闻

遐尔的古城改变其本来的面目，

它是如此的宁静致远和淡定从

容，它依然故我，处世不惊，超

凡脱俗，屹立山巅。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佳县

虽小，却是一块充满传奇的土

地，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

有全国著名闻名的道教名山白云

山，这里山水相映，松拍参天，

因终年白云缭绕，而称白云山，

庙也因“山门无锁白云封”而叫

白云观，从万历三十三年（1605

Tips
交通 从榆林乘长途车到佳县。从山西方向前往，

沿太佳高速公路，过佳临黄河大桥可直达佳县。

住宿佳县县城有佳县宾馆、粮食宾馆、新华宾

馆、窑洞宾馆和物贸宾馆可供住宿。因县城建在

山上，自驾车的朋友要观察好停车位置。

美食 油旋、抿节、羊杂碎、钱钱饭、洋芋擦擦、

擀面皮、拌凉粉、羊肉疙瘩。

）创建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

史了。位于佳县城东的香炉寺，

东临黄河，三面绝空，仅西北面

以一狭径与县城古城门相通。每

当傍晚夕阳西下，太阳的余辉将

香炉峰映入黄河之中，孤亭的倒

影投射在静静的水上，如诗如

画，浊流浑黄，浓染凝重。佳县

还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东方

红》这首家家喻户晓的歌曲，就

诞生在黄土高原的山坳里，作者

就是佳县张家庄村农民歌手李有

源。徜徉佳县古城，处处都能感

受到石头散发出的独特韵味。美

哉！佳县！ 

舞动

地势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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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图片  田久强

Windermere Lake: The Most Beautiful 
Back Garden Of England
温德米尔湖：走进英伦最美的后花园      

前阵子我们夫妇去英国看望在伦敦读书的女儿，伦敦桥、伦敦眼、大笨钟、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
流连忘返于泰晤士河畔耳熟能详的地标性景点。望着一周来我俩兴奋而略显疲惫的神情，女儿提议要带
我们去英格兰西北部，游览被誉为英国后花园的湖区（Lake district）。

We couple went to England to visit daughter who studied there the other day. We enjoyed ourselves visiting 
the famous tourist spots accross the Times River such as London Bridge，London Eye，the big ben，Buckingham 
Palace，and British Museum，etc. We felt excited and a little tired，so daughter advised us to Lake district  in north-
west England，which is known as the back garden of England.

温得米尔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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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是 ， 我 们 仨 从 伦 敦 尤 斯 顿

（Euston）火车站乘火车北上，

大约3个半小时即抵达奥克森霍

尔姆（Oxenho lm），再换上湖

水线列车，大约20多分钟就抵达

湖区大门的枢纽——温得米尔镇

（Windermere）。

途中，天上飘洒着雨滴，望着公

路两面边依山而建一座座青色的

石头房子，女儿说就快要到了，

这种黑色瓦片状石头砌成的石屋

就是湖区特色。它冬暖夏凉，又

防火防水，比起木质结构房子更

加耐用实用好用。

在车上翻阅旅游的小册子，才知

道湖区共有大大小小十六个湖

泊，温德米尔湖是其中最大的一

个，她像一个细长的逗号，南北

长达17公里，而最窄处只有2公

里，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纳入世

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的其中

之一。

此时正值英国的春末夏初，气温

也只不过十来度。的确，用“湖

光山色”用来形容英格兰湖区的

景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造物主

在这里布下了一切自然界所能拥

有的美丽风景：湖泊、河谷、山

峰、瀑布。最美的当然还是星罗

棋布的湖泊，水是这里的灵气之

源。无论是大湖小湖都让人感叹

大自然的精心雕琢。

湖区鼓励旅客能尽量采用便利的

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步行。在温德

米尔镇 买一张无限次的大巴车

票，便可按照时间表，随时登上

开往湖区深处的各个小镇和湖泊

的公车 。当然，也可选择搭游

船、骑车或者步行，就能游遍所

有最棒的景点。

湖中泛舟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直奔码

头。不是旺季，船上游人并不

多。长长的栈桥深入湖中，从栈

桥上登船投入那俊美山水的怀

抱，两侧的山丘、密林、湖中一

座座的岛屿伴着我们前行。蓝色

的温德米尔湖波光荡漾，湖面上

成群的水鸟在盘旋飞翔，眼前的

景色美得让人有些手足无措，仿

佛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英国风景油

画。极目远眺，天开地阔、湖天

相连、炊烟袅袅，一滩亮眼的湖

水被绿色环抱着，碧波荡漾。

湖上穿梭的船只丝毫也不影响湖

面带来的宁静之感，我想这就是

温德米尔湖的魅力所在吧。难怪

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曾

说过，温德米尔湖能“让人忘掉

生活中的区别：年龄、财富”。

你很容易就会迷失在美景中，忘

却时间，尽享那“天上方一日，

地上已十年”的感觉。是呵，温

德米尔湖以她宽阔的胸怀，让每

位进入她游客心静如水，平静

而从容地欣赏大自然恩赐她的美

景。

绿树鲜花簇拥的石屋

湖中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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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湖漫步

第三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发现许多湖区的居民携家带

口一同来到湖边，带上自家的

狗，一坐便是大半天，却时常忘

了时间，直到阳光偷偷躲到了云

层里，人们还迟迟不肯散去。

春夏之交正是温德米尔湖区最美

的季节，漫步湖畔，周边群山环

绕，满目翠绿，大片的树林和起

伏的草坪围绕着那犹如缎面一般

干净柔滑的宁静湖水，更使湖区

平添些许人间天堂的味道。我们

沿着湖边的林中小径款款前行，

呼吸着湖上的氤氲空气。湖畔树

影婆娑倒映在水中。在这里，我

们远离喧嚣，丢掉了世俗杂念，

走近自然，溶入湖光山色之间。

黑色的柏油路，并不十分宽阔，

交错曲折，顺山势而下，路边汇

聚的雨水，痛快的流淌着，一望

无际、延绵起伏的翠绿色草坪，

绿的可以拧出汁、滴出色来。

令人费解的是，这里大块的草地

被人为的分隔成许多小块，有用

石块堆砌的围墙，也有用木条围

成的栅栏，漫山遍野地散养着成

群结队的羊群和牛群，悠闲地肯

嚼嫩绿的青草，却看不到一个牧

羊人。

小镇周游

第四天我们便周游了湖区周边几

个依山傍水坐落着的小镇。几乎

每座小镇都有着自己的传说和典

故。

在一个个精致的小镇，穿行在那

些童话般的石屋间，绿树鲜花相

拥，古朴漂亮。不仅是一个安身

立命的所在，更像是一件件珍贵

的艺术品。

温德米尔湖身在现代化的英国，

却没有城市的喧嚣，于是著名的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沃兹华

斯（William，Wordsworth）和

妹妹多萝西（Doro thy）曾长期

居住在片湖畔，创作了许多人与

自然的美好诗篇。

这片湖所带来的童真之感并非偶

然，她既童话故事“彼得兔”的

奥克森霍尔姆

融入湖光山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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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Winde rme r e），可以开展

包括自驾、骑车、登山、帆船、

滑翔、攀岩、蹦极、漂流、探险

等所有的现代体育活动，虽然我

不擅长体育，但仅仅是诗人、童

话、电影等几大元素，就足以勾

起人们对她的向往了。

这儿是浪漫的、感性的、随意

的、无拘无束的，美丽的季节、

美丽的湖区，给我们带来了宁静

的时光，也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

忆。

小镇街景
湖畔诗人的故居

故乡，也是电影“哈利波特”拍

摄的场景之一，难怪湖畔诗人沃

兹华斯曾说：“我不知道还有什

么别的地方能在如此狭窄的范围

内，在光影的幻化之中，展示出

如此壮观优美的景致”。也许欧

洲人所追求的生活就是这样，恬

淡平和而又与世无争，享受着大

自然带来的厚重与智慧。

据介绍，在这片湖区拥有英格

兰 最 高 的 斯 科 菲 峰 （ S c a f e l l 

P ike）和英格兰最大的温德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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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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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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每一个迈向

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威尔士的

矿工少年、刚失恋的美国法律系大学生、

穷困潦倒的俄国兄弟、富有英俊的英格兰

伯爵，以及痴情的德国特工……从充满灰

尘和危险的煤矿到闪闪发光的皇室宫殿，

从代表着权力的走廊到爱恨纠缠的卧室，

五个家族迥然不同又纠葛不断的命运逐渐

揭晓，波澜壮阔地展现了一个我们自认为

了解，但从未如此真切感受过的20世纪。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1949 -)，现

象级畅销小说大师。1978年出版了处女作

《风暴岛》，并于次年获得爱伦坡奖，声

名鹊起，专职写作。2010年，荣登全球作

《巨人的陨落》

[英]肯·福莱特  著

知弥爱心独厚、锦心独秀、文心独步。

小面包片、小茶杯、萝卜、白菜、平常的

仨核桃俩枣儿……顺手拈来，看似简单随

意，实则是他十几年笔耕不辍的结果，不

造作，不卖弄。是读书的记忆，过眼的旧

爱，儿时的玩具；就算是画一排高跟鞋也

如一串音符，踩踏出一曲优美的旋律。 

《知弥先生心画》

李知弥  著

家富豪榜上第5名。2013年，获得爱伦坡

终身大师奖。他的小说出版前，都会请历

史学家审读书稿，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史实

错误。有出版人曾指出，肯·福莱特“没

有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他愉快地承认

了，“大家都在写内心的痛苦，可我总是

觉得很开心”。他说：“很多作家只写能

取悦他们自己的东西，并模模糊糊地希望

这也能取悦别人。但我每写一页都在清醒

地思考：读者会怎么想？读者觉得这真的

会发生吗？读者关心这些吗？读者想要知

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敬佩那些用文

字和新奇结构进行文学实验的作家，但我

从不这么玩。”

李知弥，1979年10月生，祖籍安徽。自幼

习画，喜诗词。2003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

院，职业艺术家，现居上海。

近几年水墨作品精彩纷呈，获得各界好

评，数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展览活动，较多

作品被机构和个人收藏。

INFORMATION  资讯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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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不仅仅是帮助我们从甲地到乙地的工

具，更是伟大历史时刻的缩影，是政治权

力的强大手段。地图可以给人们美好的愿

景，却又可以是极具毁灭性的政治势力的

工具，能引起偏见，使世界扭曲变形。

这不仅是一部通过十二幅地图讲述世界

历史的著作，更可以从中看到地图从无到

有、从有到精的发展流变。

书中精选的十二幅世界地图来自不同历史

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

师之手。作者向我们揭示，地图远非客观

的真实记录，而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

和动机的左右。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

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英]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  著

初雪的夜晚，小男孩从噩梦中醒来，惊觉

妈妈不见踪影，院子里凭空出现一个不知

是谁堆起的雪人。他当圣诞礼物送给妈妈

的粉色围巾，就围在雪人的脖子上，一排

由黑色卵石组成的眼睛和嘴巴在月光下闪

烁，雪人凝视着屋子，仿佛在微笑……

一封署名“雪人”的匿名信，开启了警探

哈利•霍勒对新近女性失踪案的调查，观

察力敏锐、又略显神秘的女警卡翠娜也加

入了调查小组。接连失踪的那些女人似乎

有着奇怪的共同点。是什么隐秘的动机在

驱使罪犯连续作案？以“雪人”为杀人

记号的冷血犯人究竟是谁？总是徘徊在酒

《雪人》

[挪威]尤·奈斯博  著

醉与清醒之间的哈利沉迷于扑朔迷离的案

情，越来越无法自拔，几欲疯狂。就在他

即将揭开“雪人”真面目的当口，前女友

萝凯也被卷入这场致命的追缉。哈利必须

牺牲自己，才能救回爱人……

作者尤·奈斯博，北欧犯罪小说天王，挪

威史上最畅销的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是挪

威图书畅销排行榜冠军。他拿过北欧的所

有犯罪小说大奖，包括玻璃钥匙奖、挪威

史上最佳犯罪小说奖、书店业者大奖等，

还获得英国国际匕首奖和美国爱伦•坡奖

提名，作品被翻译成40种语言，在50多个

国家出版，全球销量突破2500万册。

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

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

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

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在这段图像背后的世界史中，作者向我们

呈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渴望，那就是

将地球完美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但是，

无论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主观意识的

干扰，这始终是人类难以达成的梦想。在

作者的解读中，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

的地图，成了“人-图像-世界”三位一

体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精神

历程，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体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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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2.14-03.15（第二季）

地点：徐汇区永嘉路498号 杜若云章画廊

本次展览中也将一并呈现草间弥生的系列版画作品。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当仁不让便是她的波点南瓜系列。与版画南瓜一同

展出的还有一件南瓜雕塑的独版原作，精致可爱，让人能充分

感受到草间弥生的波点南瓜的奇妙。另外现场还有一件十分难

得的草间弥生自画像。

天气大战

时间：2017.03.05-04.16

地点：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天气大战》是B&B创作

的艺术纪录片。记录了艺

术家制作试图改变龙卷风

风向的艺术作品，并将其

带到美国龙卷风频发地区

投入使用的过程。艺术家

通过一系列历史典故和现

代事件，在艺术与科学的

交汇处，探讨人类对自然

主观干预带来的思考。

展览以影片《天气大战》为线索，将带来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

以极端天气为素材的三部分作品：《干旱》、《冰冻》和《风

暴》，以及艺术家新创作的关于天气历史的雕塑装置《天气之

中：大气的战场》。 此次展览内容包括影像、雕塑、装置、

文本和摄影等22组件作品，全方位地展示艺术家对气候问题的

艺术探索。展览针对人为干预天气的地球工程学技术应对气候

变化的理论和实践，对人类控制欲望与自然法规关系展开的哲

学思辨，引发对应挑战，采取行动的思考。

话剧 《我是月亮》

金星 《狗魅》

时间：2017.03.08 - 03.16

场馆：美琪大戏院   票价：80元-680元

与老板发生争执的那个午后于他是明媚的，连空气都散发着

愉快的气息，因为逃离办公室后他遇见了sylvia——一只迷

路的狗。他带它回家，在他看来它聪明伶俐、善解人意，能

填补内心空缺已久的空虚。可他的妻子不爱sylvia， 它的

出现让她烦恼。在syl-

v ia看来她咄咄逼人、

势不两立，但却记得它

最爱的玩物。她爱他，

他也爱她。他爱它，它

也爱他。狗，还是老

婆？这是一个问题，一

个邻居、闺蜜、甚至心

理医生都解决不了的问

题。不过，也许正是这

个问题让他们明白了爱

的真意……

无限之梦 ——草间弥生作品收藏展

时间：2017.04.19-04.23

场馆：黄浦剧场   票价：50元- 380元

《我是月亮》通过五个主人公，五段关于成长的温馨故事，

探讨着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探讨

着“身体痕迹”，布满陨

石坑的月亮是一个漂亮的隐

喻。

初临人世，我们大都拥有完

美的身体和单纯的心灵，

大家似乎都是一样的美好

纯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不可控制地长大了，生

活，给每一个赤子的身体

留下痕迹，从不留情。它们

有的来得惊心动魄、痛彻心扉，有的却在不觉间烙进肌肤，

有的来自自己，有的来自他人。这些痕迹难以消除，我们因

此成为了我们自己。就好像一个皎洁的月亮，她身上遍布的

陨石坑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撞击。她带着满身伤痕漂浮在宇宙

中，渺小，无依无靠--月亮注定孤独，就像我们，可正因

为如此，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撞击。

INFORMATION  资讯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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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siness Operators Should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If 
They Cancel Orders Casually.
经营者擅自取消订单要担责
图片/饭团子

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

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

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

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营者擅自解除合同，且未采取有效

补救措施的行为明显侵害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应当立即补偿消费者的损

失。

在此，市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尽

量选择信誉较好的平台，充分了解

所购商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及条款约

定。若有质疑的，可要求经营者予以

明确解释说明。同时，务必索要相关

凭证，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缺少

必要的维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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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旅游之名，打着“公益”的旗号

进行营销。为了吸引老年消费者，经

营者更是大打亲情牌，并施以小恩小

惠，步步为营，以取得老年人信任。

Take Care Of The Elder And Comsume Reasonably 
关爱老人 理性消费

评析：2016年，上海市消保委系统

受理保健类消费投诉660余件，投诉

集中反映保健品在保健功能和产品

功效等方面与商家描述不相符，普

遍存在虚高价格、虚编疗效、虚夸

图片/饭团子

品牌等问题。老年消费群体需要注意

的是，目前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的营

销手段正在不断升级，体验推销、邮

寄推销、电话推销等方式层出不穷。

许多经营者借专家咨询、健康体检、

INFORMATION  资讯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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