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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Shanghai’s new growth engine
对标国际一流打造上海新的增长极
撰文/谈燕   图片/东子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和考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党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

新的重大任务，11月14日下午，

市委书记李强前往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围绕“增

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开展

调研。李强强调，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是党中央立足全国大局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充分认识增设上海自贸试

验区新片区是开放的深化、功能

的强化、布局的优化、动力的转

化，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

的制度创新变革。要坚持对标国

际一流，加强研究、拓宽视野、

打开思路，持续深化自贸试验区

改革创新，在推进投资和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

索，为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作出新的贡献。

下午，李强和市领导周波、翁祖亮、

诸葛宇杰来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公共服务中心，

详细了解这一区域商品保税贸易展

示、航空服务贸易、航空物流分拨以

及融资租赁发展情况。依托自贸试验

区更为开放的政策优势，浦东机场正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是党中央立足全国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

识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是开放的深化、功能的强化、布

局的优化、动力的转化，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创

新变革。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将打造上海新的增长极，进一

步优化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将扩大上海开放优势，显著

提高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上

海制度创新的战略空间。

■要坚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谋划创

新突破举措。要选择体现国家战略需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

开放度要求高的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差别化探索，加大风险压

力测试。

Three new major tasks were assigned to Shanghai by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and Shanghai Party Secretary Li Qiang paid a field trip to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on Nov 14 to conduct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Shanghai FTZ. Li stressed that the three tasks — expanding the Shanghai 
FTZ, launching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oard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experimenting with a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listed companies, are 
key strategic arrange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l relevant parities have to 
realize that Shanghai FTZ expansion represents an all-round, deep and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reform. Shanghai has to take measures to support China’s new round of 
high-level opening-up, he said.

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拓展国际

中转业务、引入航空产业链新业态。

李强一边听取介绍，一边询问入驻

企业对自贸试验区深化制度创新的建

议。李强说，航空枢纽作为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支撑，发展前景

十分广阔。要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积极探索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创

新举措，在服务扩大开放中发挥更大

作用。

随后，市领导来到浦东机场西货运

区，国际三大物流集成商均在这里设

立了转运中心。李强走进美国联邦快

递转运中心，关切询问业务发展情

况，听取企业负责人对自贸试验区下

一步发展的建议。负责人表示，习近

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令人振奋，释放了重大利好，对在上

海自贸试验区发展充满信心。李强表

示，这次来企业调研就是希望听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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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意见建议，更好谋划和推进上海

自贸试验区发展。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致

力于服务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微企

业，满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培

育上市资源，探索金融创新。李强听

取中心总体运行情况汇报以及服务自

贸试验区发展的思路举措。李强说，

要用好平台、依托平台，积极创新试

点，助力科创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增

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调研期间，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关工作汇报，重

点就谋划推进“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

新片区”这一重大任务和与会同志进

行深入讨论。李强指出，增设上海自

贸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交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实施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是党中

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我

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领会

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好为全国改革发

展大局服务。要充分认识，增设上海

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将打造上海新的

增长极，进一步优化上海城市发展的

空间布局；将扩大上海开放优势，显

著提高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上海制度创

新的战略空间。

李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指明了

方向。我们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

的精神状态，切实抓好研究并尽快启

动。要坚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

最强的自由贸易区，谋划创新突破举

措。要选择体现国家战略需要、国际

市场需求大、对开放度要求高的重点

领域，持续深化差别化探索，加大风

险压力测试。要解放思想、提高站

位，逐项分析研究，在深化细化具体

化上下功夫，真正做到高起点谋划、

高标准推进、高水平实施。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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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nity Forum takes place in Shanghai
全球机场商业论坛在上海举行
撰文/吴克强   图片/薛敏

10月31日至11月1日，全球机场商业论坛在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举行。该论坛是国际机场协会和《穆迪-戴维特报告》共同发起的全

球最具影响力和专业性的机场商业会议。会议旨在加强机场、特许经

营商和品牌商之间的沟通交流，为旅客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

进一步提高机场的运营和服务品质。

The Trinity Forum was held in Jing An Shangri-La West Shanghai from Oct 31 to 
Nov 1. The forum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airport commercial rev-
enue conferences which was initiated by the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nd The 
Moodie Davitt Report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mong airports, 
concessionaires and brands. It was also set up to benefit travelers and to help airports 
enhance their operation efficiency.

该论坛曾于20 0 8年在上海成功举

办。本次全球机场商业论坛是时隔

10年之后，由上海机场集团作为唯

一主办方，再次来到上海，也彰显了

上海在全球机场商业版图中的重要地

位，有助于上海打造卓越全球城市，

打响上海“四大品牌”。

会上来自全球机场、商业企业、行

业组织约300名中外嘉宾汇聚上海，

以“不断变化的机场和旅行零售生态

系统”为主题，共同探讨数字化应用

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新时代，机场如

何适应当今变化，调整商业结构并提

高旅客服务体验。在开幕式上，中国

民用机场协会理事长王瑞萍，上海市

商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桦，上海机

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云，国际

机场协会总干事安吉拉·吉特恩斯，

《穆迪-戴维特报告》创始人、董事

长马丁·穆迪出席致辞。

秦云代表主办方热烈欢迎各位嘉宾出

席在上海举办的论坛。秦云在致辞

中表示，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带动

下，上海机场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

期。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浦东和虹

桥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超过8800万人

10 AIRPORT  JOURNAL

SKY CITY  天空之城



次，增幅达到5.7%，全年有望超过

1.16亿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比

重达到35.6%，是中国最大的航空出

入境口岸；已有110家航空公司开通

了至297个通航点的航线，航线网络

通达性处于亚洲领先地位；在运量增

长的同时，上海机场高度关注提高旅

客体验，多方推动改善航班准点，在

过去的12个月中，浦东机场和虹桥

机场的平均放行正常率已经分别提高

到82.56%、88.84%；在今年二季度

国际机场协会的服务质量测评中，浦

东机场排名全球第4位，连续9年排

名前十强，虹桥机场也跃升至第10

位；两大机场还先后被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授予便捷出行项目“白金机场”

认证。

秦云表示，上海已确立了建设卓越

全球城市的新目标，提出了以打

响“四大品牌”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举措。

上海机场既是“上海服务”的重要

窗口，也是“上海购物”的特色功

能区域，将着重从加快机场基础设施

改扩建、大力拓展航线网络、持续提

升服务品质等方面加强，力争把上海

机场建设成为上海城市的靓丽窗口和

上海服务、上海购物的示范点。

 

秦云介绍，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上海机场已经关注到旅客出行与

机场商业的相互促进和拉动效应。商

业不仅是广大旅客出行便利的基本需

要，直接影响旅客对机场服务的满意

度，同时也是增强枢纽机场吸引力、

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以及城市风

貌、城市特色、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

的重要体现。在上海机场未来的发展

中，将结合航站区建设，把旅客乘机

与商业经营有机结合，有序扩大商业

面积，优化购物消费环境；争取更开

放的政策，扩大通程联运航线范围、

简化中转查验流程，为旅客提供更加

简便快捷的值机和中转服务；追踪顾

客消费行为，采用国际化和本土化并

重的策略，丰富商品门类、精准定位

品牌、保持价格优势，争取提高进口

免税额度；积极打造“互联网+旅游

购物”机场商业新形态，力争创造世

界一流的机场购物环境，提供世界一

流的购物体验，汇聚竞争优势明显的

商品，实现最佳的旅客满意水平，把

商业打造成上海航空枢纽建设的核心

竞争力，助推上海的国际消费城市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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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 serves CIIE with the best services
上海机场以最优服务保障进口博览会
撰文/尚机轩

11月5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上海浦东和虹桥国际机

场是中外宾客抵离上海的重要门户，根据市委市政府、国家民航局的部署和要求，上

海机场集团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保障领导小组，制定了总体保障方案及其安

全、运行、服务三个专项方案，全面提升安全、运行、环境、服务品质，以“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最严要求、最优服务”为中外宾客提供热情、文明、高效、便捷的窗

口服务，让中外宾客在上海机场感受上海服务。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or CIIE, was held in Shanghai from Nov 5 to Nov 10.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re important 
gateways for arriving and departing global guests. Shanghai Airport Authority (SAA) established a 
support team led by key management members and drew up detailed plans to ensure security, and the 
operational and service quality before the CIIE as required by the Shanghai government and Civil Avia-
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he SAA authorities vowed to provide warm, courteous, highly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so global guests can experience Shanghai-style services.

本届进口博览会共有172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

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

会洽谈采购。与盛况空前的参展规

模相对应的是，上海两大机场也创

下了保障重大运输任务的新纪录。

据统计，11月1日至10日，上海两场

专包机、要客保障852批次、578架

次（其中，浦东机场316批次、256

架次，虹桥机场53 6批次、32 2架

次），涉会公务机55架次（其中，

浦东机场43架次，虹桥机场12架

次），涉及9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

与以往保障任务不同的是，此次进口

博览会保障呈现专包机、要客、普

通航班同步运行保障的特点，点多、

面广、战线长。在政府主管部门、民

航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驻场单位的

通力协作下，上海机场的运行品质经

受住了“实战”考验，实现了进博会

期间上海两场放行正常率不低于90%

的既定目标。据统计，11月1日至10

日，上海两场共起降航班20167架次

（其中，浦东机场13080架次，虹桥

机场7087架次），进出港旅客315.1

万人次（其中，浦东机场195.27万

人次，虹桥机场119.83万人次），

浦东、虹桥机场放行正常率分别达到

了92.11%、95.08%。

中外宾客飞抵上海后，一下飞机就能

在上海两大机场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

浓厚的进口博览会氛围。两场在4座

航站楼到达的醒目位置设置了7个进

口博览会接待服务中心，浦东机场开

通了免费专线往返国家会展中心，将

进博会举办地“四叶草”的“前台”

延伸到了两座机场。进口博览会城市

文明志愿服务站也设立在两场航站

楼，300余名来自空港社区、高校、

医院的志愿者，热心为旅客提供现场

问讯、交通导乘、提携行李、助残帮

扶等志愿服务。上海机场贵宾公司则

为中外宾客打造了具有海派文化底蕴

的贵宾服务，整修一新的两场贵宾室

以上海市花白玉兰为设计元素，服务

人员也配以白玉兰主题服饰，中外宾

客对简约优雅、宁静舒适、精致周到

的上海服务赞不绝口，纷纷相约来年

再聚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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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kes 
new actions to promote travel convenience

撰文/陈洁恩   图片/东子

10月29日，浦东机场举行国际、港澳台航线“无纸化”便捷出行流程启

用仪式，成为具有国际、港澳台航线“无纸化”便捷出行功能的机场。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unched new electronic service procedures so 
passengers can travel to and from Taiwan, and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
istrative regions as well as foreign countries with greater convenience.

浦东机场“无纸化”便捷出行再添新举措

浦东机场在获得IATA便捷旅行最高

级别“白金机场”认证后，持续优化

自助便捷服务，积极响应民航局“无

纸化”便捷出行号召，自我加压，敢

于突破，率先研究国际、港澳台航

线的无纸化流程。浦东机场与联检单

位、国际航协、航空公司携手努力，

解决了国际、港澳台航线“无纸化”

难点问题，形成了国际、港澳台航

线“无纸化”业务流程标准，推出国

际、港澳台航线“无纸化”便捷出行

服务，共同助推中国民航旅客便捷无

纸化流程的进程。

此次“无纸化”便捷出行服务上线，

使得在浦东机场乘坐国泰航空公司航

班的旅客，不再需要到值机柜台或自

助值机设备办理纸质登机牌，仅凭手

机上电子登机牌“二维码”的扫描，

即可完成边检通关、安全检查、候机

长廊登机等全流程乘机手续。“全程

扫码，无纸通关”的出港流程，让往

来浦东机场的旅客有了更高效、更便

捷、更愉悦的航空出行体验。

近年来，浦东机场秉持“安全、便

捷、人性化”的服务理念，以建

设“国内最好、世界一流”的机场

为发展目标，面向全球，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深耕细作，

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科技

和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旅客便捷

体验，打造智慧机场。

浦东机场大力推广全流程自助项目，

设置值机、行李托运自助设备，增加

边防、检验检疫自助通关通道，提升

流程效率，让更多旅客感受便捷、精

致、无感的出行体验。目前，航站楼

内设有186台自助值机和自助行李托

运终端设备，105条边检出入境自助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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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Na Channel at Hongqiao Airport wins applause

撰文/虹安宣

虹桥机场安检“吴娜通道”获评
进博会“最美服务窗口”称号

由上海市文明办和市商务委牵头开展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最美服务窗口”评选结果近

日揭晓，虹桥机场安检“吴娜通道”成为航空港民航行业唯一荣获进博会“最美服务窗口”称

号的服务品牌。

The security check channel at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called the Wu Na Channel, won the title 
of the “Best Service Frontline Unit” for providing excellent services during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It is the only service brand in Shanghai’s port and aviation industry that obtained such an honor.

“吴娜通道”弘扬劳模精神，筑牢

安全基石，对标进博会保障的最

高要求，以服务“零”投诉为目

标，优化服务细节，提高服务品

籍旅客增多的情况，开展岗位外语

强化培训，提升成员外语沟通能

力。同时，持续将人性化服务元素

注入服务举措，在传承“登机牌折

叠法”“姓氏称谓法”“手势提请

法”等劳模工作法的同时，创新推

行“多帮一把、多说一句、多看一

眼”的“三多”服务法，还根据不

同旅客需求提供锂电池分装袋、登

机口送达等个性化服务，获得旅客

一致好评。此外，“吴娜通道”也

在进博会专项保障项目——“虹桥

T2旅检长通道改造工程”中发挥积

极作用，开展新设备新技术先行先

试，根据改造后实际使用情况，对

各类运行数据展开记录分析，协助

完善通道软硬件配置改造和流程优

化，并参与“安检S型排队模式探

索”等精细化课题研究，助力安检

现场有效应对进博期间高位客流。

“吴娜通道”秉持虹桥精品机场建设

的理念，始终坚持以优质的精品服

务及专业的安全检查，为旅客提供安

全、高效、便捷、舒适的过检体验，

实现了服务“零”投诉，向中外旅客

展示了上海机场规范、文明的窗口形

象。

质。“吴娜通道”坚持岗位标准化

操作的同时，还开展服务礼仪精细

化培训，实现了服务礼仪与岗位

形象的统一；针对进博会期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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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stores in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unveiled

撰文/李沪麟

12月12日，首届浦东机场旅客心中最佳店铺评选揭晓。在当天举办的

发布会上，对商业十佳店铺和餐饮十佳店铺进行了授牌表彰。

The best stores in the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selected by tourists 
were unveiled on Dec 12. The top 10 retail stores and top 10 restaurants were grant-
ed plaques to mark their excellent performance.

浦东机场旅客心中最佳店铺出炉

【2018年浦东机场旅客心中最佳店铺】

商业十佳店铺：日上免税香化店、日上红酒雪茄屋、第一食品、

江南集锦、香雪海国际商场、全家便利、BROOKSTONE、空港

文化书店、倍轻松 Breo、迪士尼产品专卖店。

餐饮十佳店铺：和普咖啡厅、翠华餐厅、康师傅私房牛肉面、

雅品餐厅、庆记香港烧味小馆、回乡麦客、拿渡麻辣香锅、小弄

堂、星巴克、鲜而纯面馆。

今年8月，围绕打响“上海购物”品

牌，浦东机场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召开为契机，依托浦东空港社

区平台，结合诚信经营示范店创建，

启动了“迎进博·旅客心中最佳店

铺”评选活动。本次评选以“品质机

场、旅客为尊”为理念，以消费体验

为根本，从品牌、体验和价格三个维

度，聚焦旅客口碑，选出“心中最

佳”。活动得到了广大旅客的积极响

应，旅客们刚刚消费买单，随即参与

扫码打分，真实反映消费感受“不打

折”。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参与

旅客逾3万人次，共收到旅客评价和

留言3009条。本次评选还得到了机

场工商、海关（卫检）等部门的专业

支持，使评选结果更具公信力。日上

免税、第一食品、迪士尼、翠华餐

厅、星巴克等商户脱颖而出，荣登浦

东机场“TOP 10”。

浦东机场作为上海最大的出入境

口岸、上海城市重要窗口，把助力

打响“上海购物”品牌视为企业责

任。“旅客心中最佳店铺”评选，既

是浦东机场关注旅客购物体验、加强

商业自品牌建设的创新尝试，也是构

建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位相匹配

的机场商业的具体举措。通过进一步

规范“最佳商铺”的评选、监督、示

范等管理机制，有望树立一批品牌优

势、体验优势、价格优势明显的标杆

店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提升浦东

机场商业品位和整体形象。

15AIRPORT  JOURNAL



新旺茶餐厅入驻虹桥机场

近期，虹桥机场继翠华、龙记以后第三家茶餐厅入

驻。位于虹桥T1A楼到达公众区的新旺茶餐厅开业

了。作为一个已扎根申城20年的品牌，新旺茶餐厅

萃取港式茶餐厅的美食精髓，主推菜品有招牌明炉

烧鹅、海南鸡饭、手打港式鱼蛋粉等，主打饮品包

括香滑奶茶、柠檬茶等。虹桥T1店是其在国内机场

的第一家门店，除正餐时段，新旺也推出了早餐及

下午茶套餐以满足不同时段的旅客需求。考虑到机

场旅客特点，更贴心地推出了烧腊零卖窗口，方便

旅客随时随地享用经典美食。   

（陈璐怡）

上海机场与浦发银行签署党建共建
暨战略合作协议

为加强银企互动，更好地利用金融产品支持上海机

场的建设发展，11月23日，上海机场与浦发银行总

行协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会上，双方分别就

加强党建共建、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进以及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进行深入交流。　

（徐晗璟）

行李查询  行李管家来帮您

近日，浦东机场以服务质量提升为重点，塑造优质

服务形象，营造主动服务氛围，打造“行李管家”

项目。行李查询员在转盘区域服务时，看到行李由

转盘进入后，查看行李条上的航班信息，并在旅客

等候行李的区域进行提醒；整理转盘上的行李，

将行李摆放整齐，使每件行李的间隔均匀，每件行

李的把手都朝外便于旅客提取；提醒旅客注意查

看行李外观，相似的行李勿错拿；为转盘区域的旅

客提供问讯工作；主动帮助需辅助的旅客，提取行

李并摆放到行李车上，必要的时候可送旅客至到达

大厅；若遇雨天或行李因前方站原因受到潮湿或污

染，主动帮旅客进行擦拭及清洁。

（地服宣）

以点带面构建机场消防安全“网”
浦东机场在航站楼区域建微型消防站

根据《上海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的要求，近

日，设立于浦东机场两座航站楼区域的7个微型消防

站全部建设到位。

火灾初起发生的5分钟内，是扑救“黄金期”，而浦

东机场微型消防站点的地理位置呈现对称等腰三角

形，360度无死角覆盖两座航站楼及连接廊道，打

造出“5分钟黄金灭火圈”。作为浦东机场消防应急

救援力量的有效补充，微型消防站将切实发挥“关

口前移、扑灭初起”的优势，一旦航站楼内接到火

灾报警，微型消防站队员平均在3~5分钟之内到达现

场，在机场专职消防队到达之前，开展火灾扑救、

抢险救灾和人员疏散等工作，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

微型消防站共配备42名队员，每个站点双岗24小时

执勤。每位队员装备自主研发的战术背心，配有灭

火、破拆、照明、警示、通讯、个人保护等装备，

轻巧便携，2秒即穿戴完毕，出警迅速。队员都是通

过岗位技能综合考核、业务理论知识竞赛、个人技

能实操比拼等方式层层选拔出的“种子”选手，通

过近两个月的“魔鬼”特训，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

作，从地形熟悉到快反演习，跨科目学习消防监控

和消防救援知识，掌握多项灭火技术，能够沉着应

对各类突发火警。

（张静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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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场参加企业法务技能大赛获佳绩

11月22日，第二届上海市企业法务技能大赛落下

帷幕，上海机场选送的普法情景剧《祝你平安》荣

获一等奖，来自虹桥安检、股份能源的参演演员徐

委、王婷荣获优秀表演奖。 

本届大赛由市法宣办、市经信委、市司法局、市国

资委共同举办，以普法情景剧的形式呈现本市各类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故事或案

例。大赛共有49部作品入围，经过组委会组织的专

家组认真筛选，选定18部剧目参加了本次大赛的最

后角逐。上海机场精心筹备，积极开展剧本创作和

排练，认真组织参赛。《祝你平安》通过情景剧的

形式，展现了安检日常工作中向旅客宣传民航法律

法规的场景，展示了上海机场良好的服务形象，充

分体现了上海机场“依法治企”的成效，获得一致

好评。

（陈向东）

虹桥机场国际到达日上免税店开业

近日，虹桥机场T1国际到达区域日上免税店正式开

业，此次入境免税店新增面积约546.35平米，标志

着虹桥机场出入境免税业态全面启用，为旅客打造

独具特色的机场免税商业。针对港澳台、日韩旅客

的购物需求，引入香水化妆品、烟草、酒水以及国

际精品等众多品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

商品组合和更具有吸引力的商品价格，进一步提升

旅客的消费体验。为庆祝此次开业，雅诗兰黛、兰

蔻、娇兰等各大品牌在现场推出异彩纷呈的促销活

动，为旅客带去更多优惠。

（沪港宣）

旅途中不期而遇的“艺术之窗”
虹桥机场艺术长廊布新展

虹桥机场、藏酷文化近日携手在虹桥机场2号航站

楼到达层北侧艺术长廊带来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及

当代艺术作品的综合性展览。展览由《NO WIFI》

漫画展与《百川汇流——书藏楼珍藏展》两部分组

成，将不同类型的精彩作品展示在机场公共空间。

《NO WIFI》漫画展将最具潮流，备受年轻人追捧

的百万粉丝网红漫画红人Tango作品带到机场。在

他的作品中不乏上海城市建筑元素、飞机元素、日

常小物件所构成的轻松，幽默的小故事，让旅客在

旅途中得到片刻休憩，会心一笑。《百川汇流——

书藏楼珍藏展》则为旅客带来中国著名艺术大家齐

白石、黄胄的复刻艺术作品，同时也呈现了国际知

名当代新媒体互动艺术等作品。中国传统文化与当

代创新艺术对比性的主题同样自带趣味性，包罗万

象，吸引了众多旅客拍照留念，为虹桥机场营造出

别具一格的艺术体验。

（孙海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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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吴伟余

作客王丹凤家

过往的一切只要纳入生命的记忆，就像汇流进

生生不息的江河，所有经历的人事，相信一经

钩沉都会是鲜活的。

Every moment in the past, if it is worth being remem-
bered, will be like water flowing into a running river. All 
that we experience and the people that we care for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今年5月头上的一天，当我在一位文

艺圈朋友的微信上得知，电影表演艺

术家王丹凤驾鹤西去的讣闻，心头先

是咯噔一怔，稍顷,眼前立马就浮现

出30年前，蒙邀登门拜访王丹凤老

师的情景。

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我骑着自行车

从上海的西区住地，赶往其时地属

卢湾区陕南村的丹凤老师家，一路穿

过二个城区，约有40分钟车程。因

此，当丹凤老师含笑把我迎入家门

时，我的额头上已沁出了些许汗珠，

丹凤老师见状，赶忙转身从里间拿了

一条小毛巾递在我手中，让我快擦一

下汗，随即请我入座。在为我沏上一

杯绿茶后，还特意周到地为我备了一

杯桔子汁冷饮。

丹凤老师一如其在银幕上给人的印

象。她梳着惯常的发式，前刘海似乎

经过精心熨烫，但又卷曲得很是自

然，衬着她一双乌亮的大眼睛，笑容

可掬的嘴唇上，抹着不那么惹人注意

的浅浅的，淡淡的唇膏。她身着一件

丝织乳白色缀有透明细花网纹的上

衣，一条深咖啡色的裙子，上衣的两

片蝴蝶状领子边沿，镶嵌着由紫色丝

线叠织成的波浪形围边，使蝶状的衣

领别致了许多。丹凤老师看似不经意

的装束，其优雅的“文艺范”气场，

不用开口，已经足以弥漫在你眼前。

丹凤老师说话时细声细语，尤其开心

笑起来，虽是由衷放怀，但连串笑声

好似被内心提炼过一般，听上去雅致

得犹如一条潺潺流来的溪水，让人不

由地联想起，她在《护士日记》影片

中留在万千观众心头的，那只难忘的 

“小燕子”形象。

那天，我们交谈最多的话题是旅游。

丹凤老师说，我现在最乐意的就是

有机会多出去旅游观光，因为长期从

影，在摄影棚的工作占了她很大部

分的时光。尽管电影拍摄常需要去一

些风景区补镜头，不过，摄影机声响

起，一投入拍摄工作，游兴早被工

作替代。她认为能做到工作与旅游兼

顾，当然最好。然而，她自嘲自己好

像没有这样的“天赋”。

她回忆道，1956年，为拍摄《护士

日记》，摄制组远赴内蒙包头钢铁基

地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电影拍

摄。那年头，物质条件艰苦，吃住条

件都很差。面对漫天的风沙雨雪，经

常冷菜冷饭或者几个冷馍果腹就开机

工作了。大家对此毫无怨言，一心扑

在工作上，努力拍好电影，塑造好影

片的角色。想到自己又是旧社会过来

的演员，还要自觉改造世界观，为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奉献自己一切，身处

所谓“大漠风情”，少有观赏的闲情

逸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故乡在宁波的丹凤老师，很坦率地说

走上银幕的王丹凤

Pay a visit to 
Wang Danfeng’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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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比较钟情江南风光。杭州、苏州

离上海近，现在只要有时间，她便会

携家游苏杭。她对旅游途中的卫生设

施建设状况非常在意。她很认真地同

我讲起一件令其出游败兴的事例。有

一次，丹凤老师的一位朋友，特意借

了一辆面包车，开车邀请她及她的亲

友去苏州旅游。出行时一众亲友兴致

很高，谈笑风生。那时候还没建设沪

宁高速公路，由上海驱车苏州至少3

个小时。在车子走了一半路程时，大

家想下车休息一会，顺便解个手。丹

凤老师皱着眉头，一脸尴尬地向我表

示，那会不上厕所倒还不要紧，一进

马路边厕所，只见门口屎尿遍地，一

股恶臭就叫人受不了。他们一行人，

狠狈地急忙“退避三舍”，当时，她

无奈地只得示意大家返程。一趟兴致

勃勃的出游计划，就这样被厕所搅了

局。

这趟扰心的旅游遭遇，引发了丹凤老

师对旅游事业发展的关心。作为时任

上海市及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多次利

用政协会议发言机会，呼吁有关方面

加强旅游设施环境卫生建设。记得有

一次我在北京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

华家里，他也提起在自己主管国家旅

游局工作期间，许多政协委员曾向他

反映要抓好旅游景点的厕所建设。我

想在这些建言者中，丹凤老师当在其

列。

一趟完美的旅行，应该是从跨出家门

的第一步就开始了。丹凤老师说，如

同一部精彩的影片，通常总有一个精

彩的片头。她一般在出游前，喜欢问

清楚旅游目的地的吃住行情况，否则

旅途中的遗憾，会让心仪的风光大失

风采。

那次作客丹凤老师家的聊天，我不仅

领受到了丹凤老师作为电影表演艺术

家的典雅风韵，更感受到她内心始终

怀揣对美的一份孜孜追求，并将这份

追求全然地融入在自已工作与生活的

方方面面。由之，我们才得以所见丹

凤老师的电影“角色”之美；进而得

以所悟：“人之美，源自心之美”的

真谛。

（图片由老上海茶馆张荐茗收藏）

少年时代王丹凤 青年时代王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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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甘鹏   图片/石磊
Yan Aaron accepts own uniqueness

接受自己的不一样

身处于热闹喧嚣的娱乐圈，身为偶像，身负一套不可以行差踏错的规则，炎亚纶，一副

标准偶像的躯壳下，却跳动着一颗非偶像的心，屡屡挑战着既定规则。为什么？因为他

是——“亲爱的怪物”啊。“亲爱的怪物”，也是他最新唱片的名字。

As an idol in the entertainment world, Yan Aaron always bears in mind that he cannot behave wrongly. 
However, Yan also constantly challenges those rules set by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Why? That because 
he is a “dear monster”. His latest album released in September is also named Dear Monster.

炎亚纶 

唱片封套不露脸

《亲爱的怪物》唱片封套上没有露出

炎亚纶的脸，他把自己藏在了一个羊

头面具里。“不要看到脸比较好。”

炎亚纶说，“这样才比较专注在我的

音乐上。”其实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

样做，之前在日本发行的专辑也这

么做过，当时也是炎亚纶自己的想

法。“可能这张脸有太多包袱，外在

的既定印象……”他干脆以这样粗暴

的方式，告诉大家自己的态度：我不

是只靠一张脸吃饭。

戴着那个诡异的羊头面具，其实是

在扮“克隆羊”。对应的是主打歌

《亲爱的怪物》里的歌词：“你看

模型工厂，盖着编号的绵羊，展

览完美乌托邦，我拒绝被绑架了思

想……”科技进步，时代喧嚣，意

在提醒每个人：我们不要变成人云

亦云的“克隆羊”。

关于露脸不露脸，起初公司与炎亚纶

有点意见不一，公司当然希望封套上

有脸，炎亚纶希望一点也不要露，最

后的结果是：封面不露脸，封底和内

页依然有脸的露出。

炎亚纶在坚持自己想法的同时，也作

出了适度的妥协。

些年，炎亚纶自言也是到了这两年才

清晰了如何做一个歌手。

“比如什么样的麦克风适合我，什么

样的录音器材有怎样的功效，编曲需

要怎么做，什么样的乐器适合现场，

还有什么特效可以后期加进去……”

他边学边做，渐渐找到感觉。再就是

“我也不到‘讨厌’这些既定印象的

程度，只是觉得……其实这些既定印

象也是我自己给别人的，我总不能讨

厌我自己吧。只不过我希望用专业的

身份在说话，回归到歌手，我希望用

很认真的态度去呈现。”

从飞轮海成员到单飞做歌手，已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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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方面，“以前没有办法，现在能

用一张唱片，讲出我想讲的故事。”

一件事要看多面

这一次，就是炎亚纶自己给公司一个

歌曲的概念方向，公司反馈给他意

见，讨论、综合，呈现出一整张唱

片。炎亚纶是这张唱片的“概念总

监”。

炎亚纶最初给公司提出的概念是什么

呢？他说：“其实就是提出社会的

多元化，比如不希望每个人都长得一

样。人类本来就应该多种多样，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逻辑，都有自己的思维

方式……”

“举个例子吧，前阵子重庆不是有个

公车掉到江里面去了？黑盒子还没有

找到之前，很多人都在怪小轿车女司

机，或者怪公车司机，事情还没水落

石出，却在一窝蜂盲从……”炎亚纶

对时事的了解和热衷，确实不像一般

的偶像。

他拿出唱片里的歌词本，对着光，这

歌词本设计有巧思，一页上并没有印

完整的歌词，需要透过光看到背面印

的字，一起才是完整的歌词。“这是

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们要看到它

的多面相。”

炎亚纶有感而发：“这类事情，在近

年的网络上，太多太多了。有些人被

错怪，一辈子也洗不清污名，如果心

理承受能力不足，可能失去了生活的

动力。”

“你还好吗？”

“我很能承受。”

身为偶像的责任

关注炎亚纶微博就会发现，平时他就

经常在微博上对时事发表自己的看

法，好几次闹出新闻事件，有人认为

他多管闲事，有人认为是真性情，他

一直我行我素。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吧。公众人物

享受大众目光，以及承载了粉丝的

热爱，是不容我们忽视的责任。尤其

一些粉丝，是在自己最黄金的年代

在追随你，他们在学习、吸收，我们

更有责任要做个好榜样……”炎亚纶

TOPIC  专题

22 AIRPORT  JOURNAL



说，“其实我的粉丝很多也是这几年

才慢慢懂我，以前还说我的话刺耳，

说我有时还会怼他们。”

炎亚纶希望自己是不辜负粉丝的偶

像，因为他自己成长时，也受到很多

前辈艺人的鼓励。

“比如刘德华演戏的态度，比如科比

打篮球努力的程度，还有好莱坞明星

梅丽尔·斯特里普、汤姆·汉克斯他

们演戏的高度。一个伟大的演员，可

以影响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艺术才是

娱乐圈的重点，而不是花边新闻，更

不是哗众取宠。”

炎亚纶在青春期也曾被视为“怪

物”。初中时，他从美国转学回台

北，很多适应不了的地方。比如台

北的学校上课要坐满45分钟，但炎

亚纶在美国上学时，老师讲完课，

学生就基本是自由状态。当时在台

北的教室里，他坐在最后一排，蒸

饭箱、扫把、垃圾桶的味道让他难

受，有一次，老师讲完课，他就站

起来，开始走动，全班同学都看着

他：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

他被孤立，边缘化。“初中时候，我

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一个孤岛。没

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没有人告诉我

要怎么做。小学成绩本来不错，到了

中学不愿念书，和家里关系也变得紧

张。”

到了大学才透了一口气，他大一开始

拍戏，拍《终极一班》，“多少遇到

了和我一样的人，娱乐圈不是一般人

会选择的职业，会做艺人，当时一部

分原因就是我想让所有曾经把我视为

怪物的人每天都看到我，我要你们摆

脱不了我。做艺人的前三年我都是这

样想的。”现在回想，炎亚纶自己也

认为这样的想法并不健康，“但在当

时是我支撑下去的唯一信念。”

坦然面对自己的缺点

最近，他看了电影《波西米亚狂想

曲》，电影主人公皇后乐团主唱是一

个多了两颗门牙的人，差点因为外表

没有进入乐团，主唱说：“我因为十

颗门牙，我的音域更广。”这让炎亚

一个伟大的演员，可

以影响一个时代的价

值观，艺术才是娱乐

圈的重点，而不是花

边新闻，更不是哗众

取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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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感同身受，“人要坦然面对自己的

不一样，不要只得意自己的优点，同

时也不要讨厌自己的缺点。”

讲到缺点，他的坦白程度让人咋

舌：“那要从团体时代说起了，我自

认为我们团体虽然红，但歌唱跳舞的

实力稍显不足，我对不起那些掌声。

可是那些年，在对不起的同时，我也

没有放下自尊，踏实地去学习。”他

说，“曾经的自尊，困住了我很多

年。”

直到这几年，才把脚放在地上，去改

进、去学习。

只要有空，他就去和新人们一起上演

戏辅导课，歌唱课也没有停过。“早

年上这种课，会犯困，现在不一样，

是很享受的状态在学。”

说到底，他是真正喜欢唱歌的人，而

因为出道是演员身份，也渐渐喜欢上

演戏。总的来说，他是真的喜欢演艺

这个行业。“我从偶像团体出来，必

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扭转印象。”

想挑战《我就是演员》

和出唱片希望大家忘记他的脸一样，

演戏，他也希望大家忘记炎亚纶是个

偶像。他想出演非偶像剧的戏，但流

量时代，来找他的剧本，99%都是冲

着炎亚纶的名字和这张脸来的。

“我认真想做一个演员，我完全不设

限，剃光头、扮丑……没问题，那都

不是牺牲，而是演员应该做的。”

近期，他演出了电视剧《请赐我一双

翅膀》，那是一部非偶像剧，他第一

次演打斗戏、第一次演警察，第一次

在非偶像剧的剧组里工作，他感觉到

了一种——幸福。

“很兴奋，再辛苦都值得。起初我很

害怕武打，以我的习惯来说，如果

要做一件没做过的事，要花两三个月

去准备。但这次我没有时间准备，当

然很害怕，但遇到好的团队和工作人

员，越来越进入状态。”

演到后期，他的颈椎肌肉急性拉伤，

伤情不轻，痛到上下场都要人搀扶。

也因此，一场很重要的武打戏迟迟没

拍。导演本来想用替身拍了，他提出

还是要自己做。实拍时，他摔在地

上，拍完后，必须忍住眼泪才能让人

扶起来。有工作人员心疼他，在监视

器那头看特写也哭了。他说：“这部

戏，很多人做了那么多努力，不想因

为我一个人的问题，有那么大的缺

憾。”

想做好演员的炎亚纶，一直在追看大

热的演员综艺《我就是演员》节目。

问他是否也愿意去比一比，回答几乎

是不假思索：“我愿意啊。”

他很喜欢章子怡在节目里的表现，和

演员们演对手戏，眼神、情绪，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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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一个专业演员的状态；在评委席

上，章子怡也是最投入的一个，炎亚

纶想让章子怡评评自己的演技。

偶像出身的演员到现场，不是没有摔

跤的。欧阳娜娜变成笑料、郑爽遭遇

尴尬……炎亚纶，你不怕吗？

“怕？那就不要当演员了。”他

说，“如果这个节目来找我，我肯

定不拒绝，重点是，他们会来找我

吗？”

是，这就是问题所在，他努力去改变

了，但改变既定印象，还需要时间，

有一个过程。

就像《请赐我一双翅膀》的导演第一

面见他也说：“可不可以不画眼线

和口红？”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化

妆……

可以热闹也享受独处

私下他是不化妆、不弄头发就出门

的，口罩也不会戴。

“我不住在大陆，大家不理解我说的

我的生活，在台北我是随便上街的，

衣服也不太注意。”

被人指指点点，是家常便饭，他的心

态都是坦然接受，“很多人认为这

是艺人的牺牲，我不觉得，这是我们

职业的一部分。包括谈恋爱被关注这

种事，我都觉得没什么，要不就不要

谈恋爱咯。”他是敢爱的男孩，初恋

就爱得如火如荼，搭火车去约会的疯

狂，最后不欢而散，这多少影响了

他的感情观。“往后也会遇到相似的

人，但好像也没有再遇到过那样的感

情了。”

他可以很热闹地和朋友相处，也可以

享受一个人的孤独，独处的时候，他

打开喜欢的剧，煲剧一整天。喜欢的

片段，他就反复看，比如汤姆·汉克

斯在《菲利普船长》里的一个镜头，

他可以反复看，一连看十遍。“我希

望自己有一天也成为他那样的演员。

大家说他演戏是教科书，好像包含了

很多技巧，其实看不到任何的花哨技

巧。”

做一个不以脸为关注点的歌手，做

一个非偶像剧的演员，有能够骄

傲自豪的作品……炎亚纶的梦想很

多，很大，为此，他有很长的路要

走。而眼下呢，脚踏实地，就是做

好这一张《亲爱的怪物》的唱片宣

传，其实下一张唱片的概念也已经

冒出来，已经陆续跟公司在沟通

了。他工作状态一直在线。

他还想开演唱会，这是近期一个小心

愿。“以前没有太多自信，总觉自

己歌不够，但最近觉得，只要有一个

粉丝，我也愿意为她唱一场。”他笑

道。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孤独。

采访完炎亚纶，走到酒店的大堂，很

多粉丝在等着他。

（图文源自《上海电视》周刊）

TOPIC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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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图片Rita   发型设计 /范浩

Short haircuts 
make changes easy
短发，百变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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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的发型时尚法则之一就是要

短。

短发，最有意思的就是不同的脸型

五官，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细节处

理都赋予短发新的生命。

飘逸顺滑甜美的波波短发或古典或

摩登、碎发、清新自然齐耳短发、

发尾烫卷搭配空气刘海……每一细

小的变化，都会带来新的感觉，拥

有灵动减龄的时尚感。

选择一款造型别致，简约自然适合

自己的短发发型，加入时尚发色元

素，巧克力色、樱花粉、亚麻茶等

等，干练洋气又显白。

LIF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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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 coloring and small 
changes to a short hairstyle 
can help to create 
a completely new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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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keys to looking trendy in spring 
and summer is to choose a short haircut. 

There are many short hair styles to suit 
different face shapes and different person-
alities, with hairstylists focusing on de-
tails. Every change to the details of a short 
haircut will bring a new outlook which 
makes people trendy and cuter. 

Choosing a suitable short hairstyle and 
dying your hair pink, chocolate or dark 
brown will make you look fashionable and 
professional.

LIF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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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入地的探险家或专业的地质勘察员在火山口一亲芳泽不是罕事，但一般的

游客可就没有这么胆大妄为了。可如今，蠢蠢欲动的游人和花样百出的旅游公

司将足迹又进一步伸向了险境，即坐直升机俯视火山的项目面世后，更加惊世

骇俗的旅游项目相继出现：火山岩烧烤、在火山口摆置悬挂餐桌、火山温泉

spa……实在让勇于尝鲜的游客按耐不住。

Trips to craters are quite common for professional explorers and geological survey workers. 
However, until recently they were not an option for tourists. But now people’s desir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Earth has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ater tours. After allowing tourists to 
see the craters by helicopters, there are now even more amazing offerings including enjoying a 
barbeque at a crater, volcano spring spas and dining in the air above the crater are also available 
to customer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keen to try such experiences.

撰文/Carrie

Crater discovery tours take off
深入火山口

LIF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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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火山旅游项目诞生

2010年3月，冰岛火山爆发，火山灰

给欧洲航空带来巨大损失，冰岛有旅

行社也从此发现了商机。从2012年6

月开始，喜欢冒险的游客可参加冰岛

火山之旅，深入巨型火山口内部进行

探险了。开发这条探险线路的冰岛旅

游公司坚称，这次的旅游是绝对安全

的，旅游的目的地Thrihnukagigur

火山已休眠超过4000年，在最近一

次喷发中，其中一个岩浆喷出口的岩

浆没有在火山口冷却，而是凝固在

火山墙内壁，形成一种罕见的地质现

象。

火山之旅每年从6月15日开始，到7

月31日结束，团费要价3.7万冰岛克

朗(约合180英镑)。冒险的游客可以

搭乘缆车，通“过火山”过火山顶一

个4米×4米的入口深入到火山裂谷

120米的地下，体验奇特绚烂的火山

喷出口内部景观。不过，探险者必须

有充足的体力，因为往返火山口需两

英里(约3.2千米)，要跋涉40分钟。

喜马拉雅的脊梁骨

素有“天然地质博物馆”之誉的云南

省腾冲县，地处世界瞩目的阿尔卑

斯——喜玛拉雅地质构造带之印度板

块和欧亚板块急剧聚敛的接合线上，

地下断层非常发育，岩浆活动也十分

剧烈，为我国最为著名的火山密集区

之一。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高高矮矮

的火山四十余座，构成了一个庞大的

火山群景观。民谚云：“好个腾越

州，十山九无头。”这无头的山，十

有八九是火山。

在云南腾冲火山国家地质公园内，多

座火山向游客展示其独特的身姿，其

中火山形态保存有火山口、火山锥的

就有25座，它们犹如一颗颗璀璨明

珠零星散落在大地上。

　　

游客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火山口

里走走，尝试一下坐在火山口里的

滋味。另外，当地有着丰富的火山岩

资源，许多建筑物和装饰物都是使用

火山岩来做的，游客们可以在公园里

花一两块钱买些当地人用火山石做的

各种装饰物，有烟灰缸、花盆、小鱼

等，十分有趣。

火山熔岩堆积成的雕塑

阿尔山——柴河地区拥有200多平方

公里保护完好的亚洲最大的火山熔岩

地貌，这里的一些火山熔岩景观是亚

洲仅存的，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独特的

熔岩形态，专家称之为天然火山博物

馆。

石塘林是阿尔山奇景之一，在这里的

火山熔岩中，最为壮观的是大黑沟一

带的熔岩石塘，被称为“大黑沟玄武

岩”。大黑沟熔岩石塘面积约200平

方公里，熔岩犹如波涛汹涌的石海，

有翻花石、熔岩垅、熔岩绳、熔岩

碟、熔岩洞、喷气锥、熔岩陷谷、地

下暗河等多种神奇景观，还有更为奇

特的熔岩龟背构造，这块熔岩呈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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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有两三平方公里那么大，上面均

匀地分布着方型裂隙，看上去就像是

乌龟的背壳，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

一一处规模大、发育好、保存完整的

龟背岩。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似乎寸土无积的

石塘林内，生长着高大挺拔的落叶松

和大片的桧柏、偃松，松柏之间盛开

着杜鹃、金银梅、银星梅，在鲜花与

嶙峋的奇石中，还生息着松鼠、跳兔

等精灵，松鼠在树间蹦上跳下，跳兔

一会儿钻进石缝里，一会跳跃在石塘

中，与清亮的石溪、静静的水潭构成

了一幅巧夺天工的画卷。

火山口湖是火山口中积水形成的湖，

其中一种封闭式特殊类型火山口形

成的火山湖叫玛珥湖。阿尔山“七大

连池”中有几个典型的玛珥湖如驼

峰岭天池、双沟山天池等；还有不具

备围渣仅在地面下成池的玛珥湖如地

池。在近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能有这

么近、各具特色的火山口湖在全国实

属罕见，尤其是天池、地池、驼峰岭

天池、双沟山天池、柴河源天池、银

池、月亮池，更是环境恬静、景色宜

人，专家将其称为“七大连池”。

中国的火山景观之最

五大连池是我国境内保存最完整、最

典型、时代最新的火山群。最近的一

次喷发在康熙年间，由于火山喷发带

来了丰富的矿泉资源，历来都是北方

人休闲疗养的圣地。

　

五大连池由当地14座火山几次喷发

喷出的玄武岩流堰塞纳谟尔河支流白

河河谷所形成，河水潴成5个串珠状

排列的湖泊，自南而北依次为头池、

二池、三池、四池、五池，湖泊面积

LIF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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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我国最新期火山，有保存完整

的火山地质地貌，因而这一带被称为

火山博物馆。

火山村的前世今生

海南岛，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海和海边

的酒店，其实海南岛还有一个很特殊

的地质区域：海口附近的火山群。

漫长的岁月造就了108平方公里的海

口世界火山口地质公园，40座各种

类型的火山和30余个熔岩隧洞分布

其中，成了许多户外爱好者特别是溶

洞探险者的天堂，而绝大多数人，也

18.47平方公里，湖区风景秀丽，附

近的火山喷火口保存完好，熔岩表面

流动痕迹仍清晰可见。

　　

五大连池的主要游览点有：五大连

池、药泉山公园、火山博物馆。五

座池之间相互连通，纵长20公里，

池水面积40平方公里，最深处百余

米。药泉山海拔350米，是14个火山

锥中规模最小的一个，因为泉水有药

物作用，被称为圣水。

园内有各种风景建筑。火山博物馆

由老黑山、火烧山喷发于1719-1721

只是领略这漫漫火山公园里的一角，

来爬那200多米的马鞍岭火山。

站在马鞍岭火山的山顶眺望四周，除

了海口市区的高楼大厦，其他目之

所及是大片大片的树林，在南面林子

里零星点缀着一些灰白的房顶，那就

是海口的火山村了。火山村的建筑是

裸露的火山石的世界，石垒的篱笆、

石铺的村道、石筑的堂屋、石磨的盆

碗……一切都彰显着村里人对火山的

企盼，在石与石之间的罅隙里，存储

着这个地方曾经的升沉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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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都生活在石屋里的村人总眷恋

着火山石的好处：它保温、隔热的

特点使得石头房冬暖夏凉，这也是目

前许多水泥钢筋新房子不能比的。

另外，火山石还能吸音、防火、耐酸

碱、耐腐蚀，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

火山石还具有无污染、无放射性等绿

色环保的特点，这正是现代都市人所

向往的健康居室。

多如繁星的微型火山

长白山周围分布着100多座火山。最

大的火山口海拔2600米左右，直径

达4.5公里，呈漏斗型，深达800多

米，其景观独特，国内罕见。周围小

的锥体，海拔高在1000米左右。火

口多为溢出口，呈椅形、新月形，山

顶平坦。著名的有西鹅毛顶子、东鹅

毛顶子、西土顶子，东土顶子、西马

鞍山、东马鞍山、赤峰、老房子小山

等。这些多如繁星的小火山拱卫着长

白山，构成了壮观的火山群。

　　

在远古时期，长白山原是一座火山。

据史籍记载，自16世纪以来它又爆

发了3次，火山爆发喷射出的熔岩在

火山口处形成盆状，时间一长，积水

LIFE  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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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湖，便成了现在的天池。围绕天池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北、西、南

三个方向可以上山观看天池，天池东

坡是朝鲜境内，南坡观天池的地方实

际是朝鲜境内。北坡是经典景区，开

发较早配套完善些，一年四季都可以

来旅游。

世界牧场的风光无限

新西兰北部的罗德鲁瓦是第一次到新

西兰的游客必然不会错过的一站，这

个空气中飘散着强烈“臭鸡蛋”味的

城市正是1886年塔拉威拉火山喷发

后的杰作。刚刚到罗德鲁瓦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硫磺味扑鼻而来，会让人

忍不住掩鼻皱眉，不过闻着闻着可能

也就习惯了。

　

这座“硫磺之城”目前仍是有不少山

处于活火山状态，可以看出这里的火

山运动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罗德鲁瓦

有一项特色的观光项目，就是搭乘红

色的Q版直升机，俯瞰整座城市的火

山盛况，旅程从高高在上的塔拉威拉

火山口遗迹开始。如今，这座大山再

次进入休眠期，但从它的火山口一个

六公里长的裂口就可以看出1866年

那次爆发有多严重，从直升机上往下

看，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到处都冒着白

色的热气，源头是地热温泉和翻涌冒

泡的湿地，其中一些还能高高地喷涌

出地热喷泉，相当壮观。

　

对于游客来说，不可错过的就是泡一

泡当地的波利尼西亚地热温泉，这是

在罗德鲁瓦的特殊体验。据说浸泡在

这样的温泉中，能有松弛神经、美容

的效果，而温泉底下的黑色火山泥还

被开发成当地特有的美容产品，远销

世界各地，成为当地的一大财源，可

以说是火山爆发在摧毁城市之后给予

这座城市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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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漂浮的火焰山

夏威夷群岛是海底火山爆发后形成

的，所以几乎每个岛上都有火山。其

中，位于夏威夷岛东南沿岸的火山区

上的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是观赏火山

奇观最集中的区域，在这里可以现场

近距离看到活火山喷射出岩浆流的景

象，所以在火山公园走一圈，就好像

上了一堂生动的火山地理课。

这个火山国家公园早在1987年就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公园中最著名

的活火山是冒纳罗亚和基拉韦厄，高

约4200米的第一大火山冒纳罗亚火

山如今亦时常流溢出奔腾汹涌的橘红

色火山熔岩，而第二大火山基拉韦厄

火山高约3300米，该火山口中的熔

岩也经常如潮汐般涨落，成为夏威夷

火山国家公园最独特的景色。

游客来到这座火山公园，可以在宽敞

的游览中心参观展览、观看电影，

了解火山常识，而沿着沥青铺就的公

路，可以环绕基拉韦厄山的边缘游

览，看火山口中橙色的硫黄、沙漠以

及森林交织的景致。在火山公园还能

见到1600多年前人类在夏威夷居住

过的洞穴、村庄遗址和岩画，追寻当

年人类生活的印记。

不少游客最喜欢的是在夏威夷火山国

家公园内徒步，这里虽然是火山地

带，但是公园内却生长着各种热带雨

林植物，相当茂盛，而一些特别的鸟

类、狐猿、野山羊、野猪等也徒步其

中，颇有野趣。

东亚的神奇景观

被称为“世界最大破火山口”的阿苏

山位于九州中央，横跨了熊本县和大

分县。所谓的破火山口，是由于火山

锥顶部因失去地下熔岩的支撑而崩塌

形成的，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火山口状

态，也说明了当年火山爆发曾经非常

剧烈。

　　

阿苏山有五岳，其中的中岳到现在仍

时而喷火，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活火

山之一。因此，活跃的中岳当然是必

到景点之一。虽然海拔1506米，但

利用缆道可登上山顶，在这里可近距

离地观看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

400米、口径4公里的火山口浓烟翻

滚的壮观景象。别忘了在阿苏火山博

物馆里了解阿苏山的历史之余，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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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馆内特设的遥控装置，这个遥控装

置可以控制设置于中岳火口的两台摄

像机，近距离观察火山的实时状况。

　　

因为拥有丰富的火山资源，在阿苏山

附近亦形成了垂玉、地狱、阿苏、汤

之谷等许多温泉乡，其中阿苏内牧温

泉因为拥有100个以上的泉眼而成为

阿苏山地区最大的温泉乡。每到秋

冬，慕名而来的人们都会在硫黄味中

感受火山温泉的神奇。

黄石公园的秘密

黄石火山位于美国中西部怀俄明州西

北方向，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以

黄石湖西边的西拇指(West Thumb) 

为中心，向东向西各15英里，向南

向北各50英里，构成一个巨大的火

山口。在这个火山口下面蕴藏着一个

直径约为70公里、厚度约为10公里

的岩浆库，这个巨大的岩浆库距离地

面最近处仅为8公里，并且还在不断

地膨胀，从1923年至今黄石公园部

分地区的地面已经上升了70厘米。　　

很多年来黄石国家公园的游客们根本

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大

的活火山。所有这些温泉、间歇泉和

蒸气孔都需要巨大的地核熔岩能量来

维持，在黄石公园熔岩散发出的热量

已经非常接近地表。专家表示，黄石

火山喷发周期为60~80万年，而距离

上次喷发时间已经有64.2万年了，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活火山已经进

入了红色预警状态，就算在不受外力

(指太阳活动以及人工钻探)的情况下

它也随时都可能喷发。　　

著名景区的非凡一瞥

富士山(ふじさん,FujiSan)是日本第

一高峰，横跨静冈县和山梨县的休眠

火山，2002年8月经日本国土地理院

重新测量后，达3775.63公尺，接近

太平洋岸，东京西南方约100公里，

是日本国内的最高峰，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活火山之一，目前处于休眠状

态，但地质学家仍然把它列入活火山

之类。

　　

富士山最开头被日本人称为“不死

山”，因为它还是一座活火山，并且

是从完全平整的地面“生长”到现在

这么高的。在明治时代因为“不死

山”这个名字因为不文雅，所以改为

和“不死”同样读音的“富士”(日

文读音相似) 。

　　

富士山是日本第一圣山，跨越静冈、

山梨两县县境，属富士火山带系山脉

的主峰呈圆锥形，山麓则为优美的裙

摆下垂弧度，正好位于骏河湾至系鱼

川之间的大地沟地带上，海拔三七七

六公尺。

　　

过去，由于静冈县的旅游业大多倾向

于高级、精致的经营方式，价格颇

高；台湾旅游团体行经富士山，旅行

社的安排自然选择了较为平价，属山

梨县境内的河口湖或山中湖畔住宿游

览。不过，静冈人往往会理直气壮地

告诉你，富士山的正面只有在静冈县

才能一窥全豹，山梨县看到的不过是

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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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都市，人潮人海，云卷云舒，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为了

各自的生计而劳累奔波，乐此不疲，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忙碌的一天，疲倦的身影，只

有那一片灯火，是你最温馨的港湾。

In the midst of bustling and teeming cities, people work hard to 

earn their living. They feel exhausted just as the saying goes, 

“Jostling and joyous, the whole world comes after profit; Racing 

and rioting, after profit the whole world goes.”

After a busy day leaving us drained, we see the lights of home — a 

safe harbor in which to wind down.

◎摄影/施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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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慕尼黑以南富森的阿尔卑斯山麓的新天鹅堡，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二世斥巨资修建的童话般的行宫，因其壮观美丽及高贵的气质被誉为现实里

最接近童话的地方。激发了许多现代童话城堡的灵感。迪士尼的睡美人城堡

和灰姑娘城堡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参照了这座美奂绝伦的建筑。

The New Swan Stone Castle, located in the foothills of Fussen to the south of 

Munich, is a palace commissioned by Ludwig II, the king of Bavaria, that involved 

a huge investment. It is renowned as a fairytale castle thanks to its magnificent 

design and noble decoration. It also brought inspiration to designers of fairy tale 

castles. The designers of Disney's Sleeping Beauty Castle and Cinderella Castle 

also referenced this beautiful building.

◎摄影/毕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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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lligrapher and painter with an 
engineering background
               —    Appreciating Jiang Liping’s art works
版碑传四裔 犹在范规中
                  —— 江理平先生书画艺术赏析
撰文/秦史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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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画家江理平先生退休前是上海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的教授，是

研究工程力学的学者。同时，他又是拜师学艺五十多年，以书画扬名海上的书

画家。笔者与江先生的相识源于十几年前他书写的一块店招和朋友家悬挂他的

一幅书法作品，由此紧记在心。再与他相见则是两年前在他书斋欣赏他的书画

近作，那些佳构杰作给我带来的感动已不是“震撼”二字所能形容。

Famous painter and calligrapher Jiang Liping wa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Mechanics at Tongji University before retirement. He followed many 
painting masters when he was young. I first met Jiang a decade ago after seeing a piece of his 
calligraphy work on a shop’s signboard and another piece at a friend’s home. I met Jiang again 
two years ago in his study. I was amazed by hi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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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先生1966年随陈志振先生学书法

（陈先生是闻名海上书坛马公愚的弟

子），在那个文化蒙羞的不幸年代他

却有幸进入了艺术的“冷宫”，从此

他日日与笔墨纸砚为伴，成天受到师

长教诲，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

的书法有了长足的进步。至1977年

高考入同济大学前的数年里，他的书

法作品已连续三届被选入市里举办的

书法展，获得诸多好评，从此在上海

的书法界声名鹊起。1979年上海成

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上

海书协的前身）即被接纳为会员，

江先生彼时已跻身上海书画界翘楚之

间。

江先生潜心书艺数十年，没有“南人

尚帖，北人崇碑”的偏颇，而是始

终遵循业师教导焚膏继晷、心无旁骛

地碑帖兼修，心追手摩、坚持不懈

地在前辈大家作品中汲取养料。他从

临写《九成宫》中得出“笔毫平铺，

万毫齐力”的体会；从临写诸遂良

《雁塔圣教序》里学到“以锥划沙”

的笔法；写“二王”使他体会到“笔

笔见字口”的意趣；读怀素的狂草时

又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做“屋漏痕”；

学米芾时见识到“八面出锋”的奥妙

等等。那些年里江先生的闲暇都盘桓

于笔墨纸砚碑帖之间，就是在大学的

授课和科研之余仍坚持不懈，先后整

理出版了二十几本书帖（印数难以统

计），这是他对先贤书艺的致敬和总

结，也是他学艺以来的心得体会，更

是他穿越时空呈递给前辈与师长的一

份成绩单。

江先生的楷书脱胎于虞世南、欧阳

询，他的行书承继了李邕、赵孟頫，

而“颜筋柳骨”在他的许多书法作品

中隐隐可见。江先生的楷书，方正舒

和谨守法度，大气内敛又不失清雅，

非常耐看。他一系列写在九宫格中

的“课徒稿”字字端正严谨、清健润

秀、笔法精妙。笔者最喜欢读他的行

草作品，他的行草可谓得晋唐之韵，

具王羲之、王献之潇散飘逸之魂；又

得宋元明书家温雅之意，具赵孟頫、

文征明书卷之貌。据江先生说，他的

学书看似脉络清晰、一路平顺，实际

上也有过反复，一段时间里他曾偏离

赵孟頫、文征明等清秀平正书风，以

险峻之法替代，事后看来并不成功，

所以又回到原来的路数。近年的书艺

实践更让他真切体悟到赵、文两大师

书法中深藏的意涵。中国历来有“文

人画”的说法，但大致也有“文人

书法”的概念，王羲之、苏轼、黄

庭坚、文征明等的文字就是“文人

书法”代表。学者陈寅恪说文人画

有四要素：人品、学问、才情、思

想。用在这里应该是贴切的。  

       

最近，有幸见到他数幅行草长卷，

其中的《千字文》令人印象深刻。

通观整幅作品，结体内敛谨严，章

法开合有度，笔法刚柔并济。千多

字写得清劲秀美、首尾连贯、一气

呵成，令观者顿悟“字里金生，

行间玉卧”的况味，诚可谓字字珠

50 AIRPORT  JOURNAL

ART & CULTURE  文化长廊



玑。既把文征明的隽秀清逸和朗润

华滋风格演绎到极致，又展露出自

己多年的习书心得。可以这么说：

江先生文字隐括前朝诸家，只有勾

趯处稍露己态而绝无半点的狂狷草

率。《书概》云：“字势有因古，

有自构。因古难新，自构难稳。”

文字隐括前朝诸家是“因古”，勾

趯处稍露己态是“自构”。江先生

似乎已突破了食古不化，创新无本

的境地，他的书风已具因古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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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是四百多年传承有序的吴门画派

的嫡传弟子。习画十一年后的1979

年，他的山水画作便入选上海展览馆

举办的《梅景书屋师生画展》。江先

生学画时处“文革”，艺坛文苑一派

萧瑟，他却是沉浸古纸老墨旧笔中，

或是访师觅友谈书论画，或是闭门读

书不问世事，整日价乐此不疲。上世

纪70年代后文化稍有开放，他加倍

精力投身于书画艺术，为此他还先后

叩开不少书画家的大门，诸如陆俨

少、朱屺瞻、谢之光、关良等，这些

大师都给了他许多指点和教诲，让他

终身受用，言及此江先生感慨万千。

这也给了他薪火相传的榜样力量，多

年后，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社会上，

他都无怨无悔地以教授书画为己任。

除了有多位名家和师长耳提面命、倾

囊相授，除了有历代大家传世作品的

熏陶，江先生还用各种假期去踏看祖

国山山水水，各地名山大川滋养了他

的艺术灵感，陶冶了他的艺术情操。

自古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说

法，江先生可谓深谙个中三昧。

江先生是纯正的吴门画派传人，吴门

画派的文人画风格可以上溯至宋、

元的董源、巨然、黄公望、王蒙、倪

瓒、吴镇及赵孟頫等。吴门画派创

立人沈周（南田）身边紧围着一大批

高手，如文征明、仇英、唐寅等。吴

门画派的画强调笔情墨趣，作品带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别于宫廷画的

规整、刻板以及题材单调。沈周以粗

笔绘制山水、花卉和人物见长，文征

明虽学画于沈周却又追随前朝王蒙和

赵孟頫步调，文氏的绘画以缜密工致

静秀古雅的细笔著称。“吴门四杰”

后又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大家。直至在

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中仍可见

自构健稳的面目。他对笔者说：书长

卷休管只字之优劣，迳自写之，书体

亦可顾盼自如。浸淫书艺数十年的他

正步入古人所谓的“不自觉而自入化

境矣”。

江先生在学书法的两年后，还拜在书

画巨匠吴湖帆的高足王青之门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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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吴门画派”的脉络和影子。

江先生的绘画走的也是“吴门画派”

路子，又兼得赵孟頫、黄公望的笔

法。转益多师让他在构图布局、运笔

使墨、皴擦敷彩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所以，他的山水、花卉、人物

等：用笔古朴传统又显得气韵生动，

画风细致清雅又不失灵巧润泽。他坚

实的绘画基础都得益于他对文字点划

的一丝不苟，山水画中用写字的线条

勾勒树和石，让他的画显得无比的

秀美俊爽。他仿黄公望的《富春山居

图》，把原作的萧肃简练、淡逸文静

的高古格调较完整地表现了出来。他

团扇上画的没骨荷花，温润可爱、娇

艳欲滴；他团扇上画的墨竹，竿挺叶

晃、雨中有声。

笔者最喜欢的，当属那幅古趣盎然的

《吴门拙政园》，这幅六尺中堂为竖

构图，用高远透视法布局。但见远山

幽霭，近岩带翠，树竹丰茂，花草竞

秀；有涧水徐徐而来，缓缓流下。画

中部左侧隐亭角一翼，由横贯的廊桥

联出画右侧的一大蓬树荫。涧水静静

地流过廊桥和涧石，廊桥里隐约有行

人来往。涧水只在流过荷池时稍作停

歇，荷池旁的水榭里有高士观景。过

了荷池下方的曲桥，那山涧水又活泼

起来，贴着两边的山脚，穿过一块涧

石，又穿过一块涧石。一涧活水自烟

云处来，经过喧嚣，流过寂寞，最后

缓缓地流向他方。

此画层次分明，笔力遒隽，用色古

雅，风格朴秀。虽是依南田的笔意成

画，却是粗笔学沈（沈周），细处肖

文（文征明）。如果看表面，只是夏

日的拙政园，山色如黛，树竹蓊郁，

惟画中间逶迤而下排列的廊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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榭、曲桥朱漆耀眼。一股游走在大自

然和人世间的山涧水串起一幅画，而

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呢？江先生只在

题跋结尾处云淡风轻地写道：“是图

略写观景所得也。”留着悬念让观者

自己揣度。

画幅顶颠的题跋书法也是这幅佳作的

亮点（其他如扇面画上的书法），纵

观当今画坛有几人称得上书画俱佳，

江先生规整儒雅的书风配吴门画派清

雅秀丽的画面，堪堪当得起“书画

家”的名称。吴门画派的前辈若见此

足可笑慰九泉。

有人说：山石的种种皴法，人物画

上的各种“描”法，画叶子时的各

式“点”法等，如同交响乐里不同

乐器发出的乐声，赋予

了整篇乐章以韵律感和节

奏感。观赏江先生的书画

作品常常让我们沉浸在感

官交错的境界，而只有真

正优秀的作品才能使我们

经过“通感”的管道产生

这种复合的审美体验。

有人曾想对江理平先生的

身份做一个准确的认定，

结果面对的却是个谜一样

的奇迹：当你说他是位绘

画造诣很高的画家，他的

书法已达一流水准；当你

称他是书画艺术家，他却

是名牌大学里讲解工程力

学的教授；当你认准他是

研究学者的时候，他又在

另两所艺术学校里演讲书

画理论；当你以为他是整

天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墨

客，他却是“搜遍奇峰

打草稿”，跑遍祖国名山

大川的“徐霞客”；而且

除了琴棋书画是他的最爱，他还喜好

评弹、京剧，擅长摄影等等。广泛的

兴趣爱好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

还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总起来说，

书画只是他诸多擅长中的一部分。其

实，在我的眼里江先生是一位博学多

才的学者、一位儒雅执着的艺术家、

也是一位操着吴地（苏州）口音的平

易近人的良师益友。这一切我不说，

读者也可以从他的书画作品中感受

到。

江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从艺经历时，用

数学家的语言作了生动的总结：假如

把书画艺术看成一个函数，那么这个

函数一定是个多元复合函数，笔墨技

法是一个子函数，其中执笔、运笔、

用墨、结构、设色、空间布白等等

都是自变量。艺术修养也是一个子函

数，其中文学、音乐、戏剧、建筑、

宗教、自然景观等等也是自变量。而

要得出这个函数的解，就要从多方面

综合求得，缺一不可。

两年前笔者拜访过江先生，晤谈间得

到许多教益，曾有小诗呈先生，今抄

此权作本文结尾：

书者独谦冲 ，蔼然君子风。

丹青善留白 ，翰墨精且工。

形自文家得 ，神从赵氏融。

碑版传四裔 ，犹在范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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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ing Huzhou ink brush
湖笔芳华
撰文/图片  白英 

“毛颖之技甲天下”“千万毛中选一毫”，文房四宝中，向来有“笔墨纸砚”之序，之所以把笔

放在首位，皆因制笔太难。毛笔中的佼佼者“湖笔”，即湖州毛笔，素来以制作精良、品质优异

而享誉海内外。随着岁月的流淌，难能可贵的是，湖笔制作一直保持着纯手工，俨然已经成为善

琏人祖祖辈辈血脉相传的老手艺。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the ink brush, ink, paper and stone — there are two old sayings. One is  
“Those of Hubi top the nation” and the other is “Only one can be selected in a million”. The two sayings reflect 
the fact that of the four, it is making the ink brush that is the hardest. Hubi, the prominent brush made in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enjoys a global reputation for the sophistication and high-quality of its brushes. The valuable 
craftsmanship of Hubi 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been passed on by Shanlian residents for generations.

“湖州出名笔，工遍海内，制笔者皆湖人，其地名善琏村。”

—— 明代《湖州府志》

湖笔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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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琏古镇

善琏湖笔 毛颖之冠

初到善琏，随处可见的“笔都”“笔

艺”“笔斋”“湖笔”等字眼，就连

大路上的招牌，也是“湖笔小镇欢迎

您”，无言地诠释了二千多年的制笔

历史。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很难想象

在这么一个湖州小镇，以前几乎家家

出笔工、户户会制笔。沿路有“湖笔

一条街”“湖笔文化园”，还有“蒙

公祠”“永欣寺”，没有一处不与湖

笔息息相关，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

去往古镇的路上，首先就看到了比邻

而立的蒙公祠和永欣寺，蒙公祠外部

红漆瓦墙庄严肃穆，内部青砖铺地池

塘碧波，历史气息相当浓厚。祠内供

奉着笔祖蒙恬，记录着湖笔的由来。

相传秦大将蒙恬“用枯木为管，鹿毛

为柱，羊毛为被（外衣）”发明了毛

笔，后蒙恬居湖州善琏改良毛笔，采

兔羊之毫，“纳颖于管”制成了后人

所称的“湖笔”。

参拜了蒙公像，又细看了蒙公祠里的

数座石碑，信息量还真大，传说是优

美的，但善琏制笔产业的发展，确实

是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

境。离苏杭都不远的湖州善琏镇，取

杭嘉湖一带的山羊毛做笔头，余杭一

带的山竹做笔杆，取材十分便捷，原

料质量也有保证。南宋时政治、文

化中心南移，使邻近京都临安（今杭

州）的湖州制笔业逐渐兴盛，成为全

国毛笔制作业中心。在宋、元书画技

艺发展的推动下，湖笔工艺也不断改

进。“元时冯应科、陆文宝制笔，其

乡习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冯、

陆等制笔名匠使湖笔名声鹊起，遂奠

定了毛笔之冠的地位。

出了蒙公祠，车进善琏镇，不由得在

鳞次栉比的湖笔招牌中迷失了方向，

只好不断停车问路。“湖笔厂？这里

到处都是湖笔厂！”“善琏湖笔厂？

这里都是善琏湖笔厂啊！”当在迷雾

中寻得那古香的牌坊，在牌坊上看

到“善琏湖笔厂——沙孟海题”几个

大字后，终于拨云见日，找到了善琏

制笔历史最悠久的湖笔老厂。厂外的

古街与小桥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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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一新显得现代了许多，门前的小

河还在汩汩地流淌，很难想象当年这

里曾是码头，湖笔就是从这里装船远

行，流到全国各地。进得大门，门口

接待的湖笔厂师傅听闻我们的来意，

热情地做起了介绍，沿着院子四周修

建有平房一排，小楼二三。“湖笔厂

兴盛时期，这里曾经有七百多号人。

那一栋小二楼上是择料车间和水盆

车间，那栋里边专门制笔杆！新建的

这栋，是厂博物馆。”在师傅的指引

下，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兴致勃

勃地去体会“一支湖笔的诞生”。

精挑细选 遇水而安

秋日的善琏飘满了醉人的花香，我们

首先到了院中间的一栋旧式小二楼

上，眼前的一幕立刻把我震住了：阳

台上几十个圆竹棚一字排开，每个竹

棚里都晒满了如同水饺一般的毛绒疙

瘩。一上楼梯就看见门头小木牌上写

着“水盆车间”，宽敞的车间里，从

事“水盆”的几乎全是女工，约有二

十来人，其中有不少年轻的面孔，女

工们好有情趣，每人的面前都摆着鲜

花，花香中空气里夹杂着淡淡的毛料

味，这是湖笔之乡延续了上千年的记

忆。

笔工们面前整齐地放着一排排木盆，

工具有十来样之多，一位叫杨润华

的笔工给我逐个进行了介绍，有对贴

板、附笔板、牛骨梳、刻板、纸垫、

梳瓦、挖刀……它们大多已存在百

年，留下过几代人的手温。一支湖笔

从原料进口到出厂，一般需要经过

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

嵌、择笔、刻字等十二道大工序，从

毛料

挑毛

中又可细分为一百二十多道小工序。

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

头、择笔四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

究，“毛笔一把毛，神仙摸不着。” 

就拿羊毫笔的制作来说，要求每根

毛一样长一样直，而且一样粗细，小

杨姑娘一手拿着角梳，一手攥着脱脂

过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

选，将毛料一丝一丝地抽出，沿着齐

板边线整齐地排列。“这道工序，叫

水盆，也叫水作工。笔工的任务就是

将浸在水盆中的笔毛理顺，整理成半

成品的笔头。”水盆是湖笔制作中最

复杂最关键的一道工序，通过这道工

序，那些支棱着的、滋出来的不好的

毛被挑出来了。

“这是目前最先进也是最古老的办

法”，小杨边操作边告诉我们说，接

下来要根据需求把不同长度的毛料分

层搭配，一则确保笔头呈饱满的枣核

状，二则可使书写时笔头的柔韧度达

到最佳。通常来说，一支好笔的笔头

至少有五到七层。像是编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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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冬天长冻疮夏天烂。要做一支质量

上乘的毛笔，制笔过程非常的枯燥和

严格，不仅要能忍受辛苦，还要心静

耐得住寂寞。

吹毛求疵 修身正心

“毫虽轻，功甚重。”制笔技艺的精

细和复杂，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刚才的水盆车间里，是女工居多，而

隔壁的择笔车间，同样是一字排开

的工作场所，却是老艺人居多，一下

就让人感觉到了湖笔技艺的厚重气

息。罗松泉老师傅年已近七十，却是

精神矍铄，“一个小小的笔头，要用

约一万根毛，那都是一根一根地挑出

来的。”罗师傅说。如果毛挑不好，

就会在书写的时候出现分叉的现象，

小杨嘴动手不停，她用牛骨梳反复梳

衬，让不同长度的毫毛均匀混合融为

一体。刚看觉得很新鲜，然而，静观

却是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直让人眼

晕，女工们就是这样逐根挑选，按色

泽、锋颖、软硬等不同级别进行一根

根分类、组合，直到做成了刀片状的

刀头毛，然后再放在水里缕析毫分，

把断头的、无锋的、曲而不直的、扁

而不圆的毛剔除，整个过程非常精

细。是啊，齐根、梳洗、裹起，每

支笔头至少需要重复七八次这个过

程，才能确保笔根整齐，毫毛均匀，

给人的感觉，在手工毛笔的制作过程

中，“重复”无处不在。小杨说，光

是重复，在女工们眼里还不算难，更

为难忍的是手常年泡在水里，基本上

结头

很是影响书写效果。择笔，其实就是

在笔头装套基本成型的基础上分拣

毫毛，把不好的毛，也就是曲而不直

的，或者是没有锋的，或者是一根毛

中粗细不均匀的给择出去。所以择笔

是整个制笔工艺中最为刻薄、刁钻的

一个环节，也是最精巧的技艺，堪称

制笔的重中之重。

罗师傅戴着老花镜，静静端坐工作台

前，如同一座雕塑般一动不动，若不

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指尖轻微的择笔

动作。原来，这道工序对于坐姿也

有特殊的要求，罗师傅说，择笔宜侧

身而坐，身朝南而面稍偏东，处于

自然光线的照射下。因为毛毫的锋

颖只有在自然光线下才能达到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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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视效果。“挑选羊毫最费眼

力，一般一位师傅，制作好的羊毫笔

时，一天能挑出一个笔头用量就算不

错的了。”罗师傅左手持笔杆，右手

指尖灵巧地滑动，长短不一的羊毫

根根入目，他紧盯着灯光下几乎呈纯

白色的羊毛，瞅准不透明的，择笔刀

轻巧地一夹，一抽，极细的羊毛便脱

离队伍被清除出去。“肩架齐，黑子

明”，这是罗松泉师傅始终坚守的制

笔心法。“黑子”是指笔头尖端最终

留下一段透亮的锋颖，罗师傅说，一

支笔要反反复复择三次毛，做出来的

笔头锋颖才能清晰、整齐、无杂毛。

是啊！书写者使用湖笔时的“应手从

心、挥洒如意”，却原来要经过手艺

人眼神与毛毫之间一次次近乎苛刻的

选择，手指与笔尖无数次碰撞，想到

此，再看罗师傅理笔梳毛的动作，专

注的神情，娴熟的技法，干净利落中

更透着无言的优雅与美感。

制笔师傅在封好笔头，做成毛笔，经

过反复测试，确保笔头的每一根毫

毛都恰到好处后，专门刻字的金国建

师傅会在笔杆上刻下“善琏湖笔”四

个小字。至此，制笔工匠秉承“精、

纯、美”的准则，一支“尖、齐、

圆、健”四德齐备的毛笔经过一道道

繁复工序的千挑细选终于成型了。

一心一意 一支好笔

“一心一意把笔做好。”几十年如一

日，重复单调的一道道手工，成为

罗松泉师傅以及制笔艺人毕其一生的

坚守。眼前的罗松泉师傅虽然技艺超

凡，却显得平凡朴实，谨慎、谦和得

就像一支正宗“湖笔”的气质，沉稳

低调，岁月静长。罗师傅说，父辈们

的手艺传承到他这一代，仍可技甲天

下。“一定要按传统的工艺流程来。

只有功夫、精力下到了，做出来的东

西才是好东西。”虽然时代变迁，罗

师傅最在意的，依旧是对制笔技艺的

不变追求：做一支好笔。

制笔过程中一个动作往往要重复数百

遍。“制作工序繁琐，不仅要熟能

生巧，还需要悟性，毛笔学徒通常入

行数年才有望出师。”罗松泉师傅现

在差不多是湖笔厂最老的艺人了，他

17岁从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做笔，半个世纪的习惯早已化为深情

依恋。忆起过往的经历，从小在做毛

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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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感慨万千，“也

不知是几代人了，做笔就是我对整个

家族和整个地区的印象。从记事起，

就看着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起早贪黑

地不停做毛笔。”小时候的罗松泉经

常站在奶奶身边，看着奶奶选料、择

笔。上了几年学后，他就开始跟随家

人学习制笔，自身的天赋再加上从小

受到长辈的熏陶，几年时间他已经将

择笔技艺练得非常纯熟，他做出来的

笔头锋颖清晰，顶口齐，无杂毛和废

笔，笔身光、白、圆、直，用的人无

不感到得心应手。“我们这一行，笔

做不好是不能服人的。”罗师傅转动

散开的笔头，拿着择笔刀一圈一圈将

笔头里的损毫择掉，“老辈人曾说，

学好手艺到哪里都有饭吃，真是这

样。”自此，凭借着一身手艺，罗松

泉在制笔里以守艺施展才华。

环顾湖笔厂的老笔工罗松泉们，也许

他们没想过一件事情会干这么长时

间，当初进厂时都是靓丽的少女、阳

光帅小伙，如今已经成为了白发苍苍

的老人。湖笔艺人们以自己和时间为

砝码，牢牢守住了这门古老的手艺。

传承不易，他们能把一件已有的东西

做到更好、更长久，实在可爱、可

敬。我们追逐科技的快感，他们却要

守旧到底，我们不甘于一份职业，他

们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个世界，

两种人生，我们游走车水马龙，他们

贪恋岁月静好，他们是湖笔的守艺

人。

攻略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善琏庙桥弄6号“善琏湖笔厂”

交通：善琏镇距湖州40公里，距杭州65公里，自驾

可从申嘉杭、练杭高速直达。

住宿：湖州、善琏都能方便住下。

美食：千张包子、白扁豆和湖羊。

花香浓浓制湖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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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黄唯君   图片/尔今

白居易最出名的，该是《琵琶行》。

可江南就在这年的大雪中，披上了一

层雪白的外衣。看着真有一种大家

闺秀的细致。细致到眉梢的角度，都

细细描画了一番，看不出还有哪里不

妥。大家闺秀都是要见人的，何况是

换了一身行头，自然要宛在水中央，

供人观赏。好在闺秀总也是系出名门

的，不至于羞怯了去。

于江南来讲，这雪却不常见，上一

回，已经是十年前。十年，在人生中

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可将豆蔻

少女变成少妇，可将黄衣少年变成

大丈夫，而孩童的玩闹十年间也该收

敛心性，成就温润。所以十年，不仅

仅是一个时间跨度，更加是一种历练

与蜕变的过程。就像作文需要时间修

改，写诗需要反复推敲，最后，自然

是当下的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当

然，十年后是什么模样，自然也是未

知。

扯远了，还是来看看这场雪吧。雪是

大自然的一种现象，是水的一种形态

转换。这水是要仔细讲一讲的，它是

很多东西的本源，包括人的生命，也

是由它承载的。而它的起源，超过人

类历史太多年代，讲起来也是纷繁复

杂，所以要另立门户详谈了。至于雪

的形成，依托于水，而又脱胎换骨于

水。雪的前身是云，云是由很多固态

水，也就是小冰晶组成的。这些小冰

晶在接触和碰撞的过程中，慢慢的

越来越重，变成了较大的冰晶。当冰

晶的重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在适合的

条件下，就会从天上落下来。如果在

下降的过程中，冰晶遇到热就会变成

小水滴，这就是我们常看见的“雨

水”。而如果下降过程中热量不足以

使小冰晶变成小水滴，这时候我们就

会看到雪了，这就是雪的形成过程。

可见雪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因素下的促成品，而在江南这必然因

素却形成得极慢，有时候等待得久

了，都要遗忘时才会来，懂得珍惜才

是对不见最好的纪念。

后来，雪就下好了。

南雪
It’s snow season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Yangtze River

江南一下雪，南京就成了金陵；北方

一落雪，北京就成了北平。这两个

旧时京都在大雪中都变得历史感厚重

起来。而在江南的一隅还有一个一飘

雪就成了姑苏的苏州——“窗含西岭

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吴地在

三国时期，是孙氏一族的领地，史书

上记载的孙氏父子尤指孙坚与孙策，

父亲的霸气被孙策继承了精髓，所以

后人送了他一个“小霸王”的称号，

这与“霸王”项羽，又有些区别。而

辅佐孙策的，乃是有和诸葛亮并称的

周瑜——周公瑾，据说此人不仅擅于

谋略，还精通音律，那著名的“曲有

误，周郎顾”说的便是他。而除了文

韬武略颇有建树外，他的样貌也是为

人乐道的一部分。只是千百年后的我

们，无疑只能靠猜测了，那些个文字

传说，还是杜撰添加出的想象，于今

时今日，都没有具象，何必再去添油

加醋呢。

姑苏城里园子，乃是江南一绝，甚至

在整个中华大地上，都能堪称绝顶。

他是不同于北平的那种皇家园林，大

气而肃然，那是帝王之家，自然是戒

卫森严，不容侵犯。而苏州城里园

子，秉承了江南独到的山明水秀，日

月光华之气，所以园内到处可见的亭

台楼阁，小桥流水，都是娟秀而唯美

的。任何一景都是充满意境的，而此

刻的大雪覆盖住了青石板路，更加增

添了水墨气息，黑白分明。

多年前，那个吟着月落乌啼霜满天的

张继，心里多少有点落寞惆怅，不然

怎么会有江枫渔火对愁眠的下句，只

是那年他是秋天对着姑苏城外的寒山

寺，若是冬天来的话，恰巧又逢上一

场大雪，看天地都被洗的黑白分明，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 《问刘十九》·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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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他也会觉得对错不是那么难以维

系吧。

沿京杭运河坐船，体会一把古人的闲

情逸致，待船家靠岸，西湖就在了眼

前。说到江南的雪，怎么少了杭州这

个有故事，有美景的地方。这西湖上

最广为流传的，一定是断桥上那两个

流传的百世的人——许仙与白娘子，

只是这传说在民间的影响力太广泛，

倒成了人人都会嘟囔上两句的戏码。

自然，这正是传说的魅力所在。当年

的一场雨，让两个有着前世渊源的人

相逢，一个为了报恩，一个为了结

善。后来的故事，不必赘述也已耳熟

能详了。只是从西湖坐船望出去，那

雷锋塔依然矗立，虽然法海与许氏夫

妇早已远去，一笑泯恩仇，而警示着

世人的封建礼教，依然岿然肃穆，时

刻警醒。

那么美的西湖，那么美的传说，讲到

最后却有些严肃。也罢，突然就想

到小时候那部如雷贯耳的《新白娘子

传奇》来，不知是不是所有80后的

记忆里都有这部电视剧，就如同《西

游记》一般，每年寒暑假都会如约而

至，少年时，也会傻傻披着床单，模

仿白娘子的一颦一笑，当时心里美滋

滋的，可现在看来，多有些“东施效

颦”的感觉。这是玩笑话了，如今一

提，都觉得人人心里都会有追求美好

事物的向往之心，就像落雪时分，要

看一看江南的韵味。

江涵雁影梅花瘦，四无尘、雪飞云

起，夜窗如昼。落了一夜的雪，杭城

已经美如水墨，无需再赘言赞美，只

是这种美，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错

觉中唐诗宋词就从历史长河中款款走

来，笼络了人心，不想跳将出来。这

么诗情画意的地方，只随便沿岸堤走

走，就随处可见诗词境界，这方城土

孕育出来的民风，嗅着都是韵味。旧

时的读书人，在这里修建书院，为的

是求真知，学真理。看层层叠叠的牌

楼，一进门，二进门上都覆盖着皑皑

白雪，有一种不畏风雪，持之以恒的

精神，感动是必然。而推远了整个看

门楼，却有一种寒梅独自开的抖擞。

花鸟飞绝，这“绝”是为了让瓦墙

边，那一身傲骨能更好的绽放。梅与

雪，堪称绝配！留在杭州写，感觉恰

如其分些，因为姑苏的话题还是偏

酥软，而杭州稍显独立些，所以这梅

还是留在了这里。说到梅，总让人联

想起“梅需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

一段香”，当然这是真实的体验，是

用眼、鼻，看到、闻到的结果。这在

需求层次中的倒数第二层，或者用

佛语来说，是人的五感之中的两感。

而在辨识了这些常态之后，精神层面

的需求，为我们更深层次地做了一次

探寻。有人说梅花开似雪，那是因为

梅花的花期是在寒冷的冬季，常与雪

为伴，它们是互相角力的对手，更是

互相扶持的朋友。只有白雪才能衬托

出梅的傲骨不凡，而也只有梅才懂得

雪的明洁透彻。雪只是以它的自然

形态，提醒世间万物，包容一切的原

力，是最为清澈的初心，并非旁骛。

而梅在绽开的一瞬间，告诉所有欣赏

它的人，牵强附会是一层多么多余的

假象，去掉表面的假象，才能看到初

心本然的个体。

雪与梅，果然是最心意相通的拍档。

而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孤舟远去的

背影，又将划开人世间怎样的风景，

一探究竟的好奇，世俗还是淹没了我

们，没有尽力去挽回心中的梦想，却

教会了我们世故的面对生活。而尊重

生活本身，才是天地间的自然法则。

友人突然发来了几张照片，我的臆想

和作文的念头被打断，却又因为这几

张照片复又拼接上去。绍兴，江南的

另一个城市，此刻图像里呈现出来的

雪景，正以其独特的视角提醒我们不

要把它忘记。

乌篷船泊在了码头边，任满天飞雪将

它覆盖，颜色被调成了黑白，其实江

南一下雪，整个色彩都会大部相同，

步调一致的呈现这一色块。好像又回

到了童年时的黑白电视机，看着戴花

的美人，怎么用眉眼流转出娇羞、轻

叹、热烈、欢快的美感，那时候没有

美颜相机，却真实地感受到了美丽是

什么模样，那时的演技真正是超群，

实力不俗。好了，说完了黑白，就回

到乌篷船里吧，我想此刻，里面应该

会有一位老者，就着这风雪天气，温

上一壶老酒，最好是女儿红，自然这

也是绍兴的特产，乌篷船加女儿红，

真叫人畅快淋漓起来。微醺的时候，

睁开双眼，看看满天飞雪的城市，前

人与今人，历史纵横交错，时光流

转，却改变不了秩序，那就顺其自

然，歇一歇手中的生活，安心地醉一

场。

老台门的圆拱下，一排长长的雪脚印

通向远处。看着它稀碎的痕迹，想起

小时候在老台门内嬉戏玩耍的时光，

岁月催人老，从不曾留情。可心里面

是知道的，纵使回不去，纵使不再

来，都是人生的体验。体验过后就变

成了经验，在日后的岁月中，偶尔也

会跳出来，把一些不开心，不顺心的

东西抹平，再然后就像一把宝剑，不

出鞘却能震慑四方。可能这把宝剑，

在那年的记忆里，是一群孩童嬉笑玩

耍的玩具，象征着最至高无上的权

利。

原来，在江南人的眼里，落雪真的是

一件那么美好的事物，美好到要用那

么长的篇幅，来记录所见所想，也要

用那么多的心境去抒怀品评。还好，

江南的雪还没有落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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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萍  图片/巴呗

把温柔刻在时光里
Etch tenderness in time

当夕阳逐渐退出白日的舞台，夜幕便

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包围起来，偶有几

声虫鸣声响起，多么惬意的夜，多么

温柔的时光。

一路走来，总觉得自己是个极为幸运

的人，这一生遇见过太多的温柔。儿

时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听她静静地诉

说着各种传奇的故事，生病时总有人

在床前悉心照料，沮丧时耳边从不缺

乏宽慰的声音……曾经以为这一切都

是那般寻常，或许是岁月让我更懂得

珍惜，此刻细细回想时，不由地觉得

分外美好，每一个温暖的瞬间都在我

心底化作成了时光留给我的温柔。

懂得接受温柔的人是幸运的，做个懂

得给予温柔的人更是一种幸福，如果

人人都能够心怀一份爱人之心，那这

世间一定会更加温暖。

从记事开始，父母便常常在我的耳边

叨念着，当别人遇到难处时一定要

伸出援助之手，多么通俗的道理，但

贵于他们一生都能够坚持。在熏陶之

下，我也一直都沿着他们的路途向前

走去。搀扶古稀老人横过马路，替幼

小的孩童拿下树枝上的皮球，在风雨

里与他人同伞……未曾想过会因为这

些不足挂齿的举动获得什么，却在不

经意间收获了无数的微笑和感谢，原

来我给予了温柔，也得到了温柔。

初秋时分，我拾起地面上那掉落的黄

叶，凝视着它斑驳的纹理，虽不知道

它曾经历过何种风霜，但我相信当它

汇入泥土化作养料的那一刻，生命中

必定也满是美好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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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刘敏   图片/丁亚

在童话中寻找自我
Find the self in fairy tales

九月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一天路过

学校的门口，看着那些戴着红领巾，

天真可爱的孩童步入校门，仿佛看到

了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除了上学读书，自己最喜欢

看小人书，特别是那些精美的童话故

事，好像这些小人书就在眼前，《卖

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和七个小

矮人》《一千零一夜》等等。

可现在自己已是一个成年人了，不知

这些经典的童话故事是否还在学校

和孩童中流传。如今的社会发展的很

快，人们要不断的跟上节奏，工作和

生活的压力使紧绷的神经总会有些酸

痛，变得似乎有些冷漠，那就需要松

弛一下，翻开儿时那些泛黄的相片，

童年的自己好像就在眼前，天真，可

爱，好动。《西游记》大闹天宫中的

孙悟空是曾经学习的榜样，曾经和玩

伴玩耍还有些男子汉的味道。人长大

了，居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蔫”了，

这究竟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

们改变了世界？估计现在也找不到答

案。

那就再看一遍这些经典的童话故事，

走进这童话的世界里去寻找答案。

这些故事依然是那么迷人，会让那些

孤寂的灵魂找到归宿，让人们有种

期待，会得到善良《拇指姑娘》的帮

助，会有《夜莺》飞入你的梦乡，更

会让我们坚信《野天鹅》故事中，善

终究会战胜恶，爱也总是那么坚贞，

就像《海的女儿》那样甘愿舍弃自己

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一切美好的向往就像是《卖火柴的小

女孩》划亮所有的火柴，渴望着慈祥

的老奶奶把她带到天堂，可最终……

美好还是很遥远，但终会有那么一天

到来，真善美一定会战胜假丑恶。这

些童话故事曾安抚着人们，治疗我

们内心的创伤，让我们学会默默地奋

斗，相信总有老奶奶那一双慈祥的眼

睛看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期待成为

白天鹅的那一天。

这些优美的童话故事伴随着我们成

长，曾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在漆黑

寒冷的夜里，点亮了一把熊熊的烈

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照亮我们前

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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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丽洁

共余生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you

适逢同学莎莎得弄璋之喜，前几天探

望这位许久未见的闺蜜。车行将至

时，远远看到她迎在大门口。刚刚出

了月子的莎还有没有完全恢复，体

态不似孕前的不堪盈握，形容有些疲

惫，想来抚育后代确是一件幸福而辛

劳的事。

未进家门，一阵响亮清脆的啼哭声传

来，莎略显急促地开了门，一边对我

说“自己坐，别客气”，一边匆匆换

鞋走进卧室，接过老人手中的婴孩，

喂奶哄睡去了。我不禁莞尔，这场景

像极了曾经初为人母的自己。

初识莎，是在初二的竞赛班上，她是

个腼腆的女孩，我们的交往从“我借

你用橡皮、你借我抄一下笔记”的同

桌之谊开始；熟识之后，莎却是个话

痨，笑点极低的我每每被她的语出惊

人惹得捧腹大笑。

豆蔻之年的友谊，于繁忙功课的间

隙，悄然萌生。

中考过后，我们不出意外地读了同

一所高中，却出乎意料地进了同一个

班。陌生的环境、熟悉的朋友，于是

顺理成章，我们一同晚饭（因为有晚

自习，晚饭期间不允许离校）、一同

放学回家。我们进出都是成双结对，

直到高二文理分班，我留在划为理

科的原来的班级，而莎选择了她擅长

的文科，搬去了楼下。进入了新的班

级，结识了新的同学，我们的联系在

不知不觉间渐渐断了……我们不再一

起放学回家，因为莎选择住校，为逐

渐加重的学业争取更多学习的时间；

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饭，因为两个班级

下课时间经常不同。我们的交流越来

越少，难得在楼梯上碰面，却只能

匆匆打个招呼，我几次看到莎欲言又

止，我似乎猜到了她要说什么，青春

期的自尊心却最终没有让我开口……

不日晚饭后，我从食堂回来，看到莎

正站在教室门口，她看到我，把手中

的一个信封塞进我的手中，我笑问：

这是什么？她答曰：自己看吧。留给

了我一个浅浅的笑靥，踩着铃声跑下

楼去。信封上写着“笑展”两字。满

满两页信纸，隽秀小楷诉说着两人渐

行渐远的离伤，以及对这段友情的不

舍。少女敏感的心思于我心有戚戚

焉，于是提笔回信，相约每天一同晚

饭，哪怕只有一刻钟也好，谈天说

地、互诉心事。

因为这份友谊，我也同样珍视。

正想的出神，听到莎唤我名字，思绪

拉回当下。我走进卧室，看着莎怀

中小儿已然入睡，酣睡着的稚嫩面庞

让我不禁感慨时光如白驹过隙，相识

已有十余年。莎忽道：“一转眼我们

都当妈了，还记得当年为了谁谁谁纠

结失落伤心难过的日子吗？”我被她

问的笑了：“你没听说七年一个轮回

吗？完全没有当年的感觉了。”在莎

面前，我从未想过有什么话是无法

启齿的，曾经明暗交杂的酸涩心情，

曾经为了一个特定的人的一个小动作

而豁然明媚的整个冬日午后，那一段

时间内繁重的学业加之萌动的花季情

愫，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莎总是那

个在我最需要支持安慰的时候抱着我

让我哭个够的人。

我友知我，无它。

高考过后，两地求学，大学毕业，异

城而居。各自成家，生活琐事，虽然

相隔不远，每年却是见不了几次。然

而即使长久未见，心中也会为彼此留

有一个专属的位置；只消相约有期，

一个眼神便能长夜漫谈，默契一如往

昔。

曾经看到一本书中说：“人生就像一

条河流，不知流淌至哪个分岔，就

会和同行的人分往不同的支流而去，

又不知会在哪个汇聚处，与其他支流

送来的人继续往前奔流。”而有的朋

友，纵然分别于人生某个岔路口，却

依旧能够笑谈岁月话桑麻，共余生四

季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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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大琴  图片/晓风

阔别十余载，今年申城再次迎来了

著名音乐剧《CATS》原版剧团的巡

演，有幸一睹这群调皮捣蛋的喵星人

在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边演绎喵星的故

事真是过瘾。舞美设计堪称一绝，暗

藏机关的道具装置延伸至舞台的各个

角落。编排上也设计了不少互动，一

不留神猫们便跳到观众席上求关注，

似乎身边任何地方都会有猫出没，把

观众一下子带到这个属于猫的世界。

音乐剧《CATS》改编自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艾略特写给孩子的诗集，讲

述了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月圆之夜，

杰利克猫族举行一年一度家族聚会

的故事。在黎明到来之前，他们的领

袖——英明的老杜特洛诺米将会选择

其中一只猫去到天堂重获新生。每只

猫轮番上场推荐自己，希望能被老猫

选中。其中有英雄猫、摇滚猫、小偷

猫、剧院猫、铁路猫、魅力猫、魔

CATS 术猫等等。它们能歌善舞各施其才，

性格迥异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经历，共

同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猫生悲喜

剧”，诉说着爱与宽容、黑暗与光明

的永恒主题。

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魅力猫格丽兹

贝拉和那首贯穿始终的著名唱段——

《Memory》。年轻时的格丽兹贝拉

魅力十足，是猫族中最美丽最受欢迎

的一个，因厌倦了猫族的生活到外面

世界闯荡后逐渐没落，流浪在最下等

的街区。如今皮毛不再光亮动人的格

丽兹贝拉回忆起曾经的幸福想要回到

杰利克家族时，遭到了其它猫的鄙视

和唾弃。历经了猫生的大起大落，尝

尽了世态炎凉的格丽兹贝拉在夜幕下

凄楚地唱出“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的词

句，那忧郁深沉的曲调表达了她的痛

苦、对幸福过往的怀念、以及归家的

渴望的同时也将全剧推向高潮，并最

终获得了猫族的原谅被老杜特洛诺米

选中，重获新生！

我想《CATS》的成功是因她带给观

众的不仅仅是舞美上的惊艳、曼妙的

歌曲和演员精湛的表演，更是在剧情

上，在每只“猫”的角色背后，都能

隐约看到人类生活的背景，找到属于

自己的影子。我们也曾像小猫们一样

无忧无虑爱玩爱闹；也有过英雄猫对

抗恶势力的机智和勇气；还有过摇滚

猫、剧院猫、铁路猫、魔术猫备受关

注的精彩时刻；或许内心仍然深藏

着白猫那样的纯情与多愁善感，但最

终会披戴起老猫的皱纹，在蹒跚步履

中明白生命的真谛。就如最后一曲老

杜特洛诺米所唱：你要对猫儿脱帽敬

礼，说声“你好吗？我尊敬的猫。”

这一定会讨猫儿的欢喜。因为毕竟，

人类真的很像猫！

现在，每当我见到台阶上慵懒地晒着

太阳舔着爪的喵星人时都不禁会想，

在那些不为人所见的夜晚，它们的世

界里拥有着怎样的精彩与回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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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如见伊，

天涯非咫尺，

不甘陌路人，

花尽孤木忆。

◎桂晓磊

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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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姚莉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Everything happens for the best

成功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对自己人生的

定义，可有多少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

上是一帆风顺的呢？

他叫张浩楠，曾是村里公认的秀才，

就在高考前几天，村里的家家户户凑

齐了上路费，由村长亲自交给他，并

护送他上车，赶往县里去高考。村长

和老师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道：楠娃

子呀，咱们村没出过一个当官的，咱

们全指望你了，考个好大学，出来当

了官，带着咱们村脱贫咯。母亲在边

上激动地抹着泪。可能是父亲去世的

早的缘故，母亲显得特别苍老。

赶到县城已是黄昏，头疼的厉害，昏

昏沉沉就睡过去了，可是一觉醒来已

经在医院里，医生说他得了脑膜炎，

已经昏迷了3天，如果不是被人及时

发现送进医院。恐怕抢救过来，不是

个废人就是个傻子。他猛然冲出医

院，发现高考已经结束。

他垂头丧气地走回村里，看到的都是

村民失望的眼神，他唯有没日没夜的

下农田耕作，以示谢罪。但这片贫瘠

的农田，更加上风不调雨不顺，又是

一个饥荒年。看着这片劳作了半年颗

粒无收的田地。他决定出去闯一闯，

母亲含着泪骂道：命比纸薄，心比天

高的娃子。在从小青梅竹马小芳的目

送中，他踏上了打工之路。

长途汽车站下车，满地都是提着包裹

的打工仔，包工头在人群中挑选着

人，他拥进了人流。可能是他的人高

马大，很幸运他被一个包工头选上，

跟着跳上车拉去一个煤矿。天没亮就

下矿，在一片黑漆漆的洞窟中，不停

地挖煤、运煤。天黑了爬上矿，浑身

腰酸背痛，随着人流来到擦洗区，对

着镜子吓了一跳，全身除了眼白处是

白的，全是黑的，连鼻孔里挖出的都

是黑煤。但想想这一个月的工钱可是

村里一年的收成呢！于是咬咬牙继续

着这日复一日的黑暗生活。突然有一

天，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给惊醒，得

知矿下爆炸，矿下的兄弟无一幸存。

想想村里的小芳，想想自己年迈的母

亲，他结完账匆匆赶回了家。在火车

上，他啃着冰冷的包子，心里却是暖

洋洋的，兜里用命换来的钱，可以让

自己最爱的2个女人过上好日子了。

乐着乐着就睡着了，等醒来发现兜里

的钱已不翼而飞了。他哭着、跳着、

嚷着却无人搭理他。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心灰意冷，越想

越觉得没脸回家，越想越觉得活着没

意义。突然被一声巨响打破，只见不

远处桥上冲下一辆大卡车，卡车上的

货都飘满一河。不一会儿工夫，河边

挤满了人，都在不停打捞这卡车上倒

出的蘑菇。跑近一看，卡车司机被

卡在车头内，虚弱的向外挥着手求救

着。但所有人都在拼命抢着蘑菇，没

人看到这里面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需

要抢救。他淌入河里，用铁棒撬开了

车门，背着司机送去了医院。这位司

机姓刘，是个种菌菇的。刘哥为了感

谢他的救命之恩，送他进入了农业学

校，培训菌菇栽培。带他进入了这条

菌菇致富大路。慢慢地，他在村里盖

起了小洋房，让最爱的2个女人过上

了好日子，带领着村民们走向了脱贫

之路。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悲伤：拼

尽全力还是急转直下，就像飞蛾扑

火终是灰飞烟灭。于是我们失望、沮

丧、困惑、挣扎，甚至绝望。但是，

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在恐惧中安抚

自己不安的心，在失落中收拾自己破

碎的情绪，在逆境中保持一个随遇而

安的态度，那么终会等到转角的光

明！余味苦涩，终有回甘！要坚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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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阿尔卑斯包含了东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和法国大部分的冬季滑雪场，南部与

普罗旺斯共享美丽的薰衣草田，西部有著名的罗纳河谷酒区，北部有历史文化名

称里昂和勃艮第的薄若莱葡萄酒区。除此之外，有阿尔卑斯小威尼斯之称的安纳

西、勃朗峰所在地的霞慕尼小镇、莱蒙湖畔的明珠依云小镇等都是罗纳-阿尔卑斯

大区不容错过的旅游胜地。

The Rhone-Alpes region contains the eastern Alps with most of the ski resorts in France, the south-
ern part has beautiful lavender fields like Provence, the western part is home to the famous Rhone 
Valley wine region, and the northern part is home to the historical city of Leon and the Beaujolais 
wine district. In addition, Annecy which is called the small Venice in the Alps and  Chamonix in the 
area surrounding Europe’s highest peak Mont Blanc and the town  of Evian on the side of Leman 
Lake are destinations that tourists should not miss.

撰文/Carrie

Sensual feast from Alpine
阿尔卑斯的感官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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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数不尽令人沉醉的组合：罗

讷-阿尔卑斯大区像浓缩的法国、阿

尔卑斯山上无数魅力四射的滑雪度假

地、米其林餐厅、中世纪山城和古

堡.这一切吸引着每年数以近百万计

的中国游客拥入法国。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法国就是巴黎。而法国当然不

仅仅是巴黎。法国之所以能成为全世

界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在于法

国风情的多样性：在相对较小的国土

面积上，法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多

样的地貌、风情、美食和文化。

中 南 部 的 罗 讷 - 阿 尔 卑 斯 大 区

（Rhone-Alps）好比是法国的缩

影：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地区，有着

特别丰富多彩的地貌和风情。这里

有法国广阔复杂的阿尔卑斯山，法国

最大的湖泊，著名的葡萄酒庄，无数

充满魅力的城市和滑雪度假胜地，

这里还是法国最著名的美食之乡。

更不用说，这里还有奇诡莫测的地下

岩洞，无数迷人的中世纪小山城，

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充满惊喜的古

旧市场，宁静平和的小镇生活。加

上这里位于法国、瑞士、意大利三

国的交界处，也是巴黎和蔚蓝海岸之

间的必经之地。从位于该大区的霞

慕尼（Charmonix Mont Blanc）

出发，经过勃朗峰隧道（Tunn e l 

duMont Blanc），另一端的出口就

是意大利了。多样的迷人风情加上地

处要冲，这里实在是法国最具吸引力

的地区之一。

绿色的盛宴

可以说整个大区是一个多彩的调色

盘：窗外的风光，光线的变换，满山

满谷的花朵……阿尔卑斯的雪峰时时

刻刻变幻的颜色，始终在牵动人的视

线。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的色彩随季

节变换而不断更替，但是四季都有自

己迷人的色彩。怪不得，当法国作家

拉马丹（Lamartine）面对罗讷河谷

地壮丽的山景，会对如此美妙的一刻

发出浮士德般的感叹和请求：“时

间啊，请收起你的羽翼，而仁慈的光

阴，请你停留吧。”

从巴黎坐TGV出发到罗讷-阿尔卑斯

大区的首府里昂（Lyon），进入大

区第一站就会到达法国著名的酒乡：

薄酒莱地区（Beaujolais）的重镇马

贡（Macon）。夏天的时候，葡萄园

都是满眼绿色。而缓慢起伏的绿色山

坡上，有赭黄色的房子，红坡屋顶，

静谧的葡萄酒乡在缓坡上次第出现。

开着车沿着乡野小路走，最优美的风

光会不时地冒出来。

　　　

夏季，坐落在阿尔卑斯大区的古

歇威尔（Cour ch ev e l）和梅杰夫

（Megeve）一派典型的阿尔卑斯山

区景象，绿色的山坡上开满了野花，

而远处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诸峰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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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还有本地区出产的全法国最多种

多样的奶酪，这些都是罗讷-阿尔卑

斯的重要色调：白色。这里是法国乃

至全欧洲的滑雪胜地：格勒诺伯尔、

古歇威尔、霞慕尼、梅杰夫等都是世

界著名的滑雪天堂。本地区曾经举办

过三届冬季奥运会。

　　

这些地方的滑雪设施非常好，有些地

方如古歇威尔，拥有世界上面积最

大的滑雪场之一，很多人专门从世界

各地赶来滑雪。暮色降临的时刻，这

个阿尔卑斯山深处的小村子，灯火通

明，白色的雪山变成了暗蓝色天幕里

的布景。这个时刻的古歇威尔，有着

难以言说的暖意。

罗讷-阿尔卑斯出产的奶酪多达100

种以上，数量居全法之冠。这当然是

因为阿尔卑斯山山区发达的传统畜牧

业从来就是法国奶酪的有力基础，更

因为该大区对美食不懈追求的传统。

人们不同的清凉感觉。在罗讷-阿尔

卑斯，有些地方夏季也可以滑雪。当

然，在夏天，阿尔卑斯最流行的运动

是健行以及山地自行车、攀岩、滑翔

伞等运动。这里是绿色和环保运动的

天堂。

白色的盛宴

远远望去就让人心境纯净的阿尔卑斯

山、微微泛金的白葡萄酒的液体、

在阿尔卑斯高山上茁壮成长的白色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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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盛宴

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的两个主要

产 酒 区 ： 薄 酒 莱 和 罗 讷 河 谷 地

（Vignoble Cotes du Rhone）出

产法国最受欢迎、销量最多的高级

红酒。薄酒莱的红酒多用Gamay葡

萄酿制。出产的酒色泽比较丰厚、润

泽，仿若不同颜色的红宝石。

　　

薄酒莱每个法定产区酒庄都有自己

的传统和故事，出产的酒味道比较

浓烈，比如Moulin-a-Vent，还有

Morgon以及Julienas。当然，薄酒

莱的红不止这些。在薄酒莱地区，好

像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里是一块多

么美丽富饶的地方：Beau是“漂亮

的”意思，而“Joli”则是“美好”

的意思。薄酒莱地区另外的迷人之处

是这里的一些红色村庄里用当地的红

色黏土做的外墙，夕阳西下的时候，

在绿色的葡萄园里，像图画一样。

每年的11月第3个星期四，薄酒莱新

酒（Beaujolais Nouveau）的发布

是一件全球性的大事。在新酒发布前

一天夜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

者、葡萄酒界的名人们在大酒商的酒

库里济济一堂，等着午夜的到来。来

自世界各地的富豪们的车甚至私人飞

机都已经等在门口，准备及时运送第

一瓶当年的新酒。

说起薄酒莱的酒庄，印象深刻的自然

还有那家名字中就有着浓郁调情味道

的“Sa in t-Amour”（神圣的爱

情）酒庄。“Amour”这个词用在

薄酒莱当然一点都不过分。薄酒莱的

人们，和罗讷-阿尔卑斯其他的人们

一样，是有着生命激情，懂得把生活

当作一种艺术的人。把生活当作一种

艺术的还有里昂的人们。

　　

里昂著名的歌剧院之一（Opera de 

Lyon）是一栋结合新古典风格和现

代的建筑。更奇妙的是，运用红外线

传感器，它的玻璃屋顶晚上的红光会

根据当天晚上剧院里观众人数的多寡

而调整。每逢著名的歌剧上演，剧

院里座无虚席，从外面看它的玻璃屋

顶，就是非常浓烈的红，是里昂暗夜

里最醒目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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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提每年冬天里昂的灯光节，届

时来自全球的视觉艺术家设计的灯光

让里昂所有的建筑物陷入一种迷幻的

色彩，你不会怀疑为什么出生在里昂

的法国作家圣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会写下多少年始终

打动世界上无数人心的《小王子》。

红色是里昂的丝绸颜色。而里昂

也 是 欧 洲 的 丝 绸 之 都 ， 爱 马 仕

（Hermes）原来就是里昂的品牌。

在里昂著名的丝绸博物馆，卡诺瓦

家族（Canova）的丝绸织品让我们

看到不同的优雅红色。鲜艳的红色

和典雅的材质相得益彰，宛若里昂

腰间的一抹妩媚装点。

蓝色的盛宴

蓝色是罗讷-阿尔卑斯重要的颜色。

雪山，一天有一半的时间是蓝色的。

湖泊，全天都是蓝色的。而天空的蓝

色，衬着罗讷-阿尔卑斯地上丰富多

彩的生活，是这里真正的布景。在

罗讷-阿尔卑斯南部的L'Ardeche河

谷，这通往普罗旺斯的门户，鸢尾花

总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开放。凡·高

画笔下的鸢尾花，它的神秘蓝色接近

于夏天在这里盛开的薰衣草的紫色。

罗讷-阿尔卑斯的蓝色，还是精致得

让人爱不释手的梅龙那陶器的那种纯

净的蓝。

　　

在阿尔卑斯山区，有的湖泊是用来让

人惊叹的，比如说，罗讷-阿尔卑斯

大区里有法国最大的湖泊莱芒湖（即

日内瓦湖）。而另外的湖泊是放在记

忆里好好珍藏的，比如，安娜西湖

（Lac d’Annecy）和布歇湖（Lac 

duBourget）。这些蓝色湖泊的旁

边是一些珍珠一样的城市，安娜西

（Annecy）始终跻身全法国最美丽

的城市之列，法国人说它是“天使居

住的城市”。

安娜西湖安静而秀丽，水色变换始终

是不同浓度的蓝色。纯净的安娜西湖

水顺着堤坞运河流淌在老城区之间。

夏天的时候，开满鲜花的两岸有无数

的露天咖啡座。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倒

映在安娜西湖中，空气清新，运河里

的水在缓缓地流动，清澈见底。

味觉的盛宴

在法国，厨师在民众中享有电影明星

般的荣耀和名声。名厨受到无数法国

人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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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坐的高级餐厅，餐具、桌椅都带有

家常风味，老板经常亲自跑前跑后，

东西好吃，量大，酒也很好。你和邻

桌坐得很近，举手投足，觥筹交错之

间自有融融暖意。

　　

听觉的盛宴

罗讷-阿尔卑斯是盛产音乐家的地

方，这一点毫无疑问。柏辽兹就出生

于格勒诺伯尔（Grenoble）的科特

圣安德烈（Le CoteSaint Andre），

而马斯奈（Massenet）是罗讷-阿尔

卑斯美丽小城Saint Etienne的儿子。 

一定是这里时而壮阔时而静谧的天地

让人们有音乐的灵感。也许旋律是个

好的介质，每一个地区的气息都可以

有自己的旋律：阿尔卑斯有阿尔卑斯

壮美雄伟的旋律，而L'Ardeche河谷

有着阳光灿烂、纯净温暖的旋律。

　　

在罗讷-阿尔卑斯，耳朵不仅仅是为

了著名的里昂交响乐团和里昂歌剧

院而激动。事实上，如果它自己有

生命，它会非常好奇和感动地倾听

罗讷-阿尔卑斯大自然的每一个细微

的声响，像是夏天风穿过薄酒莱地区

满眼皆绿的葡萄叶子时细细的声音。

　　

而在安娜西，早上起来沿着湖岸跑步

的时候，鸟鸣声和湖水微微拍打岸边

的声音是另外一种天籁。这个时候，

第一缕阳光照在对面的雪山上，把雪

山照成微微的红色。湖面上的雪山倒

影是摇曳不停的一个淡淡的色块。如

果色彩会谱曲，那么整个多姿多彩的

罗讷-阿尔卑斯就是一首交响曲。

全法国最有名的厨师大多在罗讷-阿

尔卑斯，比如最有名的保罗·博古斯

（Paul Bocuse）、让·保罗· 拉贡

贝（Jean PaulLacombe）、皮艾尔·

欧西（Pierre Orsi）、克里斯蒂安·

德德铎（Christian   Tetedoie）、菲

力普·沙文（Phil ippe Chavent），

这些名字都是在全法国鼎鼎大名的。

里昂作为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的首

府，是整个欧洲无可争议的美食之

都。除了城里不计其数的大牌饭馆

外，里昂的风味小饭馆（Bouchon）

是体味里昂最地道的方式。这里的红

酒焖仔鸡、特色猪脚等都让人感觉到

里昂人民以饮食为宗教的生活方式。

　　

在真正的小饭馆里，你可以品尝到地

道的里昂美食。这里绝不是让人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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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临，大雪纷飞。日本长野地狱谷野猿公园里有成群

的雪猴在泡温泉，十分温馨有爱。

In snowy days in winter, snow monkeys enjoy the hot springs in the 
Jigokudani Monkey Park in Japan with love and peace. 

撰文/图片 梁凤英

Snow monkeys enjoy hot springs
日本雪猴泡温泉

长野温泉中的雪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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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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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野地狱谷温泉的日本猕猴也称“雪

猴”，雪猴是世界最北的非人类灵长

类动物。毛长尾短，性格温和容易驯

化。相传现在的地狱谷野猿公园，起

源于上信越高原国立公园志贺高原的

横汤川的溪谷中，因当地悬崖陡峭，

到处升腾着温泉热气，古代人看到这

种光景便称其为“地狱谷”，却没料

到现在反而成了野生猴子的泡汤天

堂。

玩耍

抱团取暖

恩爱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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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猴子总是喜欢在树

上觅食或者玩耍，但日本的这群猴子

却显得与众不同。白雪纷飞时，雪猴

纷纷跳进温泉中取暖驱寒，保持身体

里的热量，度过漫漫寒冬。这些红色

面孔的雪猴身披浓密的棕色毛发，攀

附在岩石上，打着呵欠，很享受地将

身子浸泡在温暖的温泉中。它们互相

梳理毛发，抓抓虱子，相互依偎和帮

助，一幅和谐美好的景象。

快乐的日本雪猴
看手相

抢玩游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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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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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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解释者》
 [美] 兰道尔·门罗  著

《无尽的岁月》
[爱尔兰] 塞巴斯蒂安·巴里  著

《刀锋》
 [英]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著

02

01

03

被奉为美国“国宝”的趣味科普作家兰道尔·门罗，曾在NASA

工作制造机器人。2006年成为全职网络漫画家，美国最热门科

普漫画网站xkcd的创立者。出版作品《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

问题》《万物解释者》，均获比尔·盖茨强烈推荐。

该书用小学生都能懂的文字和大幅蓝图科学解释万事万物，满足

5-105岁人类的好奇心。

作者以严谨的科学家态度，解释了世界上有趣又难懂的45种事

物：围着太阳转的其它世界（太阳系），构成世间万物的各种玩

意（元素周期表），在你体内装着很多水的小袋子（细胞）……

《无尽的岁月》以美国内战为创作背

景，充满激情的文字将人们带回到19世

纪美国社会的暴力与恐怖中。成功之处在于主题宏大却贴近读

者，在历史的喧嚣与混乱中，为爱与平安创造了空间。

爱尔兰著名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凭借《无尽的岁月》获得英国

2016年科斯塔年度图书奖。

科斯塔图书奖是英国重要的文学奖项，其前身是创立于1971年的

惠特布雷德图书奖，参评范围仅限于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作家，包

括小说、诗歌、传记、处女作和儿童文学５个奖项，并在５个奖

项的优胜者中评出科斯塔年度图书奖。

《刀锋》是毛姆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该书出版首月，

就在美国狂销五十万册，两度被改编电影，入围奥斯

卡最佳影片等多项提名。

该书背景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主人公美国青

年飞行员拉里·达雷尔一战时服役于空军，战友之死

让他惊觉生命之无奈是不可逾越的。退伍后，拉里不

上大学，不结婚，也不愿就业，抛下亲友，到欧洲

游历，后远赴印度，在一位象神大师的静修院受到启

发，顿悟了生命的真义。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是

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摆布？”主角拉里在未婚妻面前

说出内心的疑惑。这位青年为何忽然解除婚约，放下

一切，到海外过着不务正业的放逐生活？这就是《刀

锋》的故事。

《刀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价值，还在于它

是一部具有浓厚哲学意蕴的小说，一部关于终极价值

的书。毛姆将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凝聚于这部作

品中，书中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影子。小说表达的

主题是对人生意义和自我存在意义的追寻。

INFORMATION  资讯速递

86 AIRPORT  JOURNAL



德美第奇冰激凌全新推出意大利甜点暖化新年

这个新年，意大利正宗德美第奇冰激凌(De Medici)全新推出意大利托尼甜面包 (Pa-

nettone)和潘多酪面包(Pandoro)，经验丰富的烘焙大师Riccardo新鲜出炉的托尼

甜，将暖热严冬。

意大利语panettone意为“托尼的面包”，呈圆柱形，是源自意大利米兰的甜点，也

是500年来米兰市的标志性美食。每到圣诞节和新年，它们就会出现在大街小巷，古

老的和圣诞老人一样。其内里通常塞满糖煮桔子、柠檬皮和葡萄干，味道和颜值一样

令人回味，微甜但也不至于甜腻，是任何节日派对的完美礼物。

起源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城的维罗纳黄金面包潘多洛(Pandoro)，也是圣诞节和新年

期间常见的节日面包。以特殊模型烘烤而成的切面为八角星形平截体形状，造型绝对

令人耳目一新。脱模后再于糕顶洒上香草味的细白糖粉，摹拟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白雪

皑皑的雪峰，用于庆祝圣诞佳节再妥帖不过。近年，意大利人为增加潘多酪面包的口

感，也在糕体内挖洞，填入生奶油或香草口味的意大利冰激凌等馅料，抹酱也可以直

接涂抹于面包切片上，可谓极尽心思创意。

《布鲁斯·瑙曼：消失的行为》

Bruce Nauman: Disappearing Acts

MoMA，六楼，2018年10月21日—2019年2月18日

MoMA PS1，2018年10月21日—2019年2月25日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

馆MoMA和MoMA 

PS 1日前共同举办

美 国 艺 术 家 布 鲁

斯 · 瑙 曼 2 5 年 来

的第一次全面的回

顾大展《布鲁斯·瑙曼：消失的行为》，展览的一部分作品于2018年10月21日至

2019年2月18日在MoMA展出，另一部分作品则于同一时间在MoMA PS1展出。展

览由MoMA和劳伦茨基金会（Laurenz Foundation）、巴塞尔舒拉格当代艺术馆

（Schaulager Basel）联手组织。《布鲁斯·瑙曼：消失的行为》的参展作品来自

这两家机构的丰富馆藏及近70位借展方。

此次展览回顾了瑙曼完整的职业生涯，共展出165件作品。这一次联合展览让观众

得以有机会了解瑙曼所掌握媒介的丰富性，从绘画、版画、摄影、雕塑、霓虹灯到

表演、电影、视频和建筑学的环境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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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培训“四注意”

目前，在线培训因其方便快捷的报名

方式和自由轻松的授课方式，备受年

轻家长的青睐，逐渐成为培训消费趋

势。在此，我委提醒广大消费者擦亮

图片/饭团子

Four notes for online training

眼睛、提高警惕，在为孩子选择在

线培训时务必要注意以下事项：一

是选择有资质的、正规的、口碑好

的培训机构；二是电子合同中务必

明确付费标准、培训期限、退款条

件、违约责任等事项；三是留存相关

付款凭证，以备维权之需；四是切勿

泄露与培训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

INFORMATION  资讯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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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预付消费该注意什么？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越来越普及，不

少餐饮服务企业也通过促销或低价等

活动形式，吸引消费者办理充值卡。

然而，不少餐饮服务企业在收取大量

消费者预付餐费后，突然关门停业，

图片/饭团子

Precautions for those prepaying for catering services

引发恶劣社会影响。市消保委在此提

醒广大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前，要

对商家资质、信誉和办卡优惠细则进

行充分了解，并签订书面合同。对于

合同中有歧义的条款应要求商家解释

并书面说明，或重新拟定双方均认同

的补充条款，并保留相关证据，及时

核对消费余额。此外，消费者务必适

度充值、及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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