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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s of Shanghai airports in 2018
数说上海机场的2018
撰文/马新华   图片/东子

2018年12月31日23:56，随着HO1262航班顺利降落在浦东
机场第4跑道，浦东机场连续实现了第19个安全年。

2018年12月31日23:45，随着MU5160航班顺利降落在虹桥
机场东跑道，虹桥机场连续实现了第31个安全年。

The smooth landing of HO1262 Flight at the 4th runway of Pudong 
Airport at 23:56 on December 31, 2018 marked the 19th safety year in 
a row for Pudong Airport.
The smooth landing of MU5160 Flight at the east runway of Hongqiao 
Airport at 23:45 on December 31, 2018 marked the 31st safety year in a 
row for Hongqiao Airport.

根据统计快报显示， 2 0 1 8年，浦
东和虹桥两大机场保障年起降航班
771957架次（浦东机场504972架
次，虹桥机场266985架次），完成
年旅客吞吐量11769 .97万人次（浦
东机场7405 .42万人次，虹桥机场
4364.55万人次），完成年货邮吞吐
量416 .94万吨（浦东机场376 .19万
吨，虹桥机场40 .75万吨），客运量
同比增长5.20%，货运量与航班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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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民航华东空管局、联检单位、

航空公司、上海机场集团等单位的协
同推进下，研究出台了《上海机场提
升航班正常性专项工作计划》；构
建了三个层面协同工作机制来推进
航班正常性工作，市政府层面建立了
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联席会议机制，

民航华东管理局牵头建立了航班正常
管理协同机制，机场集团依托空港社
区联建共治委牵头建立了两场航班正
常性工作协同指挥平台；研究制定
了不正常情况下航班动态调减方案。

在各方综合施策、协同努力下，空
中临时航线、等待空域的使用效率
和地面运行保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
升，两场的放行正常率呈现了明显
上升态势。2017年4季度，浦东机场
平均放行正常率85 .65%，虹桥机场
平均放行正常率92 .17%。2018年前
11个月，经受了冰雪、台风、强对
流的严峻考验后，浦东和虹桥机场的
航班放行正常率持续巩固，分别达到
82.46%和88.78%。在首届进口博览
会保障期间，面对专包机、要客、普
通航班同步运行保障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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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虹桥机场放行正常率分别达到
了92.11%、95.08%。

智慧服务持续引入
积极打造智慧机场，持续引入全流
程自助服务，旅客出行更为高效便
捷。 2 0 1 8年4月和5月，虹桥和浦
东机场相继荣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 IATA）“白金机场”认证，这是
I ATA所倡导的“便捷旅行”项目
的最高级别认证，旅客可以在两大
机场体验到更为便捷的自助出行服
务。2018年10月15日改造完成全面
启用的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的国内出
港流程，在值机、行李托运、安检、

登机4个环节全面引入了自助服务设

备，历史悠久的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
华丽“变身”为国内自助流程比例最
高的航站楼，再度成为民航智慧服
务的标杆。浦东机场航站楼内已设
置186套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终
端，包括东航、春秋等20余家航空
公司正在使用。2018年10月29日，

浦东机场推出出境“无纸化”便捷出
行服务，旅客凭电子登机牌“二维
码”扫码完成边检通关、安检验证、

登机等登机流程，实现“全程扫码，

无纸通关”服务。

人文服务持续刷新
2018年是《上海机场集团持续提升
旅客体验专项工作计划》正式出台
实施的第一年，上海两大机场以改
善旅客体验为导向，体现更精细、

更人文的“上海服务”内涵。为了让
旅客在上海机场感受到更高效率、更
高品质、更加真情的出行体验，以迎
办首届进口博览会为契机，上海两
大机场不断刷新服务新高度。浦东
机场“爱心通道”服务延伸至到达
区域，免费提供轮椅接机以及优先
检疫、边检、通关的一站式特色服
务；招募志愿者组建了多国语言项
目组，提供小语种咨询服务；打造
多功能主题卫生间和集“卫生护理、

哺乳、陪护者休息、婴幼儿娱乐”四
大功能为一体的旗舰综合母婴室。虹
桥机场“温馨通道”服务贯通航空、

高铁、地铁3种出行方式，为老弱残
孕等特殊旅客提供“一站受理，全程
畅行”无缝隙增值服务体验；并在到
达区增设了“行李到家”服务；引进
了手推车消毒的暖心服务。2018年3
月，虹桥机场再次荣膺全球商旅服务
届权威的SKYTRAX颁发的中国最佳
机场奖，当年9月，浦东机场荣获国
际机场协会（ACI）2017年度“全球
旅客吞吐量4000万以上级最佳机场
第2名”，上海机场服务再次得到了
国际认可。

去年基本持平。目前，有107家航空
公司开通了上海的定期航班，联通全
球48个国家、300个通航点（其中国
际航点135个），2018年新增国际航
点5个。

航班正点持续巩固
为了扭转2017年年初两场航班正常
率偏低的被动局面，当年9月份，以
长三角地区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试
点为契机，在市政府、民航局的领导
下，在部队的支持下，在民航华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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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Spring Festival Service Guarantee at 
Shanghai Airports Ended Successfully
上海机场2019年春运保障圆满落幕

撰文/尚机轩   图片/薛敏 王跃进 孙正 鲍文婷

智慧提效，服务增温，上海浦东、虹桥机场铺平旅客春运路

With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better service,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and 
Hongqiao Airport set the scen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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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1月21日启动的2019年春运于3月1日落幕，为期40
天。据统计，今年春运期间，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共保障进
出港旅客1353.98万人次（浦东机场871.95万人次，同比增
5.9%，虹桥机场482.03万人次，同比增9.9%），比去年春
运增长7.3%，保障航班起降87670架次（浦东机场57265架
次，同比增3.5%，虹桥机场30405架次，同比增6.9%），

同比增长4.7%。今年春运浦东和虹桥机场进出港人次的极
端高峰日分别出现在1月31日和2月22日，各达到了254017
人次和133877人次。回顾今年春运，上海两大机场春运旅
客总人次再创历史新高。面对航班持续高位运行和客流量屡
创新高的运行态势，上海两大机场开启“春运模式”，采取
了多项应对措施，以高效的运行品质和有温度的“上海机场
服务”让旅客的春运之路更加顺利、祥和。

2019 Spring Festival lasted 40 days from January 21 to March 1. Accord-
ing to statistic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is year, a total of 13,539.8 
thousand trips were made to and from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and 
Hongqiao Airport, 7.3%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 (8,719.5 thou-
sand trips in Pudong Airport, up 5.9% year on year; and 4,820.3 thou-
sand passengers in Hongqiao Airport, up 9.9% year on year). A total of 
87,670 flights to and from the airports were guaranteed with a year-on-
year increase of 4.7%. (57,265 flights in Pudong Airport, up 3.5% year 
on year, and 30,405 in Hongqiao Airport, up 6.9% year on year). The ex-
treme peak days of the arrival and departure of the airport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season this year occurred on January 31 and February 
22, reaching 254,017 and 133,877 respectively. A review of the Spring 
Festival this year shows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assengers to the two 
major airports in Shanghai reached a record high. With the number of 
flights and passengers remaining high, the two major airports launched 
the “Spring Festival Mode” and adopted a number of countermeasures 
to provide passengers with a happier and safer trip through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considerate “Shanghai Airport Service.” 

浦东机场：
春运夜间航班量居国内首位
浦东机场是民航局2019年春运首次
试点国内航班延长运行时间的机场
之一，凌晨1时至6时抵离浦东机场
的春运夜间航班总量近900架次，是
保障夜间航班量最多的机场。执行飞
行任务的航空公司主要有东上航、南
航、海航和乌鲁木齐航空，主要目的
地有哈尔滨、深圳、福州、海口、乌
鲁木齐等热门航线。为此，浦东机场

采取多项应对措施，保障夜间航班
顺利运行和旅客出行便利。如为夜
间航班预留廊桥停机位，便利旅客上
下航空器；夜间航班进港后，行李大
使继续在行李提取区提供服务，商业
网点、餐饮延长营业时间，晚间医疗
点值班医护人员从一组增加至二组。

针对乘坐夜间航班的旅客容易晚到的
情况，地勤服务部门为晚到旅客发放
印有专用LOGO的贴纸，提示旅客走
安检急客专用通道，减少晚到旅客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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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情况。安检岗位利用“安检-航
司”运行协作平台，根据航班动态信
息，调整勤务，确保安检现场人员充
足，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浦东机场在市交通委支持下，与出租
车公司、公交公司等交通服务单位协
同提升夜间客流疏散能力。加大守航
夜宵线备车数量，并在客流高峰时段
缩短发车间隔。机场守航夜宵线春运
期间备车数量由平时22辆增加至42
辆。机场四线、机场五线运营时间延
长至24时，并根据客流情况设置双
末班车。投入了定制2条线路的定制
巴士，从22时至次日2时分别开往三
林和金桥。当出现大客流集中到达

时，发放大巴把旅客免费送到市区主
要交通集散点龙阳路和人民广场。

虹桥机场：
春运航班正常率居国内前列
虹桥机场经历今年春运航班、客流创
新高的考验，运行品质进一步得到
巩固和提升。虹桥机场依托运管委平
台，会同空管、航空公司等驻场单
位加强协同指挥，1月份机场放行正
常率达92 .96%，位列全国21个时刻
协调机场第一位。2月份客流逐步放
量，同时恶劣天气多发，特别是春节
期间的2月8日上海遭遇雨雪恶劣天
气，虹桥机场立即加密了在低温条件
下的跑道滑行道巡检频次，并在航后

对跑道进行摩擦系数检测，确保跑道
始终处于安全适航状态。当天在完成
89架次航空器除冰雪工作基础上，

航班放行正常率达到84 .37%的较好
水平。春节长假期间（2月4日至10
日），虹桥机场航班放行正常率达到
91.8%。春运后半段，上海遭遇连续
阴雨、大雾等天气，机场及相关各方
共同维护运量高位区的高品质运行态
势，2月份的航班放行正常率仍保持
在90%以上，该项指标位居国内机场
前列。

机场地面交通保障增容提效
浦东机场重点加强了高峰日停车和
进港旅客交通保障工作，春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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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P5临时停车场，增加泊位供
应；公交、出租车站点根据客流增加
运力，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平稳应
对大客流。出租车方面，发车总量
37 .88万辆，日均9470辆 ,同比增长
了1.95%，发车日峰值1.38万辆；面
对出租车用车高峰，浦东机场利用智
能系统及时掌握航班动态及站点客流
量，及时调整两楼站点的供车分配比
例，确保满足用车需求。停车方面，

进出库总量266.52万辆，日均6.59万
辆；同时在库车辆峰值达8997辆。

浦东机场联合机场公安加强地面车辆
引导，采取车辆分流、间歇式入库的
灵活管控模式，确保车辆进出机场主
干道通畅、旅客停车和接送客有序。

同时，加大摆渡车运行频次以满足旅
客在远端停车库的停车需求。远端
摆渡车备车56辆，发送旅客29.43万

人次，同比增长21 .56%，日峰值达
3.36万人次。

虹桥机场在春运后半段迎来返程客流

高峰，2月22日（元宵节后第一个周
五）进港旅客达到6.84万人次，进出
港13.4万人次，创下了虹桥机场春运
进出港客流纪录。虹桥机场与四大出

旅客点赞浦东机场出租车免费热姜茶

浦东机场旅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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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公司启动临时调车机制，当日发
车量达到1 .5万辆车次。地铁在返程
高峰期间，常态化加开2号线、10号
线班次，最晚延迟至凌晨1时15分。

夜宵巴士随航班常态备勤，适时增加
车次做好返程旅客保障。春运期间，

虹桥机场共计发送出租车40余万车
次，开启出租车备用通道21次；机
场停车库车位储备量充足，车位周转
率显著提升，基本未出现停车库饱和
拥堵等情况。

智慧服务助力机场流程提速
网络连接更加便捷。春运前，浦东机
场和虹桥机场同时推出了WiFi升级
提速。两大机场打造的WiFi网络采
用了国内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方案，

浦东机场同时支持5万人使用，平均
网速提升20倍，从2 .4Mbps提速至
50Mbps，旅客一次认证后即可在浦
东机场享有3个月一键上网，解决了

以往机场WiFi信号不稳的问题，覆
盖了旅客从办票到候机到登机的所有
区域，实现了旅客在浦东机场全流程
极速上网无盲区。虹桥机场旅客使用
免费WiFi时，可直接选择微信一键
登录功能，有效简化认证步骤，进一

步提升旅客在机场上网体验。1号和
2号航站楼旅客候机区无线上网速率
普遍提升到10Mbps秒，而旅客最为
集中的T2航站楼值机区上网速率最
高可达50Mbps。

虹桥机场航站楼“回家过年”灯影艺术装置

浦东机场公益性亲子服务项目“移动大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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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出行高效登机。两大机场加大自
助设备和无纸化登机推广力度，通过
自助值机或手机值机、自助托运行
李、快速通道、人脸识别、无纸化登
机等系统实现智能“无感”出行服
务，提升了登机流程效率。两大机
场新增了多条手机值机、自助验证等
智能化的安检通道，自助验证效率
较人工验证效率提升15%，减少了旅
客安检排队等候时间。浦东机场每天
平均有52000人次通过人脸识别系统
过安检通道 ,出入境自助通道数量达
到120条，旅客可享受“10秒通关”

体验。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国内出发
旅客也基本实现自助安检验证全覆
盖，2号航站楼的自助验证通道新增
10条。安检智能机器人“小勇”加
入安检服务团队，不仅为旅客提供维
序、指引、问询及安检提示等一系列
智能服务，还与旅客进行互动交流。

此外，两大机场无感支付也扩大了服
务范围。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停
车场全部实现支付宝、微信、ETC支
付，车辆进出场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引入了国内机场

首家无人便利店，扫码进店、无人收
银、无感支付三大服务特色，为机场
旅客提供“即拿即走，无感支付”的
全新购物体验。

真情服务温暖旅客春运旅途
春运航班和客流节节攀升，两大机场
在服务细节和人性化服务方面也不
断提升旅客感知度。浦东和虹桥机场
分别试点推出了行李装卸透明作业。

在行李装卸区安装摄像头，并在行
李到达区以大屏幕显示，全程反馈
行李的搬运过程。透明行李服务得

到了旅客的普遍点赞。浦东和虹桥
机场现场问讯服务推出的特殊旅客
服务延长了服务链条，与地铁、火
车、航空公司等空港社区成员单位
之间实现了“无缝隙”服务，老龄
等特殊旅客在各种交通方式之间转
乘可以获得专人引导、轮椅服务、

代办手续、专用通道和机场免费电
瓶车等关怀服务，在春运期间，浦
东和虹桥机场现场问讯柜台日均接
待问讯1 .4万人次，浦东机场“爱心
通道”和虹桥机场“温馨通道”提
供轮椅陪护209人次，电瓶车免费服
务保障特殊旅客402人次。空港社区
单位在两场开展了春运志愿服务，参
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达600人次，浦
东机场“雷粉团”、虹桥机场“小彩
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讯导乘、自
助值机、安检维序、行李提携、爱心
帮扶、文明宣传等志愿服务，累计服
务时间逾3800小时，日均服务旅客
9700余人次。机场安检员在对摄影
器材、精密仪器等物品检查时，会佩
戴专业手套，加强设备防护，向携带
超量液态物品但没时间办理托运的旅
客，提供液态物品分装瓶。安检区实
行脱鞋检查时新推出了符合人体工程
学的定制“脱鞋凳”，并配备拖鞋和
鞋拔，旅客的安检服务体验感也得到
了持续改善。两场航站楼内空调进行
了优化，覆盖旅客进出港全流程，保
持舒适体感。

浦东机场运管委各单位加强协同保障航班准点

虹桥机场迎新春民俗活动

15AIRPORT  JOURNAL



“National Five-star Site”comes into 
    being in this way
“全国五星现场”是这样炼成的

撰文/鲍文婷  张明

浦东机场出租车管理插上高科技翅膀

近日，浦东机场T2出租车站点荣获“2018年度全国五星现场”称号。五星现
场是全国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的最高荣誉。浦东机场出租车站点始终以旅
客为中心，通过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科技创新，打通航班、旅客、车辆数
据交互的壁垒，实现客流通畅、车行顺畅，确保每一位旅客畅行到家。

Recently, the T2 taxi station of Pudong Airport won the title of “2018 National Five-star Site”, 
which is the highest honor for the nationwide on-site management rating campaign. The 
Pudong Airport taxi station has always centered on passengers. With innovations in manage-
ment, service and technology, it has removed barriers to data exchanges of flights, passen-
gers and vehicles, achieved smooth flow of passengers and traffic, and ensured that every 
passenger can travel home safely.

曾经，浦东机场出租车站点是机场服
务的痛点和难点，出租车排队时间
长、旅客等候时间长、“被短途”等
问题成为引发矛盾、投诉抱怨的导火
索。股份交通保障部自2017年以来
自主接管浦东机场出租车站点业务，

优选青年骨干组建出租车站点科，

全科人员加入“畅行组”突击队，

以“痛点变亮点”、智慧交通为目
标，加大新技术的开发投用，取得了
预期效果。

大数据运用，出租车排队不用愁。浦
东机场出租车用车辆大，日均超过
1万辆是常态。然而航班波动、旅客
交通选择习惯、市内出租车用车需求
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导致了出租车供
给与需求不能预测、不好管控、更不
能匹配。保障部加大数据整合分析能
力，联合交通委等部门，后台与机场
运行指挥中心对接，获取未来数小时
内到港飞机架次与机型，按照平均上
座率预估到达旅客数量。同时，在出
租车站点现场加装客流计数器收集用

车旅客数量统计。通过两年多数据采
集，将到港旅客数据、旅客平均出港
时间、出租车乘车旅客数据、用车数
据等进行对比分析，推算出出租车用
车需求推算公式，调度中心即可提前
通知蓄车场做好车辆调配、向出租车
公司发布需求信息，将需求和供给进
行有效匹配，形成一套全新的出租车
智能调配系统，效率大大提升，出租
车排队时间由原来近4小时缩短为2
小时左右。

GPS定位，短途业务更规范。浦东机
场距离市区距离远，长差和短差费用
差别大，一些不法出租车司机容易在
接到短差后中途抛客、飚车行驶等，

引起旅客投诉和不满。在市交通委的
推动下，机场联合科研机构成立课题
组，与各大出租车公司合作，借助
全市出租车上安装GPS的契机，研发
了一套枢纽出租车智能管理系统，以
GPS轨迹识别取代人工发放短途票。

通过GPS定位，系统自动判断是否符
合短途业务规定，电子放行杆自动识

别并抬杆放行。这一系统投用后，浦
东机场短途业务量从原来的37%，断
崖式下降至12%左右，有效遏制了短
途业务的虚高现象。

客流密度统计，让等候可以预见。以
前，旅客进入出租车排队系统，看着
长长短短的队伍，不知道要等多长时
间，一些旅客害怕等候时间过长也会
选择放弃出租车改选其他交通方式。

为了对接旅客对等候时间预判的需
求，保障部在出租车站点进出口加装
了站点客流密集度监测和统计设备，

对站点旅客排队实时监控。通过数据
积累和统计分析，计算排队系统中旅
客流动速度、个人旅客和团队旅客分
布情况等，将客流数据传输到后台处
理，就能够计算出排队系统各点位旅
客预计等候时间。在一系列技术手段
投用后，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从原来近
40分钟缩短至平均10分钟左右，旅
客进入排队系统后看到个位数的等候
时间，就能够更加轻松愉悦地候车排
队。

Adding high-tech wings to taxi management of Pudong Airport

16 AIRPORT  JOURNAL

SKY CITY   天空之城





“寻车神器”有效破解旅客寻车难题

浦东机场停车场作为国内大型停车场之一，寻车难
是旅客经常遇到的困扰。2月1日起，浦东机场反向
寻车系统开始试运行。

在P1、P2停车楼B1、B2层停车的旅客，通过两个停
车楼内的共30台终端查询车辆的停放位置，根据终
端界面上提供的路线前往停车点便可找到自己的爱
车。春节期间，浦东机场还在查询终端机边配备现
场工作人员，为旅客查询提供便利服务。浦东机场
将根据试运行期间的系统运行状况，及时调整系统
设置，提供旅客更好的使用体验。

（黄丹蕾）

吴江传统手艺现身浦东机场

“满城灯火耀街红，弦管笙歌到处同。真是升平良
夜景，万家楼阁月明中。”近日，在浦东机场“乡
愁小栈”展厅里，来自吴江震泽辑里的手艺人正在
剥棉兜，将茧子煮熟、泡水、开剥、去除蚕蛹，层
层套在手上，最后晾晒干，剥好的棉兜就是蚕丝被
和蚕丝棉袄的原材料了。不少旅客第一次见到“原材
料”，纷纷表示：“这个元宵节在机场认识一个‘新
物件’，太值了。”   

（顾俊）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交通
配套工程开工建设

2018年12月29日上午，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交通
配套工程在P1停车库北侧开工。该工程是推进浦东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的建设有
利于提升浦东机场的枢纽功能和服务能力，也为即
将建设的机场联络线创造了有利的前置条件。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交通配套工程，位于浦东机
场两座航站楼之间的交通中心下方，沿迎宾大道南
北向设置，西临浦东机场1号航站楼P1停车库，东接
磁浮、轨道交通2号线，预计2022年底完工。

该工程全线紧贴交通中心建筑设施，在基坑围护和
基坑开挖中，对周边建筑的保护将提出更高、更严
的要求，工程总承包上海建工集团表示将通过发挥
自身积累的科技、管理、人才、品牌优势，确保工
程建设项目优质安全。

（季立群）

地铁2号线新增8辆列车直通浦东机场

为乘坐地铁2号线前往浦东机场的旅客提供更加便利
的出行服务，地铁2号线新增8辆新列车，每日11时
至16时，由徐泾东（淞虹路）特别发往浦东机场，

乘坐新列车的旅客可无需经过广兰路站换乘，直接
抵达浦东机场站。

（牛戈）

SAA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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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旅纵横浦东机场服务专区上线新功能

1月20日，浦东机场完成了在“航旅纵横”APP内
的“浦东机场服务专区”上线新功能的工作。在
2018年初搭建的“贵宾室预约、失物招领、商户
信息查看、航延福利券”的功能基础上，本次新增
的功能可以让旅客方便地使用“电瓶车预约、爱心
通道预约、智能安检过检效率、步行至登机口时长
展示”四项服务。目前“航旅纵横浦东机场服务专
区”日访问量超过2万人次，新功能上线后访问量预
计将持续上升。

（潘三红）

老字号“立丰”入驻虹桥机场

近日，上海著名休闲食品品牌、中华老字号“立
丰”又开新店，旗下全国机场首家“精肉门”店正
式亮相虹桥机场，店铺位于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3
楼出发层北侧，比邻东交美食廊，店内主推碳烧猪
肉、金钱猪肉脯、厚铁板肉、筷子肉干、XO酱猪肉
脯、猪肉薄片等肉制品。

（沪港）

虹桥机场行李寄存开通移动支付

近期，虹桥机场T1、T2两处行李寄存服务柜台正式
开通支付宝、微信及银联银行卡刷卡支付功能。以
往，由于行李寄存系统不兼容移动支付，旅客只能
用现金支付行李寄存费用，为进一步提升旅客支付
体验，虹桥机场经与浦发银行洽谈与对接，顺利开
通了移动支付服务，有效提高航站楼行李寄存服务
的品质和效率。此外，行李寄存柜台提供的打印、

复印、扫描、传真等有偿商务功能也可使用移动支
付。

（李丹菁）

空间艺术景观亮相虹桥机场T2

近日，由虹桥机场和华东设计院专业团队历时7个
月倾力打造的虹桥机场T2候机厅空间艺术景观正式
亮相。该景观位于虹桥机场T2一线品牌大道中央区
域，由三角钢琴展示舞台与吊索式灯光装置两部分
组成，通过钢琴音乐与LED灯光秀的交相辉映，在
航站楼内构建一处创意新颖的艺术空间，将机场的
人文情怀、高科技技术融入艺术之中，让往来的旅
客在休憩之余，留下独特的机场记忆。

（沪港宣）

SAA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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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 in the New Year: 
On Taohuawu and the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City

撰文/李明洁

车尘马足年复年：
浅谈桃花坞与都市里的年画

《珍珠塔前后本》，李明洁藏。

农历己亥年春节至，又到了话说年画的时节。

年画的肇始可以追溯至先秦两汉，那时就有岁末在门上装饰神荼郁垒和神虎金鸡的风俗。宋以后，

城市经济发展，商业手工业繁荣，市民阶层壮大，雕版印刷术兴起，推动了民间年画的发展。薄松年
在《中国绘画史》中提到，“约略从明代中后期，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年画印制中心产地，特别是
清代康熙至乾隆一百多年的长治久安，呈现出极为繁荣发达的局面，其中最著名的产地首推‘南桃北
柳’”。所谓“南桃”，就是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南北争艳的苏州“桃花坞年画”。

The Spring Festival of the lunar year of 2019 has arrived, and it's time to talk about the New Year pictures.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ear pictur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n people enjoyed the 
custom of pasting the pictures of two legendary spirits, or tigers and roosters on the door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fter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the prosperity of commerce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the growth 
of the citizen class and the rise of block printing, the New Year pictures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Bo Songnian mentioned that “from around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printing centers of the New Year 
pictures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across the country. During the stable one century or so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s 
Kangxi and Qianlo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industry was particularly prosperous. The most famous producing areas 
are called “Nantao Beiliu.” “Nantao” means the “Taohuawu New Year Pictures” of Suzhou (in the south of China), which 
competes with the “Yangliuqing New Year Pictures” of Tianjin (in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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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塔前后本》，李明洁藏。

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在很大
的程度上“是农耕文明一宗巨型的
财富”，冯骥才在《中国木版年画集
成》总序中说：“存世于中外的年画
应该数以万计。在这如此浩瀚的木版
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
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
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值
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强调年画作为农
耕文明的民间艺术杰作，而广受乡野
农村欢迎的同时；还要留意到年画的
文化基因，也深植于市民文化繁盛的
都市。

桃花坞年画在诸多年画流派中别开生
面，她是属于都市的。我们不妨从
其定位与发展、题材与风格、传播与
影响等方面，来观察这类“都市性”

的文化遗产的特殊属性。当下对“文
化遗产”的讨论，较多关注材料和技

艺；却很少去还原它们曾经所归属的
生产和生活的语境。尤其是像桃花坞
年画这样具有大城市特点的案例，将
它们回置到时代的原境中，放到最初
被制作出来的背景中去阐释，其在原
有历史进程中的“当代性”便会水落
石出。倾听图像提供的证词，对客观
地认识、评估并发扬传统，无疑是有
启发性的。 

市面
虽然年画的使用遍及城乡，但中国年
画的产地大多不在城市的中心。而
以繁华都市为生产和销售的基地，且
扎根在闹市中心的，恐怕也就桃花
坞一家。桃花坞是苏州的一个地名，

为昔日苏州寸土寸金之地。郑振铎在
《中国版画史序》中写道：“桃花坞
者，在苏郡城之北隅，独以刊印‘年
画’‘风俗画’有名于时。自雍正至

清季，坞中诸肆，殆为江南各地刊画
之总枢。”直至1949年前后，王荣
兴、鸿运阁、朱荣记等硕果仅存的五
大年画作坊，仍在桃花坞大街上，也
可以算是桃花坞年画过往鼎盛市面的
遗存吧。

都市，一个“市”字最为紧要。《说
文解字》里说“市”，“买卖所之
也。市有垣，象物相及也。”是说垣
墙中的集市，是去做买卖的地方，

物品比比相连。地段决定了人气与物
流，也定义了所谓“市面”。从地理
位置上讲，桃花坞与北寺塔、拙政
园紧邻，阊门、皋桥，穿街可达。清
雍正十二年（1734年），民间画师
宝绘轩主人作《姑苏阊门三百六十
行》大对屏，此“城中阊门”，就
是《红楼梦》开篇所谓“最是红尘
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画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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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可辨的招牌有：“宝源号兑换银
钱”“南北杂货”“当出兑金玉珠宝
行”“徽州雨伞”“猫食”“三鲜鸡
汁大面”“分茂号红绿锦笺”；街上
行人中有剃头师傅、算命先生等。画
面上题：“万商云集在金阊，航海梯
山来四方；栋宇翚飞连甲第，居人稠
密类蜂房”。这幅年画所描绘的桃花
坞一带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商贾辐

辏之苏州的市面，恐怕是河北武强、

湖南滩头、四川绵阳等地难以匹敌
的。

贸易必然带来休闲娱乐业的繁荣。都
市性及其与之相关的市民文化使得
带有消费、消遣性质的小说、戏曲等
文艺作品大量涌现，明清之际，苏
州的“书肆之胜，比于京师”。市民

与商贾交际活动的频繁，互为因果地
成就了与之相关的书业的文化市面。

明万历以后戏曲、小说、弹词，以及
占卜、尺牍、棋谱等通俗读物大量
刊印，插图版画日趋考究，形成绘
刻俱精的“苏派”风格，并在崇祯年
间出现了“月光型”版式。明末清初
诸如“金阊存仁堂”“阊门萃奇斋”

和“金阊绿荫堂”等书坊也集中在

《姑苏阊门三百六十行》，日本广岛王舍城美术宝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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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下美人图》，
日本海杜美术博物馆藏。

阊门附近。明代中期之后日渐成
熟的刻书和版画匠人云集苏
州，雕版印刷在国内一骑
绝尘，插图、画谱、画
笺之典雅名噪一时。

工序流程、质量控
制、组织与管理
都已标准化，

适应了大规模
生产的需求。

苏州刻书勘
校精慎、用
纸精良、刻
印精致，对
与同属木刻
版画的桃花
坞年画产生了
直接的影响。

人才与技艺的充
分交流与竞争，

是桃花坞光鲜的市
面之下，扎实牢靠的
底衬。

地理位置上独有的都市性，不
仅为桃花坞年画带来了绝佳的商品
流通环境，也打开了人才交流的渠道
和了解市场需求的窗口，由此奠定了
桃花坞年画都市性的坚实基础。

市景
“花开烂漫满村坞”，市口决定了桃
花坞年画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市民。明
清以降，都市化的发展使得苏州当地
的民俗生活越发讲究与繁密；尤其是
年节的风俗和礼仪的规矩，更是集中
体现了城市的精神风貌和人文景观。

狭义的年画是适应欢庆春节需要的风
俗节令画，春节作为传统民俗中最重
要的节日，在祭神、祭祖、吃年饭、

贴年画、挂春联、守岁、拜年、走亲
戚等一系列习俗中，张贴年画是格外
重要的一项内容。从腊月二十三的

送灶贴“灶神”开始，到除夕的贴门
神、挂春联，再到初五的接财神，直
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看灯画，各式年画
一路高张大举、博得头彩。

不仅如此，苏州地区还有在其他时节
张贴广义年画的习俗，比如：清明
节贴钟馗门画以辟邪，三到四月的养
蚕季节会张贴《蚕猫逼鼠图》，八月
十五斋月宫的时候会张贴“月光型”

的《月宫图》。这类年画不仅有祈
福助兴之功能，而且也记录着苏州
的世俗生活与风土人情。比如，端午
节张贴的《端阳喜庆图》，图中大船

尾悬挂“顺风大吉”旗，船首小童
高举“日进斗金”旗，和合二仙、

钟馗、财神一同护佑助阵；另一龙
舟争游竞渡，一派欢腾祥和景象。

《端阳喜庆图》以传神的视觉语言
再现了《清嘉录》记载的龙舟竞渡
的盛景，“七里山塘，几无驻足之
地，河中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
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振动”。

此外，桃花坞年画也参与到市民的人
生礼仪等大事件中。婚嫁时要张贴
《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祝寿
时悬挂《寿字图》《八仙庆寿》，而
且每一品类的选择还颇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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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阳喜庆图》，李明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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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博古图》，大英博物馆藏。

此外，花鸟山水、仕女婴戏和小说戏
曲等题材的年画，则无时间节令的约
束，常销常旺。特别需要提及的是，

苏州的戏曲演出极为繁盛，桃花坞年
画涉及的剧目种类就远超三十种。苏
州评弹源于苏州，桃花坞年画中《珍
珠塔前后本》《三笑姻缘》等都取材
于评弹曲目；取材于苏州历史上流行

苏州地区量大面广的民俗活动、丰富
多元的文化市场、细致讲究的节俗礼
仪，为桃花坞年画提供了充沛的创作
题材，也扩容了产品的消费体量；反
过来，桃花坞年画又与市民生活与城
市地景密切对应，成为了活色生香的
都市生活如影随形的重要标记。

市场
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苏州俨然已是
海内外知名的大都会。桃花坞一带
不仅商业兴盛，而且还是工艺品的产
销中心和时尚渊薮之地。以苏灯、

苏绣、苏裱、苏扇为代表的“苏作”

名重一时；与市民文化趣味共鸣的园

过的昆剧、锡剧、京剧和文
明戏的桃花坞年画也不在少
数。人物绣像、场景特写、

全景描摹，乃至连环画式
样的戏曲年画，寓教于乐，

颇具巧思。市民阶层观看戏
剧、欣赏说书的消费习惯，

与阅读插图版小说的爱好相
连，戏文故事题材在桃花坞
年画中量质俱优也就顺理成
章。戏曲年画，集合了丰
子恺所谓的“最深入民间”

的两种艺术：“一是新年里
到处市镇上贩卖着的‘花纸
儿’，一是春间到处乡村开
演着的‘戏文’”。戏曲年
画是桃花坞年画中最有特色
的大宗产品，“笙歌散后声
情在，木版丹青觅音容”。

戏文故事是最能体现市民文
化特征的题材，从中大抵可
以推论出当年人们对于忠孝
节义和善恶是非的看法。

除了大件年画外，九月初
九，吃重阳糕时上面插着的
斗旗；中秋拜月时供桌的桌
围和衬月饼茶点的茶食单，

玩掷骰子游戏时候的博戏棋
图，及至刺绣的绣稿、糊墙
的彩纸等，也都是桃花坞的
印品。直至今日，苏州还是
喜用年画图案作包装，如好
些冬酿酒的纸盒上印的就是
《福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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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剧场图》，辽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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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服饰和菜肴等生活情趣，也艺术
化地与物质生产融为一体。桃花坞年
画在大都会的时尚中心，左右逢源，

集众彩于一身，其雅致、高档和国际
化一时无出其右者。这种市场导向无
疑也是都市属性的。

桃花坞年画之雅，是文人绘画与民间
绘画相互渗透的产物。苏州乃吴门画
派的所在地，既有像沈周、文徴明这
样的文人画家，又有唐寅、仇英这样
的职业画师。石守谦就曾撰文论证文
徴明的《寒林钟馗》是在其六十五岁
的除夕之夜，与仇英的联袂之作，可
见其过往甚密。桃花坞既有文人画雅
致的风韵，能博得以商人为代表的主
要受众的仰慕而获得润笔；又通俗可
亲，迎合着市民阶层未必能沉潜孤
高的审美趣味。桃花坞年画中常见平
民化的题款、钤印，就是文人画诗书
画印结合的余风。像清初署名“亮先
氏”的《花卉博古图》，七色套印，

花卉部分采用饾版工艺，题有“折来
金屋争奇艳，一种天香富贵宜”，穷
极彩印饾版之技艺，荟集描画细刻之
精华，趣味雅洁。

消费趋势的高档化则是与江南的富庶
相配的。明代嘉靖以后，城市空前
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
济的发达也刺激了消费，“好货、好
色”之风浸染商人、手工业者、城市
文人以及舞妓、帮闲等组成的市民阶
层，明末《兼葭堂杂著》云：“今天
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
苏、杭之民”。像《姑苏阊门三百六
十行》这样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讴

歌盛世太平、富足祥和；在形制上也
大气磅礴，制作精良。如果按照庞薰
琹的看法应合二为一的话，会是一张
一米见方的巨型版画。张朋川认为，

这幅画“采用焦点透视法绘成，并有
明暗光影，是我国迄今所知有确切年
代的最早模仿西洋铜版画风格的大型
的民间木刻版画。销售对象应主要是
来苏州贸易的国内外客商，起到形象
的城市名片的作用”。桃花坞年画曾
是外销产品，这也是姑苏版画大量保
存在海外的原因。

国际化的制作技法和销售对象，体现
了都市化的桃花坞年画，在覆盖广
阔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对国外市场的
适应与辐射能力。清代雍乾年间，桃
花坞年画流行过“仿泰西笔法”，比
如，《山塘普济桥中秋月夜》这幅中
堂的题款上就明确撰有这样的字样；

至于《西洋剧场图》则已经是完全翻
刻西洋的铜版画了。周新月认为，铜
版画风是经日本长崎而入中国，而长
崎则受荷兰风俗铜板绘画的影响。此
说还有待更直接的物证，但国家、都
市之间经由贸易、宗教的交流对风俗
画的创作产生影响，却是历史事实。

至迟到清康熙年间，桃花坞年画就经
由长崎传播到江户，现英国、法国、

俄罗斯和日本的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清
以降的桃花坞珍品，高福民著《康乾
盛世“苏州版”》中多有图录。

世面
唐寅晚年曾作《桃花庵歌》，中间
有“花开花落年复年”和“车尘马
足富者趣”两句，多少可以窥得当

年桃花坞的如梦盛景。我们在此集
句“车尘马足年复年”，是想形象
化地说明桃花坞年画从地理位置，

到题材和使用场景，直至消费趋势上
都具有明显的都市性。当然，聚焦桃
花坞年画的都市性及其全盛时期（清
前期至太平天国战争前）的代表性特
质，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或者否认她也
有一批面向农村市场，具有浓厚乡土
气息和浓郁装饰性的作品。然而，

康乾盛世桃花坞所展现出的融会贯通
的艺术襟怀，“进乎道”之匠心与技
艺、纵横中外商海之气度，恐怕在中
国众多地方年画中是独一无二的，由
此表征出的她在历史进程中的先进
性，也毋庸置疑。桃花坞见过世面，

也成就了自己的世面。

年画让过往的社会及其风情不至于在
时间的流逝中丢失，使我们在观赏
图像本身的同时，有可能利用它们去
解读真实的历史，以及在相应的社会
进程中存在的机遇和风险。温故而知
新，我们也许可以突破束缚桃花坞木
版年画的所谓“传统模式”，尊重历
史原境中的生命力，对姑苏版画乃至
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技艺做出真正延续
历史脉络的富有当代性的评估与传
承。

车尘马足诸（猪）市旺，桃花灼灼年
复年。

（原文首发于《文汇报》。作者为华东师

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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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uan in Shanghai:
From Past to Future
撰文/纵合   图片/东子
海派张园：从过去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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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海上第一名园”之称的静安区张园，地
处南京西路风貌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是清末民
初老上海三大私家园林之一，是近代各式花园
洋房和里弄建筑的博览园。今年1月末，张园地
块保护性旧改征收正式生效，这也标志着这里
一千多户居民将告别老房子，开启新生活。据
相关部门介绍，未来张园地块将保留几乎全部
历史建筑，进行修旧如故的保护改造。

Zhang Yuan, known as the “No.1 Garden in Shanghai,” 
is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area on the West Nanjing Road, Jing’an Distri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private gardens in Shanghai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Yuan serves as an exposition place of modern 
garden houses and Shanghai-style buildings. At the end 
of January this year, the protective requisition of Zhang 
Yuan plot for renovation came into effect, hence more 
than 1,000 households here need to bid farewell to their 
old houses and start a new life elsewher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future, almost all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the Zhang Yuan plot will be 
preserved, and the old buildings will be preserved and 
transformed as before.

小说《海上花》中出现过的“海上
第一名园”—— 张园，如今已是大
型里弄住宅群。

张园当时和愚园、徐园并称老上海三大园，上海的第一盏电
灯在这里点亮，第一场话剧也在这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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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区张园地块旧城区改建
项目东至石门一路、南至威
海路、西至茂名北路、北至
吴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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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园地块，东起石门一路，南至威海
路，西临茂名北路，北靠吴江路休闲
街。区域内的老宅子风格多样，具有
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特色。历经100
多年，张园地块内的建筑与弄堂风貌
较完整地留存下来，其内多形式、独
立式住宅的并置、巷弄空间的丰富格
局，是上海现存最大的、拥有中晚期
石库门种类最为齐全的建筑资源。

不过常年七十二家房客的格局，让老
建筑有些不堪重负。而此次旧改，

就是要让这里的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
同时，也能对老房子们进行更好的保
护。

昔日繁华的“上海第一名园”在历史的时空中渐渐消逝，难得的是深处在繁华都市中却保留了一份宁静。

回首往事，“张园”的黄金时代可追
溯至清末民初，这里曾是上海最负
盛名的游乐休闲场所，社会名流、富
商大贾、文人墨客、风云人物竞相汇
聚。

19世纪八十年代，晚清富商张鸿禄
将购入的园子重新布置后向社会开
放，新园取名“味莼园”，取自西晋
张翰“莼鲈之思”的典故，因园主姓
张，故而也被称为“张家花园”。

张园成为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游乐休
闲场所，弹子房、影戏（电影）、髦
儿戏（由青少年女艺人演出)、放焰

火、照相馆、游船、茶馆、饭店、滩
簧（地方曲艺）等娱乐休闲项目应有
尽有。

这里也曾见证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
事件的发生：“剪辫大会”从这里发
起，霍元甲传奇在此演绎，李鸿章短
暂逗留，孙中山在张园演讲……可以
毫不夸张地讲：“张园的历史就是清
末民初时代的一个缩影”。

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随着诸如新
世界、大世界等新兴娱乐场所的兴
起，张园逐步没落，加之此时张鸿
禄又遭遇投资失败，不得已只能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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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抵押银行还债，后被分割出售。随
着土地的分割，张园继而建造起大片
各式建筑，这些建筑样式以石库门为
主，并点缀有花园洋房。1918年前
后，这儿被逐步改为各式民用建筑，

成为民居点。

石库门是具有近代上海特色的民居建
筑，张园石库门主要特色有山墙、

过街楼、木百叶窗、门头、门楣、阳
台等，其中“门头”是不可错过的
看点，除了门楣有精美的西式雕花
外，还有不少当年留下的书法匾额，

比如：紫气东来、人杰地灵、福履绥
之、东吴世泽等，体现当时住户对于
美好生活的憧憬。

张园作为极具历史人文底蕴的场所，

至今仍约有房屋100余幢，建筑面积
35000余平方米，成为上海最为知名
的石库门建筑群之一，《女篮五号》

《围城》《股疯》《孽债》等众多影
视剧都曾慕名来此取景。

通煤气晚、合用煤卫设施……石库门
里居民赶上现代生活步伐的速度可
能不及新工房，在褪去了早先的光环
后，张园“72家房客”式的居住条
件也早已没有了当年大户人家独门独
院时的优越，但这里的弄堂生活却有
着“水泥森林”稀缺的人情味。

这里的嫁娶贺寿，喜糖寿面都要送遍
楼上楼下；这里出生的孩童，习惯
了放学后在弄堂里追逐嬉戏、走东家
串西家；屋脊红瓦如鳞，自家院的藤
蔓缠绕，人们夏天乘风凉，冬天孵太
阳……邻里间的亲密感，也会在春节
里被进一步放大—— 每家拿出一两个
拿手好菜，再将古色古香的八仙桌拼
到一起，一场热热闹闹的团圆饭将弄
堂里的人心凝聚到了一起。

张 园 现 有 房 屋
一 百 余 幢，居
民 居 住 条 件 亟
待 改 善，历 史
建 筑 的 保 护 势
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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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张园区域内的泰兴路，所见皆是成片青砖红墙，很多人称其是一部上海石库门文化的“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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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有万分不舍，但老张园人知道，他
们的离开是为了让张园重新恢复往日
的风华，让更多人能看到张园、爱上
张园。

张园地块属于成片一级旧里，在不少
外人看来，其建筑外观还不错；但
个中滋味，只有住在其中的人才最清
楚。这个有着海上第一名园之称的历
史建筑群历经百年岁月洗礼，在长期
超负荷使用之下，房屋内部的破损十
分严重。

门头是不可错过的看点，除了有精美的西式雕花外，“东吴世泽”“紫气东来”等匾额体现当时住户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

尽管张园地块经过了几次大修，但由
于老建筑条件所限，居民居住条件没
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居民旧改意愿
非常强烈。一方面，张园地块居民居
住条件亟待改善；另一方面，张园地
块内的老建筑也“等不起”了。

张园地块历史建筑的保护势在必行。

历届静安区委区府都想尽早启动旧
改，终于在2018年9月，静安区对张
园启动征收。

对历史建筑最好的保留保护，是“活
化”利用。未来的张园，不仅仅属于
老张园人，更将以开放的姿态向更多
人诉说自己的故事。

静安区将此次张园地块作为整体规划
的核心区域，与周边区域共同进行了
功能区分，让张园内的百年老建筑重
焕生机。

东部，即地铁13号线42号地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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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超高层标准甲级写字楼，主要集
聚咨询、法律、公关传媒、奢侈品商
贸等现代服务业企业。

西部，即茂名北路精品商街项目，包
括茂名北路西侧的地铁12号线43号
地块丰盛里项目，持续吸纳“首店”

热牌及网红潮店入驻，为“上海购
物”增添更多趣味。

南部，即550地块+598地块，作为张
园南面的主入口和主景，规划将来以
商办功能为主导，并结合未来张园地
下空间建设，形成一体化使用空间。

张园石库门有着精巧的外挑阳台和木制的
百叶窗，山墙、过街楼等也是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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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即吴江路休闲街，聚焦“时
尚、休闲、风情”的特色定位，开发
现有街区二楼平台，拓展街区经营空
间，打造全方位的立体吴江路休闲街
区。

中部，即此次旧改生效的地块为核心
区域，保留几乎全部历史建筑，通过
恢复建筑肌理，进行修旧如故的保护
改造，增加必要的道路绿化、地下管
廊等基础设施，呈现出高规格、多品
类的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文化。

通过此次旧改，张园将为南京西路东
部地区的城市功能拓展提供空间。2
号线、 1 2号线、 1 3号线将启动建
设“三站一通道”换乘通道地下空
间，连通张园西部丰盛里项目及北部
吴江路地下空间，为市民提供便利的
交通方式。

张园也将进一步恢复其文化功能，

许 多 建 筑 角 落 处 都 能 看 到 注 有“B . C . LOT”

的“界 碑 石”，这 是 当 年“张 园 地 产”分 割
时 的 最 好 见 证，“B . C .”是“英 国 领 事 馆”

（British Consular）的英文缩写，“LOT”
可解释为“分地”或“地块”之意，阿拉伯数
字则是这块土地在租界地籍图上的编号。

日常生活在这里是鲜活的，五味杂陈又散发着市井气息。

打造博物馆、大讲堂等
文化设施，并举办各类
演出、沙龙。同时，将
保留一部分居住区域，

推出特色民宿、精品酒
店，让更多人有机会感
受石库门建筑的海派文
化魅力。

“张园”的故事仍将继
续，这里承载着的不仅
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一
代代人对于上海绵绵的
记忆和乡愁。期待“张
园”在新一轮的维护和
合理开发后，再次焕发
绚丽光芒。

（本文部分综合自上海
发布、解放日报、文汇
报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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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路590弄72支弄1号，现“张园大客堂”（社区居民活动
场所），石库门住宅，“私立光明小学”和“树群义务夜中
学”曾在此办学，该校的人才培养与输出为中国革命事业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张园·前世今生
2.威海路590弄77号（1921年建造）花园住宅，为中西合璧风
格建筑，外廊式砖混结构，水泥方柱装饰西式花纹，以中部穹
窿顶圆厅连接对称的东西两翼。

3.未来这里的原有建筑会被保护性修缮，历史风貌与街坊肌理
将进行恢复并整体规划。

4.张园和丰盛里一马路之隔，丰盛里已成为潮人最爱逛的时髦
地标之一。

5.张园地处南京西路风貌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渐渐老去的却不
失风情的石库门与老弄堂是一代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也滋养出
上海这座城市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精气神。

6.张园，铭刻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也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愁。

2

4

65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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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梁娟

Luo Jin: 
Everyone is a movie

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电影
东方卫视开年剧《幕后之王》，聚焦电视制作行业，罗晋饰演的淳
于乔，是一个有情怀有能力的电视制作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工作起
来不讲人情的“魔鬼鱼”。罗晋说，自己本人跟淳于乔的相同点是
都很轴，“工作场合被称为‘魔鬼’，其实是一种夸奖！”

Behind the Scenes , the first show to be broadcast on the Dragon TV in 2019, re-
volves around the television production industry. The hero Chunyu Qiao, starred 
by Luo Jin, is an ambitious and capable TV producer. He can also be relentless 
at work, hence the nickname “devil fish.” Luo said that the one thing he himself 
shares with Chunyu Qiao is that they are both uncompromising. “I think it’s a 
compliment if you are called ‘devil’ at workplace!”

罗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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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怀，坚守梦想
剧中罗晋是电视制作行业的领军人
物，他制作的节目经常是收视率第
一，且将第二名远远甩下。

对罗晋来说，拍摄《幕后之王》是一
件非常有价值、有成就感，而且有
意义的事情。“这是部行业剧，是群
像。所谓《幕后之王》，不是指某
一个人是王，而是这样一群人。如果
你们有理想、有梦想，你们为梦想在
努力，在虔诚地面对你们的行业，做
该做的事情，你就是王；如果是混事
的，你不是王。”

淳于乔在他看来，是很有情怀的一个
人——“他对于做的事情，都有自己
的要求，同时坚持原创。他想把电视
节目做到中国观众认可，同时输出到
国外，不要总是让国外IP来侵略我们

行业，我们怎么抗压，怎么样找到自
己的方式解压，怎么迎难而上解决问
题，直到最后作出成效获得成功。”

“魔鬼鱼”，不近人情
《幕后之王》中，淳于乔因性格执
拗、怪癖，被员工称为“魔鬼鱼”。

他所负责的星天娱乐制作一部，则
被同事封为“最危险的战场”。严
苛到“22分钟后开会”的通知，让
人看到淳于乔一丝不苟的“魔鬼”

一面。“总编室不是育儿室”“制
作人？你配吗？！”“这儿用不了
你，滚蛋。”……一系列毒舌的台
词、不讲情面的作风、近乎严苛的
工作态度，让不少网友笑称：“屏
幕外就已瑟瑟发抖，难怪江湖人称
魔鬼鱼！”对此，罗晋坦言，“淳
于乔不讲情面，谁都敢得罪，但也
最讲原则，用能力说话，这样的人不

的文化市场，而是要影响国外的人。

你要做这些事情，必须要有情怀，必
须要排除所有的商业或者说周边影响
到实现这个理想的困难。排除这些困
难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点情面不讲。

在这个过程中，最难解决的是商业和
理想的矛盾，有时候理想未见得够商
业，商业未见得就是理想。淳于乔最
终努力的成果是既抓住了商机又实现
了理想，双赢了。”

罗晋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大家知道，

虽然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但
千万不要被现实打败，坚持不懈、坚
守梦想，为梦想而努力。“不管任何
时候都不忘初心，坚持自己想做的事
情。《幕后之王》不光是两个人的情
感，更多说的是行业的现象和在这个
行业里的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通
过传媒行业这个渠道折射出很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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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哪，都是一个有能力的‘狠’角
色。”

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角色，怎么能
演得讨人喜欢？罗晋干脆利落地回
答：“我从来没有考虑讨人喜欢的
问题。我觉得工作场合被称为‘魔
鬼’，其实是一种夸奖吧！魔鬼作
风，就是全身心投入去对待工作，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这个过程中
对别人和对自己都会严格要求，我宁
可跟一个不近人情但有能力的人一起
工作，也不愿意与讲人情但没什么能
力的人合作，我在做事，你跟我讲人
情？！”他谦虚表示，“我自己本人
跟淳于乔的相同点是我们都很轴，但
我没有他那么轴，可能我没有他有才
华。他是不讲情面，谁都敢得罪，但
他有能力，作品让人可以无话可说，

他就是对的。这点他很厉害的。”

“病娇鱼”，同病相怜
剧中，淳于乔是以面色苍白憔悴，左
手打着点滴走进公司的方式登场。

生着病也不能不到公司谈工作；一边
跟人打电话，一边拿出药准备吃；胃
病发作，疼得窝在沙发里，被人看见
了，就一脸没好气地叫人关门；训斥
了助手，动了气又引起自己胃疼……

难怪罗晋都戏称自己这个“魔鬼
鱼”，其实是个“病娇鱼”。

这些场面让观众在看到妥妥一枚“工
作狂人”的同时，也见识了制作人
工作的辛苦。入行多年的罗晋知道，

生活中，很多制作人有非常严重的
胃病，这是一个职业病。淳于乔在他
眼里也是亚健康的，“一直处于忙碌
的工作状态，一日三餐都不能够固
定，一旦有工作忙起来睡觉的时间也
很少。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所做事情

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会导致有时
候会有一些焦虑，一旦焦虑的时候，

就会产生胃病等各种疾病。”他开玩
笑，“全靠一口仙气顶着。”

生活中，罗晋发现自己也有和淳于
乔一样的生理反应——“拍摄过程当
中情绪波动，情绪一紧张，胃也会
疼。”所以，剧中平时训起人、发起
火来声音震天响的淳于乔，胃疼一发
作，说话的声音就比较轻，这也是出
于罗晋本人感同身受的刻意处理。他
说：“这个戏很多时候也是想提醒大
家，工作很重要，但自己的身体更重
要。”

多积累，观察生活
作为演员，平时都是站于台前的那个
人，虽然之前因为工作，也和幕后
人员有过接触，但为了更贴近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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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罗晋在开拍前特意到电视台见
习体验，观察那些“幕后英雄”的工
作状态。“其中难点是怎么样真的完
全还原幕后人的生活、状态和工作节
奏。”

他曾经跟电视台制作人聊，得知因为
导播需要带子及时播出，而制作部
门希望做到完美，幕后是多么紧张的
运行状况，“这个行业可能很多人多
多少少有一些强迫症，多少希望做到
完美。这边马上开播了，剩下30秒
了，带子要进去。那边制作部门可能
觉得这个镜头多了一点，那个地方少
了一点，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在修改。

就专门会在制作部门口站一个人，电
梯专人控梯，下去电梯以后又会有人
接待，像接力一样把带子递到导播
室。”他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这
也是观众无法看到的，“播出的永远
是井井有条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绚
丽的灯光所有好的东西，后面战场一

样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过，也不了
解的。这个戏希望大家看到工作人员
幕后状态是什么样，如何精神高度紧
张，还有三秒钟就要播出了，带子还
没有到，现场是什么状况。经常是这
边带子插进去以后，那边就开骂了。

这是工作，但私下又是特别好的战
友，他们感情特别深。”

在罗晋看来，为了让表演更具生活气
息，演员需要更细致地观察生活，而
观察和积累不是说今天要演什么才去
积累什么。平时没事的时候，哪怕走
在路上看到别人发信息，他也会瞄一
眼。“在我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
电影。这种平时的积累，可能某一天
你要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就会从你的
记忆当中调出来。”

因此，虽然《幕后之王》是一部行业
剧，说的又是和观众熟悉的电视节目
制作者的生活，罗晋认为剧组已经尽
力还原真实，“你说完全做到观众一
点不挑，这也不可能。但在我们能够
所控的范围内，我觉得我们都在尽力
地还原真实。”

（图文源自《上海电视》周刊）

周冬雨：他绅士又幼稚
“他戏好、人好这都不用说
了，合作之后，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有童心的人，这也许是为
什么他演戏好的重点，我觉得
演戏好的人都比较像小孩，因
为有一颗孩子一样的心，比较
真诚、闪亮。他非常绅士。有
一场我摔倒了的戏，剧情是我
直接摔倒在地。拍的时候，意
外地，我的裙子崩开了，他
是第一个站在镜头前挡住我的
人，让我觉得很暖。

他总是开一些幼稚的玩笑，经
常跟演他助理的演员玩一些小
时候我都不玩的游戏，你打一
下我，我打一下你，打完以后
说，不是我打的。他还喜欢画
画，我也挺喜欢画画的，他画
的画比我还幼稚，很抽象。

他会经常因为觉得看到一个人
很有特点，就偷偷给人画一幅
画，然后送给人家。

合作气氛非常轻松，我们都挺
爱笑场的。每次开拍前就互相
聊一聊放松一下，因为我认为
做什么事情非常紧张的话，不
会有非常好的呈现，放松一定
是会给你超乎意料的惊喜。拍
摄中很有默契，这是非常难得
的事，有很多时候合作的默契
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可能一直
建立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很幸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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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漏漏   图片/David

New Year atmosphere • 
eight-treasure rice pudding

很多朋友都在说，年味越过越淡，童年时曾经期待那件新衣服如今网上下
单隔天就到，以前过年的大鱼大肉也变成了平常小菜，一切好像都不再那
么期待了。年味确实变了很多，但不变的是那个舌尖上的味道，作为一个
上海小囡，看妈妈在炒勺里折一个蛋饺，把熏鱼、四喜烤麸、腌笃鲜这些
都吃过，最后再上一个八宝饭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地收尾才算完整地过了
一个好年。

Many people say that Chinese New Year lacks in atmosphere now, and we no longer have 
expectations about things as we did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new clothes we used 
to long for can be delivered to us the next day after placing an order online. The luxury 
dishes specially mad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become standing ones. However, the taste 
on the tip of the tongue remains unchanged. As a Shanghai girl, I feel delighted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fter eating egg dumplings prepared in a round-bottomed frying pan 
by my mom, the smoked fish, Sixi baked bran and Yan Du Xian soup (Ham and Pork Shank 
soup with winter bamboo) The eight-treasure rice pudding, a symbol of family unity, adds 
a sweet ending to the Spring Festival.

年味·八宝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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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中一道最特别的年味，那就是
上海味的八宝饭，一桌家人团聚，最
后一道甜品上桌，胃里最后的缝隙被
八宝饭的香甜撑满，这样一年才算有
一个甜蜜的结尾。这次我来漏一手和
大家分享上海年夜饭中的这一道幸福
味道。

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对食材自然是有
要求的，食物好不好吃，食材很重
要，就八宝饭来说，糯米要软糯，豆
沙要绵甜，八宝果仁要香味四溢，

都需要对食材精挑细选。圆糯米，红
豆沙、核桃仁、桂圆肉、葡萄干、红
枣、莲子、松子、瓜子仁和枸杞……

每一种食材都有着特别吉祥的含义。

但八宝饭的“灵魂”是猪油。经过熬
制的猪油与蒸熟的糯米充分搅拌，才
能让口味最佳。

可能有人会说你的八宝饭是不是不正
宗？为什么里面可不止八宝？在我看
来8其实是∞，食物里包含的不仅是
食材而是时间和爱。

step1:
把糯米放在清水中泡三到四个小
时，然后上锅蒸大约半小时，将
糯米蒸熟。（糯米和水的比例会
影响口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软
硬程度调整，配比是1:1.1）

step2:
在煮熟的糯米饭里拌入猪油和白
砂糖。

八宝饭制作

step3:
找 一 个 深 一 点
的大圆碗，在内
壁涂上一层厚厚
的猪油（这样倒
扣的时候不会粘
碗）。 

step4：
把准备好的果仁铺在碗底，再铺上煮
好的糯米，中间留一个凹槽放入豆沙
（为了让豆沙更有层次可以拌入陈皮
末），再盖上糯米饭，填平。

step5:
放进蒸锅里蒸10~15分钟。

 
step6:
把碗倒扣，将八宝饭盛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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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秦史轶   图片/ Rita

The origin of brewed tea —Jinhong Tianhua

世上没有哪种饮料能像茶传播那么久远，没有哪种饮
料能像茶传诵那么多的故事，更没有哪种饮料能有茶
那样的神奇功效。华夏的鼻祖“神农尝百草，日遇七
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这是上古的传说。中
古时期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
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
叶百科全书，自此以后各类有关茶的著述数不胜数。

喝茶的人爱说“福鼎白茶如药”，但白茶本身不是
药，它的制作加工没有什么特别，它没有也不可能附
带药的功能，其实真正的药茶自有其物。最近资深的
茶客都在传一神奇的“药茶”，这就是与福鼎老白茶
同出古福宁府的霞浦酿茶—— 金红天华。

Tea has longer history than any other drink in the world， and 
its magic effect is incomparable. Shennong, the legendary orig-
inator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asted hundreds of herbs, 
got poisoned by seventy-two noxious herbs in a day, and was 
saved by tea. This is the legend of the ancient times. The Clas-
sic of Tea written by Lu Yu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f tea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the earliest, most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one, known as the tea encyclo-
pedia. Since then, countless books on various types of tea have 
emerged. Tea lovers often say Fuding white tea functions like 
medicine, however, white tea itself is not medicine. Its pro-
duction process has nothing special,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have medical functions. In fact, there is a kind of medicine tea. 
Recently, senior tea lover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a magical 

“medicine tea” -Jinhong Tianhua. This Xiapu brewed tea is 
also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Funing prefecture (Ningde to-
day), same as Fuding white tea.

霞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是清代
福宁府府衙所在地，福宁府下辖现
在的霞浦、福安、寿宁、福鼎、宁德
五县。霞浦，风清景明，依山傍海，

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碰撞，它是个
文化多元的地方；山高谷深，宜渔宜
耕，它是多民族聚居，多种生活方式
相融合的地方；当然，它还是农耕社
会里偏离中央皇权的静稳朴素之隅、

古老文明得以较好传承的留存之地。

但霞浦自古来又是个海啸、地震、旱
涝、虫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
地；瘟疫、饥饿、盗寇等直到解放前

在当地都是常见现象，也可谓是兵荒
马乱，民不聊生。这种物产丰饶而又
灾害频仍的自然禀赋造就了霞浦人特
殊的人文性格。董金凤女士出生于上
世纪70年代的霞浦，虽说没亲身遭
遇许多如上所言这些，可是传承于当
地和祖先的血脉让她兼具不屈不挠和
低调为人的天性。 

董女士的成长过程与其说离不开古今
神话不断，四季茶香充溢的环境熏
陶，毋宁说更离不开她那位佛、道
双修，医、巫皆通又是古老摩尼教

传人的外公。董女士的外公卓道逵
（1928年的11月～2007年8月）是
位家道渊源，更兼自身勤学苦练，又
精研传统医学，可谓是身怀绝技造福
乡里的民间高人，虽然已故多年，

他的医人救人之事仍在当地流传，

比如他采用古老的祝由术治疗受惊吓
的小孩：用七叶茶、七粒米、七颗小
石头、七节灯芯草加一块银元开水冲
泡，同时在小儿额头往上捋七下，前
胸捋七下，后背捋七下。待茶凉了让
小孩一口气喝下，施治时再辅以念经
（咒语），一会儿就可有效减缓惊吓
之症。譬如，遇见小孩高烧迷糊，可
用茶叶嚼碎含在口中对着小孩肚脐周
围吸吮，会有奇效。譬如，用茶叶、

酿茶——金红天华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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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籽、菜油、生姜等温热后作为介质
给患者刮痧，可有效减轻伤风感冒等
不适。再譬如遇有经络不通者可用茶
和盐熏，也会有效果，等等。

她外公擅长的祝由术，在古代又被称
为巫术，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是可
以上溯至黄帝时代的众多医术中的一
朵奇葩（从医的古体“毉”字的构
成就能看出医与巫的关系）。那时能
施行祝由之术的都是一些文化层次较
高的受尊敬的人。祝由术是包括采
用中草药在内的，借符咒禁禳来治疗
疾病的一种方法。“祝”是念咒语的
意思，“由”是疾病的原由的意思。

此法在中国广为流传．多由师傅带
徒弟，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传播。当
代有专家学者认为：“祝由治病带有
心理疗法的医学底蕴，即通过祝说病
由来‘移精变气’。‘移谓移易，变
谓变改。皆使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
内守也。’其中包含有心理治疗的机

制，即‘移易精神，变化藏心，导引
营卫，归之平调而已’。”

董女士自幼被外公抱养，外公的言传
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董女士向笔
者回忆道：“我外公一生熟读医书，

遵奉佛道两教仪轨，总结古今验方无
数，而且心地善良，常将自制的丹
药、膏丸、行军散等分送邻里，从不
求回报。”外公在治疗中频频使用茶
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她以
后的选择学习中医专业和试制药茶打
下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边
是她外公精通的技艺在逐渐地消退，

另一边则是董女士由小学、初中、高
中一路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福建省中医
药大学。一心一意要做个济世救人好
医生的她，并未真正意识到外公要教
她的是学校里没有的东西。毕业后，

她有过平静的日子，但不久就遭遇变
故。个人的遭际和外公的去世给她刺
激非常深，也促使她重新规划自己

的后半生。在返乡的日子里她看到外
公遗留下的医书和药具；看到屋外满
山的茶树；听见乡亲们谈论起外公的
医术和为人；想起当年外公对自己的
谆谆教诲，突然感受到外公的良苦用
心。从此，她确定了今后的努力方
向：继承外公遗志，争取造福更多的
人。大学期间积累的现代中医学知识
和多年前外公的实践经验，让她找到
了一条古今融汇推陈出新的新思路，

几年前她放下一切开始研发酿茶。

所谓酿茶，除了一般的成茶工序外，

还需有特殊的加工工艺——“酿”。

酿茶与目前世界上所有茶的不同之处
在于制茶理念：全程自然发酵以激活
茶叶原生的自然药性分子；全程生物
运化以内化茶叶原生的自然药性分
子；全程改善品质以储存茶叶原生的
自然药性分子。酿茶如酿酒先得利用
精选的原产地中草药和天然菌类制
曲，有了优质酵曲，才能使中草药在
酿制的漫长过程中充分发酵，让其功
效充分释放出来。简单地说：“酿”

能使精心配制的药材附着和渗透于茶
叶内外。

酿茶制作的第一步是材料之选。酿
茶选材来自福鼎白毫，福鼎白毫的
母树就是太姥山古老的绿雪芽（至今
还有迹可循），福鼎白毫经过千百
年来的培育和优化，外观条索厚重，

营养成分丰富，入药最佳。酿茶用
的茶，遵循春种、夏长、秋收、冬
藏的自然规律，采摘白露节15天内
的一芽两叶，井且一律采自太姥山脉
海拔600米左右的原生态茶园。原茶
内敛饱满，是酿茶的天然之材。同
时，按照她外公医的书记载和自己
的钻研，她严选了39种优质的原产
地中药材，如山茨菇、灵芝、银翘、

生地、熟地、虫草、人参、三七等，

这些中药材与福鼎白毫充分混合。酿
茶时所需之水来之传说中太姥娘娘制
茶取水处，一个三面巨石环拥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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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中，如今已成为朝圣人群神往
的“丹井”。丹井水质冰冽，经年
不涸，被誉今世不可多得的可以祛
热清心的“大自然圣水”。

酿茶制作的第二步是制曲。而酿茶如
酿酒一般先得制曲，而且是利用精选
的原产地中草药和天然菌类制曲，有
了优质酵曲，才能使更多的中草药在
接下来漫长的过程中充分发酵，充分
释放功效至茶叶中，如此制成的酿茶
保健效果自然非同一般。据传说制
作酿茶有个“古方茶曲”，但外公留
下的医书，说是书，看上去倒像是一
堆刨花，早没了封面封底，中间较
完整的一段，记录着他对茶和中药的
研究和实践，而酿茶的制作部分大都
遗失，其他资料也都语焉不详。董女

士只能一遍遍地探索，采用从药效到
药理的逆推理，她记得外公对自己说
过，许多草本植物自身都具备药用价
值，与茶树共生后会改善茶的品质，

不同的植物会寄生不同的菌类，如山
茨菇、灵芝等。她就是采用了这些天
然的益生菌来制取酿茶所需的酵曲。

酿茶制作的第三步是等待（笔者词穷
姑且名此）。要使得中药材的成分有
效地融进茶叶，酿茶的发酵时间需
长达九个月，这期间需要对发酵体的
温度和湿度做严格监控，为了确保成
功，董女士必须同时做若干个发酵
体，每天做大量的记录和对比，而更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笃信佛教的
居士，她每晚还要对酿茶默颂《大
悲咒》若干遍，希望籍此加持能量，

给人带去祛除病痛调理健康。甚至，

漫长的制作过程中她没睡过一个安稳
觉……

经过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无数次地配
方试验，无数次地征询茶客的反映，

无数次地来往于产地和茶叶研究所、

农学院、茶叶协会，经过了数不清的
自我否定和不断的修正，最终获得成
功。2016年7月政府有关部门给她出
具了相关证明文件。

“金红天华”色如琥珀、入口糯爽；

香味馥郁、醇绵回甘；沁人心脾、

层次丰富；生津提神、清热解毒；杯
盏留香、回味久远。上海海茶叶协会
秘书长王木根在品尝了“金红天华”

后说道：“该茶外形条索厚重，香型
纯正醇厚无异味，汤如金色琥珀，晶
莹剔透无浑浊沉淀，入口顺滑，生津
回甘无刺激，经久耐泡，杯底留香持
久，而且还可以煮着喝，这是其他红
茶不可比拟之处啊”。众多茶客、专
家品尝该茶后都给与了高度的认可和
赞誉。

福建是出女神的地方，太姥娘娘、妈
祖婆婆、陈倩姑等都是救苦救难的
神仙，关于她们的传说长年来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人。地处太姥山脚下的霞
浦，更是风景殊佳驰名中外，那里有
许多古老传说，奇草异花、神井仙水
等等扬名古今中外。神奇的大山，丹
井、绿雪芽、摩尼教古寺令人羡敬地
留存千古，而如今我们又欣喜地看到
霞浦的后裔，董金凤女士等贤人达士
正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奋为美丽的家乡
续写新的传奇。

最后附上笔者写给董金凤女士的小
诗，以表意：

临海福宁七色霞，种山寻药育酿茶。

萨珊渺远摩尼寺，太姥云深绿雪芽。

传道或教真种得，养生偏赖益菌赊。

卅年苦继祖宗业，指日凤鸣响不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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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图片  艺达

Taste

不知何时迷上了淡淡的想念，不知何时爱上了细腻香甜的冰糕味道。

窗外，绵绵细雨。室内，露珠一样的音乐流淌在寂静中。

冰冰甜甜丝滑的滋味混合着鲜香美味的坚果，香气在唇间肆意蔓延……

I do not know when I have taken a fancy to the sweet and delicate taste of ice cream, and 
begin to miss it from time to time.
Outside, it is drizzling. Inside, music is playing in the quiet room like the slight drip-drop 
of dew.
The delicate, cold, and sweet taste mixed with delicious nuts linger in the mouth.

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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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书传承人孔达达：
固本守正，敬道沧桑

The inheritor of Bang Calligraphy (a large script 
calligraphy) Kong Dada: 
dedicating himself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alligraphy 

秦并天下，正文字而推秦篆，丞相李斯书诸石刻示范天下，是为学术公认的中国书法
之起源。汉简篆入隶，至三国钟繇定楷书，中唐颜真卿终竟楷书之法，楷书之正始为
后书诸体之本。

After ending the era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unifying the territory of ancient China,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began to spread Qin Script, an ancient style of calligraphy adopted in the Qin Dynasty. Li Si, the 
prime minister of Qin, carved Qin Script characters on the stone for people to learn from, which was 
academically believed to be the origi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Later, the Qin Script was simplified to 
clerical scrip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Zhong Yao of the Three Kingdoms began to introduce regular 
script. Then, Yan Zhenqing further perfected the regular scrip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hich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s the reference for many other calligraphy styles.

撰文/陈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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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戏剧般的巧合，琅琊与会稽
竟因为前后两代巨人而成为中国书法
的圣地。前有李斯的《琅玡（后书作
琊）石刻》与《会稽时刻》，五百多
年后，山东琅琊人王羲之纵笔游历了
大半个华夏之后，最终选择浙江会稽
告别他丹青妆点的世界。书圣无以伦
比的人生，托起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高
峰，在他的身后，光芒照程，亦将书
法之灵气，深深地植入这片安葬他的
土地。

孔达达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距离书
圣故居百里之遥的会稽郡鄞县，今
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年幼的孔
达达深深地被汉字书法的魅力吸引，

临帖成为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最大乐
趣。地灵的浸濡以及家学的熏陶，奠
定了孔达达坚实的书法功底。

王羲之的时代，是楷书走向成熟的阶
段。书圣的书者之旅，由楷书进入
行书，再由行书升华为草书，为其后
一千六百多年的中国书法框定了实践
空间。楷书为本，化变行草，孔达达

人物简介：

孔达达，男，1964年生，北京国际文化艺术保护中心
主任、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榜书艺术家。

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特聘专家、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院特聘导师、上海民生
现代美术馆理事。负责编写《中国文化艺术品评估体
系》和《上海文化艺术产业“十三五”规划》；出
版著作《中国文化艺术品评估体系》《海派绘画一百
年》《赵无极艺术市场报告》等；编译《TEFAF全
球艺术市场报告》。榜书书法代表作《陋室铭》《周
易•天行健》《上善若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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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唯独钟情楷法，在楷书看似单调的
线条和结构中体会并构筑着意趣的无
尽变化，终成当代榜书传承的领军人
物、榜书殿堂级的书者。

2018年1月23日，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首次推出孔达达榜书作品展，七个月
之后，孔达达榜书作品再度亮相上海
朵云轩，将榜书这一今人已经有些陌
生的书法艺术展示于众，顿时引发业
界内外一片震撼。

榜书，古曰“署书”，又称“擘窠大
字”。常见于帝王宫殿以及高山绝壁
之上，是历代君王彰显为君之道以及
治国理念，巨儒明正学说，大贤昭示
节操的重要方式，传递民族文化价值
以及精神能量的国之重器。

榜书再现传人，既是传统文化之幸，

又是今人艺术享受之福。

中国的楷书，经历了三国的朴拙，两
晋的端劲，魏碑的遒劲，唐代的丰丽
以及宋代的书卷添雅，至清代正大雄
浑、抒情扬礼，能够承载这一路演变
并穷尽其魅力的就惟有榜书了。故榜
书亦有书法中的魁首之称，身为榜书
传人，除了笔墨间的功力沉淀之深，

古今涉猎之博，更在于书者的胸襟气
宇之正。

身为孔圣之后，达达先生蒙家学遗
风，文史治学，又经中国美院宋元山
水专业熏染，以及沙孟海等大师点
拨，其榜书作品格局宏伟之中更具文
人气象，大道之器俨然，一扫时下娇
柔造作与取巧淫技充盈之乱象，以古
朴之风书卷之雅还国技经典之本色，

业内推崇褒扬之声纷至沓来。

著名学者钱文忠评价其书法“笔收意

放，内重外逸，法度森严，意蕴雍
容”；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钟
国兴称赞道：“达达先生的榜书，

雄浑大气，入台阁而出，敦厚端庄，

有文士之气，大儒之神韵。”江苏省
中国画院副院长、著名画家薛亮赞
叹道：“孔达达的正楷榜书乃当代之
翘楚，气象宏大浑厚，正气内敛。正
楷榜书几近失传，达达先生接力薪
火相传，文之幸、书法之幸也。”孔
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长吴志友评价
说：“孔达达榜书有皇家气象，结体
厚重大气，自成一家。”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博
士生导师杜鹏飞在观看孔达达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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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撰文：“今观达达先生榜书，心
神不禁为之一振，其结字雍容典重，

笔墨沉着丰润，望之则庙堂之气存
焉。窃以为，康乾御笔有此风度，而
无此雄强；缶翁沙老有此劲健，而无
此从容。噫嘻，榜书至难，然达达先
生得其道矣。”

优秀的榜书作品不仅要以体量给人以
视觉强烈冲击，更追求字里行间的
详细曲折，最忌书者因字大而刻意追
求“气势”，或刻意追求流动，或
斧凿造作“飞白”，以致几无结构章
法，几无提按顿挫，犹以帚涂壁。所
以宋米芾《海岳名言》道：“世人多
写大字时，用力提笔，字愈无筋骨神

气……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
刻意做作乃佳作。”

而榜书书作之难亦在于此，不仅走笔
章法要符合普通小楷之审美，更因
其字幅远远超出人眼视线范围，只能
靠心力判定一气呵成，往往一幅作品
下来，身心俱耗。故世人敢于涉足其
中者少之又少，启功先生一生作品无
数，亦对榜书鲜有触碰。

著名历史学家向雁南教授评道：孔
达达的榜书近观虽为“擘窠”，点
画撇捺之间却一如“小字之详细曲
折”；远观则“字字结构沉稳，笔
笔意手皆到，整幅气象磅礴而雍容

稳健，潜然透出几分富贵之气。”

并进一步指出了“榜书”的书写难
度：“榜书”之难，气象之外，在
于其太吃功力，而这气力又绝非武夫
扛鼎蛮力，其巧在运通身之力，通达
肩臂而于笔端，其间又非积十数年之
功，绝难臻达妙处。因此我们通常所
见的“榜书”大多只一二或三五字，

很少十数字以上者。因多气必萎谢，

间架必散。然观达达的“榜书”，却
动辄接近百字，头尾一致，其中气力
之足，功力之深，可见一斑。

世人皆有避难趋易之性，如今艺术创
作中亦多见投机营巧之士混浊学术。

著名诗人、书法家林岫女士痛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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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曰：以为神马都能“玩一把”的玩
家，可以高峰蹦极，可以去北极脚踩
浮冰跟熊哥熊弟合影，可以闯活火山
玩倒立……唯独国艺不可戏不可欺，

也不好欺不好戏！

传承之路惟有正道可取，沧桑铺路，

艰辛为伍，毫无取巧之利。在孔先
生看来，作为书者，无论是业余爱好
还是专业创作，前提都是要先把字
写好。对于中国书法而言，传承的要
诀在承字上，前人碑帖是无声的传，

只能通过反复临摹才能做到承，进而
有所发扬。经过经年累月的训练，才
能总结出一套自己的临帖或临碑的经
验，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现代书法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艺术传入中国
后，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标准所造成的
冲击，致使很多人开始以西方艺术中
所推崇的实验性和创新精神为尊。书
法作为中国最传统的艺术形式，也受
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有些书者在基
本功尚不扎实的情况下，便刻意追求
超越传统的书写方式，梦想创立个人
风格。这种思路并不可取。

书法是中国人表情达意的一种特殊的
手段，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精
髓、哲学思考和美学理念。正是有了
孔达达先生这样一代代固本守正、敬
道沧桑的优秀传承者，泱泱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才得以继承弘扬，生生不
息。

期待孔达达先生在传承路上奉献出更
多优秀的榜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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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灯火要人归
Returning Home at Year End
撰文/黄唯君   图片/陈丽运

买了一本新日历，一年灯火，在一日一日的经过中，归来。

一月已经过去，不知不觉。故人早晚
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江
南的春色，从一枝寒梅开始，天气很
是寒冷，南方的阴冷是此刻最弥漫的
春色，阳光总是捉迷藏般，一会躲进
了云头，一会出走去了别处。露出来
的时候，也是有着一层光晕，好像半
遮面的琵琶女。

二月悄然而至，忽然就翻过好几页，

那些诗词与作画，像幻灯一样翩然
翻过，到达对应的那一幕。醉醒已在
他人界，犹忆东阳昨夜钟。世事都
合着日历翻过，昨天的，前夜的，还
有年少的，都会泛黄，最后丢在风里

沉默。如同买了一壶酒，喝完醉醒之
后，记忆不复在，而日头照样升起，

炊烟袅袅之后，又落在人间的温柔
中。

山色鸟鸣，古钟沉沉，可以是前世，

也可以是今生。谁又知晓，每一次相
遇是哪一种因缘际会的结果？或者，

这就是一盏有故事的茶，喝下去，浓
淡也只是感觉。故事，却总也要人去
创造。买了一些橘子，剥开，有细小
的白须在囊瓣上，喜欢把它们处理干
净再放进嘴里，好像这样就会特别清
甜。这就是感觉吧，喝茶会有浓淡，

吃橘会有清甜，而日子会有沉淀。

扉页上打上一枚名章，好像就能据为
己有。因为心急，所以墨印深浅不
一，看得有些断章。可是有些落灰
的，就像日子忙忙碌碌就成了过去。

春浦渐生迎棹绿，小梅应长亚门枝。

好多字不认识，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
的精髓，一个字代表了许多长长短
短的故事。一个字，也可以让一双眼
丢了魂，流出泪来。比如：归。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的那人在盼归；小桥流水
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断
肠人在盼归；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在盼归。那么多
人，那么多故事终究都有一个出处，

终究都是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一年灯火要人归。无论春浦有没有渐
生，小梅长在何处，灯火都等在那
里，从未熄灭。这个等字，如同归
字。期盼着，坚守着，始终不渝，也
从未求回报。一年一年，一代一代，

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蛋饺已经在火
炉上做起，汤圆搓了又搓，想着团
圆，就更加细致地捏好，怕有什么不
周到。门联贴上新福，而窗花不再是
寒冰的晶莹，而是期盼的眼神呵出
的热气。这一年，又来了，不需要歌
颂什么，只要带着自己回家。不论这
一年经过什么，都可以抖落一身的风
霜，钻进温暖的被窝，沉入好梦里。

归，不是一种守望。而是，无论在何
时何地，都能安心地把自己放空的一
种存在。只要灯火不熄，安心就永远
都在。

日历还很厚，要一页一页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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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糕
Chongming Cake
撰文/陆泽悠

小镇上有许多手工点心店，但我总觉
得十几年前崇明糕的那种滋味没有
了。朋友向我介绍城里做得最好的点
心店，尝了，也不过如此。我总以为
现在的糕没有以前的好吃了，其实你
可能还不知道，蒸糕的方式已经悄然
发生了改变。

崇明岛濒临浩浩东海，是典型的海洋
性气候。岛上水资源丰沛，四季分
明，地势平坦，在这里生长的稻谷带
着独特的口感，也给了崇明糕特别的
香甜。据说，只有用崇明本地的大米
和糯米，才能做出最正宗的崇明糕。

关于崇明糕的历史已经是无从探求
了，崇明人蒸糕有多少年了？是有了
崇明才有的崇明糕吗？长辈们说，自
打记事以来，每逢临近过年，自己家
里面总归是要蒸一笼崇明糕的。四邻
八舍的人家也都会蒸，蒸糕似乎成了
迎接新年的一个隆重的仪式。崇明乡
间的年味，总是伴随着灶间蒸腾的气
雾和浓浓的糕香，大如磨盘的崇明糕
与农家那方砖砌的土灶一起，是无
数崇明人心中对于“过年”的最深记
忆。

蒸糕是崇明岛上的传统过年节物。

历朝《崇明县志 •风俗卷》均有记
载：“元旦（旧时元旦谓正月初一）

燃爆竹，啖年糕。”家家户户的灶间
里都蒸汽缭绕，满是年味，这时候孩
子们围着灶台嬉戏打闹的样子也是被
长辈们无限包容的。要说崇明糕的制
作过程和方法，还得先从崇明糕的前
期准备工作开始说起。传统崇明糕的
做法复杂，从准备原材料开始至少也

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红枣、核桃、

松仁、赤豆、红糖等等都是可以根据
喜好有选择地进行搭配的，当然，每
一种搭配方式有它自己的比例和分
量。传统的崇明糕从口感上可以分为
松糕和软糕两种，从色觉上划分，有
红白两种最为常见，佐料红糖和白糖
的搭配，使得整笼糕看起来优雅而不
失庄重。糖的分量也很有讲究，放
少了，糕的味道完全没有出来，放多
了，糖一上蒸笼就都化了，糕不容易
凝结，咬合的口感就变差了许多。

挑选好自己想要蒸糕的类别，预先筛
选好精心挑选的食材和预留的配比，

在寒冬腊月里，灶头上烧一锅开水，

洗刷好蒸笼，在锅沿上摆一圈湿纱布
以免蒸笼上锅后蒸汽散失。在等待的
同时准备好细白米粉、糯米粉、核桃
肉、红枣肉、松子肉、白砂糖或者红
砂糖等辅料，待灶上的蒸笼开始冒出
大量白色的气雾，便可以蒸糕了。

蒸年糕最忌“不熟”，但崇明糕又厚
又重，要做到内外兼软糯可口，口感
绵密，上口有嚼劲，除了糖与米粉的
比例要严格控制之外，蒸汽量和上粉
速度的把握也极为关键。一蒸笼糕的
制作过程并不是一气呵成的，米粉必
须一层一层铺，一层熟了再铺一层，

直到整笼糕都蒸熟为止。另外，蒸汽
的大小也直接影响了糕的质量，崇明
岛的灶头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那便是囊括了所有本地人
的文化饮食，这里头当然也包括蒸崇
明糕，娴熟地用灶头去蒸煮食物，不
仅是过去岛上的居民掌握的必要生存

技能，它更是崇明乡间文化的典型，

只不过现在大多数人家早已更替成了
液化气灶，而仍能娴熟使用灶头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蒸汽太小了蒸不熟，

太大了又容易只蒸熟外周一圈，内部
蒸汽就进不去了。灶炉的火候直接
决定蒸汽的大小，添加的柴火品种不
同，时间不同，方式不同，使得每家
每户蒸出来的糕都略有区别。蒸崇明
糕时大部分时间蒸笼是不加盖的，为
的就是让蒸汽流通，一旦加了盖，顶
层米粉容易先蒸熟，腻住了蒸汽流动
的小缝隙，中间的米粉就全是生的。

蒸糕的时候，小朋友会很识趣，心甘
情愿地被轰走，因为某种默契，我们
知道灶炉里面待会儿定会出炉额外煨
熟的红薯和玉米。

新鲜出炉的崇明糕一般是不建议立马
就上口的，刚蒸熟的糕虽然香，但
崇明人吃糕，也是很有讲究的。糕要
等到自然冷却，尚未变硬的时候，用
刀将一整块崇明糕切成上百条糕丝，

每顿饭蒸着吃个两三丝。为了让糕的
保质期更长，崇明乡间往往会将这些
切好的糕丝露天晾晒，晒干后密封保
存，要吃的时候取出几丝，隔水蒸或
者放进粥里一起煮都可以。要么就是
和着酒酿，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酒酿
糕丝吃，那味道可以说是地道且精美
绝伦的。

灶炉里通红的火焰，如今想来，依然
令人温暖。

67AIRPORT  JOURNAL



小雪缀江南
顾新

江南飞雪，

腊梅弄春，

银霜衬底展斑斓。

风轻云淡，

芳华不老，

浮游半生仍少年！

◎ 图片/于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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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小游
钱莹莹

两水夹带九曲弯，

凛凛素裹一袭寒，

千帆随流声声慢，

九转经年意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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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诗句。灯，

与节日融为一体，再附上了灯谜，便
增添了喜庆与趣味。父亲给我们仨每
人都买了灯笼，那时的是用玻璃纸做
成的花灯，中间放上小蜡烛，点着后
用手提着。我们走在大街，不管认识
不认识就与小朋友们比花灯，看谁的
灯更亮更漂亮。

到了家，我们就约上小伙伴们三五成
群把家里用秃了的刷子找来，来到空
旷的田地里“揉刷子骨朵”。把刷子
一头拴上绳子，点着火，手牵着绳子
的一头，甩开胳膊旋转起来。明亮的
火圈，呼呼的风响，愉快的年节就在
刷子骨朵的光圈中、伙伴们的欢呼声
中画上了句号。

元宵记忆
Memory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撰文/任敏   图片/文墨

俗话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
俗”，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民俗，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期盼……然而
相同的情感是祈愿美好，永恒的主
题是欢聚团圆。

记忆里每逢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会
自做元宵，以白糖、玫瑰、芝麻、

豆沙、黄桂、核桃仁团馅为丸 ,蘸水 ,

用簸箕盛糯米面,置丸其中,反复滚动,

曰“滚元宵”，风味各异，可汤煮也
可油炸。“天寒难锁新春意，炉暖宜
烹白玉丸”，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家家户户都在门前屋后悬挂彩灯、

大红灯笼。大街上更是张灯结彩，店
铺前的树上也挂满了灯笼。烟花肆意
燃放，带着浓浓的年味。传统的跑
旱船、踩高跷、扭秧歌、打腰鼓、

舞龙、舞狮……各种社火悉数“踩
街”，民族文化活动热闹非凡。剪

纸、吹糖人、捏泥人等民间绝活纷
纷亮相。

一大早我们姐弟便被“劈劈啪啪”的
鞭炮声惊醒，吃了又香又糯的汤圆
后，就缠着父亲去街上看灯、看社
火。只要父亲一点头，我们便心花怒
放、欢呼雀跃起来。大街上游人如
织，爸爸把弟弟架在脖子上，姐姐一
手拉着我，一手拽着父亲的衣角，

生怕被人群冲散了。我和姐姐尽力踮
着脚尖，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热闹的镜
头！看舞龙舞狮跑旱船、看剪纸捏泥
吹唢呐，锣鼓声、叫好声响彻云霄。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特别小的小朋友
只是来看看热闹罢了。

我们一直要玩到“月上柳梢头”，灯
月交辉，大红灯笼高高挂，烟花更加
璀璨，别有一番意境的美。应了辛弃

岁岁闹元宵，轰天锣鼓敲。
烟花分外美，民俗实堪骄。
         ——《庆元宵》•东方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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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雨
朱秀佼

南方的冬天

总有不少阴雨绵绵的日子

天边刚露出一抹鱼肚白

雨水噼里啪啦

落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上

是唤醒人们晨起劳作的钟声

雨水淅淅沥沥

落在路边花坛里的绿芽上

是呼唤春天早点到来的窃窃私语

雨水悄无声息

落在行人的心上

是洗尽铅华后

迎接新航程的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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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中
——献给机坪人

顾新

凌冽的风，挽着我的手

从冰点的地平线走来

昏昏的路灯，凌乱的星光

被我坚定有力的步伐惊醒

发现一个影子很长很长

月牙想躲进云朵里

可，风撕开了那薄薄的棉絮

一圈淡淡的光晕

却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

悄悄地护住一片安宁

踩在地面上的脚

和冰霜说着悄悄话

任凭呼出的一丝热气

在发尖凝成点点的霜粒

折射寒夜里坚实的光

用脚步丈量着夜色

时间也在驻足凝固

只有风儿梳理着枝丫

对着稀疏的叶子把心事说尽

那是我的热血真情

寒风褪去，一片静谧

可并不孤单，也不曾犹豫

无限的情思伴着我

在严冬里，在寒风中

只为那一片万家灯火的暖

◎ 图片/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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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冬
顾恁轩

琼花万朵梅三支，

未到春喧雀闹时。

沃野依稀现碧妆，

清水徐步蕴春声。

◎ 图片/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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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点香炉，佳绝黄河！冬日的陕北，雪意
中更显奇幻。黄河万里奔腾而来，一路势
如破竹，劈开万仞崇山，呼啸而出，身腰
一扭，就能打造出一个绝色景致，陕北佳
县香炉寺即是。香炉寺位于县城东二百米
的香炉峰峰顶，东临黄河，三面绝空，仅
西北面以一狭径与县城古城门相通。寺
下有一巨石如柱，立于黄河之中，石顶平
阔，形如高足香炉，故得寺名，中国南北
寺庙量不在少，东西道观难以数计，但如
香炉寺筑造之精巧，建制之玲珑，景色之
美妙者，绝无仅有。

Snow-capped Xianglu Temple, best view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n winter after snow, Northern 
Shaanxi looks dreamier and more fantastic. The 
Yellow River darts along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and splits ten thousand of mountains with crush-
ing force. Then it roars out and makes a turn to 
create wonderful sceneries, and the Xianglu Tem-
ple of Northern Shaanxi is one of them. Located 
on the top of the Xianglu Peak 200 meters east of 
the county town, the Xianglu Temple is open to 
three sides with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east, and 
only a narrow path leading to the ancient gate of 
the county town in the northwest. Beneath the 
temple, there is a pillar-like huge rock standing 
in the Yellow River, with wide and flat top, and in 
the shape of a long-legged incense burner (xian-
glu in Chinese), and that’s how the temple got 
its name. China boasts for its numerous Buddhist 
temples and Taoist palaces across the country, 
but none matches the Xianglu Temple in terms 
of ingenious structure, exquisite architecture and 
beautiful scenery.

雪点天柱插清空，倒映河流起卧龙。

日射罘罳光满地，鸣钟。

一柱旃檀暮霭中。

——（清）张金佩《香炉晚照》节选

撰文/图片  白英

Snow-capped Xianglu Temple
Best View along the Yellow River
雪点香炉寺 佳绝黄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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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县奇观香炉寺
从山西临县克虎镇过黄河大桥，跨越
到陕西，汽车廻旋在蜿蜒的山道上，

抬眼而望，一座大山出现在视野里，

佳县县城就是坐落在高高的山顶上。

沿着县城石板街逶迤北行，至城东北
处，在杂乱的民房间，经人指点，

方见一不起眼的小巷口，小木牌上
有“香炉寺”三字，沿着弯曲不平
的小道顺坡而下，猛抬头，一个奇
妙的世界呈现眼前。往远看，大山
连绵起伏，莽莽苍苍，向黄土高原伸
去。近处看，自山坡到山脚，所有房
舍，依山势铺开，状如蜂房，显出几
分壮观。山下就是深深的秦晋大峡
谷，黄河在谷底奔流。顺河谷向北望

晨光沐浴香炉寺

去，眼光立即被征服了。啊！黄河像
一个画家，在这里创作一幅美仑美奂
的风景画；她又是一位雕塑家，在这
里雕刻一件惊世骇俗的石雕—— 黄河
西岸的香炉寺巍然耸立。

佳县县城的东北面山体，伸向黄河故
道，猛然间如斧劈刀削，把一柱石头
断开，与山体相隔三米开外，其状如
蜡烛，细观则像高高的香炉。香炉状
的巨石高二十余米，周长约十五米，

通身剥离了山体，离开了山城，从黄
河惊涛的拍打声中崛起于半空，仅由
一三米长的横木作桥，将寺与石头城
连接。远观像是大地母亲牵着的孩
子，有意让它与黄河亲密接触，听黄

河的涛声浪韵，受山风的熏陶洗礼。

佳县人眼中的这块巨石，似乎通身散
发出仙气，是块神石。据民间传说，

香炉峰不是人力所为，而是开天辟地
的盘古安放好的。香炉寺，打造了万
里黄河独具的特色，铸就了佳县山城
的形象大使，印出了黄土高原最好的
一张名片。

黄河蓬莱香炉寺
香炉峰凌空而起，地势险峻，断桥惊
险异常，如入云中。置身其上，如
凌绝空际，环看黄河，则别有一番感
受。放眼望去，滚滚的波涛从两山
之间奔腾而来，于脚下翻卷而过，冲
向弯曲迷茫的下游峡谷，高原千山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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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穿孔

古城古寺

壑铺展开去，岚气弥漫。东眺吕梁山
脉，起伏连绵，宛如骏马奔腾；仰望
佳县山城，好象与天际相接；低头俯
看，滔滔黄河激流而下，波澜壮阔，

汹涌澎湃，佳临黄河大桥横贯东西，

如龙卧波，有如进入仙境一般。看高
原天高地阔，望黄河源远流长，磅礡
的气势，冲击的视觉，令人心旷神
怡，难以忘怀！

清晨朝阳沐浴，太阳从东山冉冉升
起，金辉万顷，染遍小寺，寺的背景
佳县山城，也被阳光染成金色，黄河
的水面如洒上碎金，灼灼闪动。阳
光和谐了山、水、城、寺，一幅融山
光水色、绝仞峭壁的写意画卷，铺展
在高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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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寺禅韵盎
然，愈发的静美肃穆，酷似传说中
的“蓬莱景”，故香炉寺又有“黄

河小蓬莱”之称，“香炉晚照”也
列为古佳州八景之一。

看着眼前的景致，不由得想，此处若
无香炉寺，茫茫天底下，枯荒的黄
河、黄土、石头城，该会是多么的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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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黄河一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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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广场

寥！而就是这一炷香炉，天地一下子
为此生动起来：巍峨高峻的雄城为其
屏障，两岸连绵的群山争相拱伏，滚
滚奔流的黄河在其脚下翻卷荡漾。没
有幽谷秀水，鸟语花香，也没有层峦
叠翠，松竹掩映，香炉寺是简单的，

然而，它的简单却让黄土、黄河神
奇毓秀，韵味无穷，以一石之奇让整
个石头城充盈着灵性；香炉寺是小巧
的，然而，它的小巧以小衬大，让高
山流水尽展风韵，让人视野高远，心
胸开阔。香炉寺，天地万象皆为之映
衬，一应风光尽收眼底，真是此地理
山川之灵魂！

天柱腾境香炉寺
香炉寺占地一亩，主体建筑是一组呈
三合院式明代建筑，据寺内现存石碑
记载，香炉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
（公元1614年）。寺院由两部分组
成，西边部分与山城腰部相连，走进
寺院细观，院落面积不大，但构建颇
为考究。古寺内有龙王庙、娘娘庙等
殿堂数座，祥云绕柱，香炉盘龙，泥
塑的神像寄托着信徒们美好的愿望。

寺内现存石碑八块，古柏两株，壁画
若干，还有青石牌坊一座，上书“天
柱腾境”四字，小巧简洁中透出大方
之气，笔法独到，遒劲有力，绝非等

闲之辈所留。寺南端十米处，通往惊
险万分的香炉峰。明万历年间，建桥
与河岸相通，石柱之顶，方丈石头之
上，建有一玲珑小阁观音阁，就是香
炉寺，古寺因之而得名。

穿过古寺僧人居住的院落，是一个清
静的小院。正殿里供奉的是佛教的
佛祖和菩萨的泥塑金身，而墙上的壁
画，画的则是道教的仙人，香炉寺，

是佛道合一的寺庙。空气中弥漫着淡
淡的香火味道，院子中间的古碑经历
风剥雨蚀，模糊不清的字迹依然诉说
着沧海桑田，一棵悬挂着古钟的老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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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躯干硬朗，数百年了照旧舒展着叶
枝，昭示着生命的顽强。在小院的东
边，一亭横在直立而起的悬崖边上，

这便是香炉寺里有名的寄傲亭了。说
是亭子，其实只是木梁斜悬，四壁落
墙，室内青砖铺地，白灰罩墙，一块
壁碑，几叶木窗，简单拙陋间显出淡
然的自然与质朴。在这样的环境中，

任凭是怎样一颗浮躁的心，料想也能
安静许多。室内清风拂面，身边涛声
阵阵，推窗远眺，宽阔的河面，汹
涌的波涛，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河黄
河，直端端的，就在你的眼前!

寄傲亭内几张木桌，一壶清茶，自古
就是个文人雅士饮茶品茗、论道言志
的地方。或得志或失意，或喜或悲，

种种情绪，皆可抒发释放于此。静立
窗前，看大河东去，天地不老，默想
人生之短暂，一己得失又有多少值得
记挂在心？走出寄傲亭，默立于幽静
的古寺，看天上云卷云舒，听黄河水
声涛涛，独拥一方清寂，轻轻地体味
香炉寺的灵韵与厚重，享受光阴自然
的播洒与赐与，定会自在自如，轻松

香炉峰

无染，荡涤灵魂，心有所悟。是啊，

不少经典古建之所以通人灵性，愈久
弥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想必是
建造者将其全部的心智融入了其中。

灵韵厚重香炉寺
香炉寺虽位居偏僻的佳县，但因其绝
无仅有的独到景致，吸引了历代的名
人墨客。赞美香炉寺的名篇佳作不在
少数。清朝有个叫尚崇年的佳州知州
就写了这样一首咏香炉寺的诗：“孤
城薄暮任徜徉，紫气飞凝万仞傍。明
灭夕阳悬峭壁，峥嵘怪石借余光。峰
头目断落霞远，渡口人归秋水长。漫
说垆垂真宰炼，且邀月色入流觞”。

读此佳句，不由让人心胸亦随高原而
旷远，思绪似浩荡的流水蜿蜒绵长。

香炉寺也成为了影视作品、摄影画作
的创作地，拍摄《巍巍昆仑》《咱们
的领袖毛泽东》等多部影片时，都曾
以香炉寺为实景，再现过毛泽东转战
陕北在佳县期间的难忘岁月。著名画
家苗重安、刘文西都以其高超的艺术
造诣，形象地描绘了香炉寺奇妙美丽

的景象，使其更加神奇迷人。《佳城
东望》《高原春色》《琼崖仙阁》

《香炉晓月》《万里黄河千古流》

等等画的都是香炉寺。摄影人更是一
年四季留恋在黄河边上，捕捉香炉寺
的绝佳奇景。

在群山对峙的秦晋峡谷与九曲蜿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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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原味黄土地

黄河之间，精巧奇险的香炉寺犹如秦
晋大峡谷中的山水盆景，极富灵气与
韵味，不愧为令人赞叹的古建经典。

身在香炉寺，看远山，恰似仙客渡水
踏云；听涛声，黄河神韵心中共鸣。

香炉寺就像一位历史老人，独守着一
份令人动容的寂寥之美，临川望水，

遗世独立。

交通：自由行可从榆林乘长途车到佳县。自驾游沿太佳
高速公路佳县出口下可直达佳县。从汽车站去香炉寺步
行约15分钟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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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在每人30至1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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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佳县县城里民房依山而建，道路崎岖，最好穿
户外鞋。拍摄香炉寺以下午五点半为最佳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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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一个拉丁美洲的群岛国，加勒比海上的
一颗闪亮明珠，五色斑斓，美如童话。在巴哈
马群岛中，有个著名的“猪岛”，生活着一群世
上“最幸福”的猪。

Bahamas, a archipelagic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is a 
shining pearl in the Caribbean Sea. It’s like a country in 
the fairy tale with bright colors. In Bahamas, a group of 
happy pigs live on a famous “Pig Island”. 

撰文/图片  沈安娜

Happy pigs on Bahamas
巴哈马幸福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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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慵懒地躺在海滩上晒日光浴，

在温暖的海水中畅游。它们不怕陌
生人，快乐地游向游艇与游客打招
呼……

幸运的是，这个岛上拥有淡水温泉，

可供小猪生活饮用。然而，它们究竟
是如何来到这个岛上的，目前还不得
而知……

有一种说法：这些猪是多年前水手途
经该岛时放下的，希望成为日后航海
时的食物补给。但水手没有回来，而
猪仔们在岛上繁衍生息并壮大。另一
种说法：猪所在的船可能发生海难，

由于它们会游泳，因此来到岛上，并
繁衍了下来。不管怎样，这群幸运的
猪就这么定居在了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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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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向西》
[巴基斯坦] 莫欣·哈米德   著

《埃尔梅特小镇》
[英] 菲奥娜·莫兹利   著

《太阳骨》
[爱尔兰] 迈克·麦克考马克   著

02

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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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难民众多的社会，主人公在
学校相爱，并在越来越危险的环境中想办法一起逃出这
个城市。

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米德2017年出版了一本魔幻现实
主义小说《一路向西》(Exit　West，也有译为《出走
西方》)，成了《纽约时报》年度十佳畅销书。书里有
一句金句：我们都是时光里的移民(We are all migrants 

through time)。

该书为莫兹利的处女作，是一本关于家庭关系
和家乡的小说。

小说讲述两个男孩与父亲在远离人群的小屋里
生活。父亲告诉他们，近旁的树林独属他们所
有。然而，其他人像秃鹰一样觊觎着树林，而
父亲也变得愈发可怕。

本书开创了自己的文学语言，没有断句，被称为“单句
小说”。全书用一个长句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在使命最后
一天的怀旧与追忆，由独立出版社Canongage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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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湾金沙在新加坡率先推出Impossible 2.0概念

滨海湾金沙三家顶级名厨餐厅日前率先在
新加坡推出备受期待的Impossible 2.0系
列餐品，标志着“素肉”这一极具突破性
的餐饮概念在新加坡首次亮相。

自3月7日起，名厨David Myers的Adrift

餐厅、名厨Gordon Ramsay的Bread Street 

Kitchen餐厅和名厨Wolfgang Puck的CUT

牛排餐厅将位列新加坡首次推出以素食牛
肉为创作原料的前8家餐厅之席，标志着
滨海湾金沙作为综合娱乐胜地在可持续发
展领域开启了新篇章。

The Impossible 2.0是2016年Impossible Foods首次推出“素肉”以来的全新升级，倡导无麸质、无胆固醇、无动物激素和抗
生素的餐品。能够提供的有效铁元素和蛋白质含量与80%无脂牛肉相当，其中大豆血红蛋白中的血红素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是使素食带来同样“香醇”的牛肉滋味的关键。

来自加州的食品科技公司Impossible Foods表示，制作“素肉”产品仅需少部分土地，水和能量资源，远小于造成15%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和消耗全球25%淡水的牲畜。

资料由新加坡滨海湾金沙(Marina Bay Sands)提供

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和服对全球时尚的影响

《和服再造》（Kimono Refashioned）是旧金山亚洲
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特展，展览时间为2019年2月8日至
5月5日。

展览讲述了和服是如何启发时尚设计中的二维结构、

前沿纺织和装饰性图案，并从而带来了当代时尚进程
中的种种变革的。通过展示京都服饰文化研究院馆藏
的成衣，《和服再造》追溯了和服从19世纪对于英国
正装后部支撑、拖尾等元素的影响和20世纪20年代对
于巴黎晚礼服的影响，以及20世纪后期对高级时装和
在当代对于流行男装的影响。

保罗·波烈、可可·香奈儿、三宅一生和汤姆·福特等近
30位设计师和艺术家带来了40多件套装、配饰和艺术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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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场国内航班通航点

阿克苏

朝阳

安庆/天柱山

安顺/黄果树

鞍山/腾鳌

百色/巴马

包头/二里半

北海/福成

北京/南苑

北京/首都

毕节/飞雄

成都/双流

承德/普宁

池州/九华山

赤峰/玉龙

达州/河市

大理/荒草坝

大连/周水子

大庆/萨图尔

大同/云冈

丹东/浪头

东营/胜利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

恩施/许家坪

佛山/沙堤

福州/长乐

抚远/东极

阜阳/西关

赣州/黄金

固原/六盘山

广元/盘龙

广州/白云

贵阳/龙洞堡

桂林/两江

哈尔滨/太平

哈密

海口/美兰

呼伦贝尔/东山

邯郸/马头

汉中/城固

合肥/新桥

和田

黑河/瑷珲

衡阳/南岳

呼和浩特/白塔

怀化/芷江

淮安/涟水

黄山/屯溪

惠州/平潭

鸡西/兴凯湖

济南/遥墙

济宁/曲阜

佳木斯/东郊

嘉峪关

揭阳/潮汕

金昌/金川

锦州/锦州湾

井冈山

景德镇/罗家

喀什

克拉玛依

库尔勒

昆明/长水

拉萨/贡嘎

兰州/中川

黎平

丽江/三义

连城/冠豸山

连云港/白塔埠

临汾/乔李

临沂/沭埠岭

柳州/白莲

六盘水/月照

泸州/云龙

洛阳/北郊

吕梁/大武

梅州/梅县

绵阳/南郊

牡丹江/海浪

南昌/昌北

南充/高坪

南京/禄口

南宁/吴圩

南阳/姜营

宁波/栎社

齐齐哈尔/三家子

黔江/武陵山

秦皇岛/北戴河

青岛/流亭

庆阳/西峰

琼海/博鳌

泉州/晋江

日照/山字河

三明/沙县

三亚/凤凰

厦门/高崎

深圳/宝安

神农架/红坪

沈阳/桃仙

十堰/武当山

石家庄/正定

太原/武宿

唐山/三女河

腾冲/驼峰

天津/滨海

通化/三源浦

通辽

铜仁/凤凰

吐鲁番/交河

威海/大水泊

潍坊/南苑

温州/龙湾

乌海

乌兰浩特/义勒力特

乌鲁木齐/地窝堡

武汉/天河

武夷山

西安/咸阳

西昌/青山

西宁/曹家堡

西双版纳/嘎洒

襄阳/刘集

忻州/五台山

兴义/万峰林

烟台/蓬莱

延安

延吉/朝阳川

盐城/南洋

伊春/林都

伊宁

宜宾/菜坝

宜昌/三峡

宜春/明月山

银川/河东

营口/兰旗

永州/零陵

榆林/榆阳

运城/张孝

湛江

张家界/荷花

张家口/宁远

张掖/甘州

白山/长白山

长春/龙嘉

长沙/黄花

长治/王村

郑州/新郑

中卫/香山

重庆/江北

重庆/万州

舟山/普陀山

珠海/金湾

遵义/茅台

遵义/新舟

常德/桃花源

信阳/明港

攀枝花/保安营

乌兰察布/集宁

松原/查干湖

澳门	 	 													高雄	 	 											台中/清泉岗	 										台北/松山	 																												台北/桃园

香港/赤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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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场国际航班通航点

日本

韩国

泰国

静冈

冲绳

茨城

大阪/关西

东京/成田

东京/羽田

福冈

富山

冈山

高松

广岛

鹿儿岛

名古屋/中部

松山

仙台

小松

新泻

札幌/新千岁

长崎

佐贺

大邱

釜山/金海

光州

济州

清州

首尔/金浦

首尔/仁川

襄阳郡

甲米

曼谷/廊曼

曼谷/素万那普

普吉

清迈

素叻他尼（万纶）

瑞士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埃塞俄比亚

埃及

毛里求斯

苏黎士

安克雷奇/泰德·史蒂文斯

波士顿/洛根

达拉斯/沃斯堡

底特律/大都会

关岛

檀香山/火奴鲁鲁

旧金山

洛杉矶

孟菲斯

纽约/肯尼迪

纽约/纽瓦克

塞班岛/科布勒

圣何塞/硅谷

西雅图/塔科马

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

芝加哥/奥黑尔

奥克兰

埃德蒙顿

多伦多/皮尔逊

蒙特利尔/特鲁多

温哥华

哈利法克斯

蒂华纳

墨西哥城

凯恩斯

墨尔本

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

布里斯班

奥克兰

亚的斯亚贝巴/博莱

阿斯旺

路易港/普莱桑斯

文莱

乌兹别克斯坦

新加坡

伊朗

以色列

俄罗斯

德国

西班牙

比利时

意大利

英国

奥地利

丹麦

法国

芬兰

荷兰

捷克

卢森堡

瑞典

斯里巴加湾

纳沃伊

新加坡/樟宜

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

海参崴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

莫斯科/多莫杰多沃

圣彼得堡

新西伯利亚/托尔马切沃

伊尔库茨克

克拉斯诺尔斯科

法兰克福/国际

法兰克福/哈恩

科隆

莱比锡/哈雷

慕尼黑

巴塞罗那

马德里/巴拉哈斯

萨拉戈萨

布鲁塞尔

列日

罗马/菲乌米奇诺

米兰/马尔彭萨

伦敦/希斯罗

伦敦/盖特威克

维也纳

哥本哈根/凯斯楚普

巴黎/戴高乐

赫尔辛基/万塔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

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

卢森堡

斯德哥尔摩/阿兰达

越南

菲律宾

阿联酋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柬埔寨

沙特阿拉伯

阿塞拜疆

朝鲜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卡塔尔

马尔代夫

孟加拉

斯里兰卡

土耳其

富国

河内/内拜

胡志明市/新山一

芽庄/金兰

岘港

宿务

克拉克

卡利博

马尼拉

迪拜/世界中心

迪拜/国际

阿布扎比

金奈/马德拉斯

孟买/迪拜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

巴厘岛/登巴萨

万鸦老

槟城

吉隆坡

亚庇/哥打基纳巴

暹粒/吴哥

金边

利雅得/哈立德国王

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

巴库/比纳

平壤/顺安

阿拉木图

比什凯克/玛纳斯

多哈/哈曼德

马累/易卜拉欣·纳西尔

达卡/沙阿贾拉勒

科伦坡/班达拉奈克

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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