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凡的征程非凡的征程
———迎接建党—迎接建党 100100周年有感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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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十月的礼炮天安门城楼十月的礼炮，，
伟人清澈而铿锵的宣言伟人清澈而铿锵的宣言：：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震撼了一度沉默的世界震撼了一度沉默的世界，，
开启了建设家园的征程开启了建设家园的征程。。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
击碎了西方霸权者的美梦击碎了西方霸权者的美梦；；

卫星悦耳的东方红旋律卫星悦耳的东方红旋律，，
在浩瀚的宇宙中响彻在浩瀚的宇宙中响彻；；
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
让千百年的天堑变为通途让千百年的天堑变为通途；；
工业产业建设突飞猛进工业产业建设突飞猛进，，
农业生产粮食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粮食自给自足，，
全民教育体系日渐完善全民教育体系日渐完善，，
医疗卫生政策惠及百姓医疗卫生政策惠及百姓，，
科技普及工作深入人心科技普及工作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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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宝剑，人们马上便会想起“干将”
与“莫邪”，以及他俩铸剑的故事。相传春秋战
国时，吴国有夫妻干将与莫邪为铸剑能匠。某
日吴王阖庐使干将铸剑，干将久炼铁水凝而不
流。其妻莫邪甚是不解，乃问丈夫。干将答
曰：昔先师欧冶子炼铁铸剑，曾以妇女许配于
炉神，铁水即流。莫邪闻之义无返顾，立马纵
身跃入炉中，铁汁立即流出，遂铸成二剑。雄
剑名“干将”，雌剑称“莫邪”，剑之精美
锋利名闻天下。那么，这里干将提到的
欧冶子又是一个咋样的能工巧匠呢？

原来欧冶子为 2500多年前战国人，
工于铸剑。当他云游江南，某日来到今
浙江西南秦溪山这个地方，发现此地蕴
藏优质铁矿石，山麓又有一泓湖水，青
纯甘冽，为铸剑淬火提供了优越的条
件，从而断定这里为铸剑之宝地，遂决
定留下。不久果然铸得好剑，最著名的
三把分别称“龙渊”“秦阿”“工布”，并将
铸剑之地取名为“龙渊”。及至到了唐
朝时，为了避高祖李渊名之嫌，而改地
名 为“ 龙 泉 ”，一 直 沿 用 至 今（今 龙 泉
市），而龙泉宝剑经 2500余年的制造与
研究，发展至今具有“坚韧锋利，刚柔相
济，寒光逼人，饰纹精美”之特点，成了
当地一大名牌产品而声名远扬。

其实有关龙泉铸剑的盛名，笔者早
有所闻。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偶有报刊
介绍过龙泉宝剑质量的精美优良，什么
寒光闪闪啦，什么削铁如泥啦，真是精
美绝伦，天下第一。多少年来我一直很
想去龙泉看看，去观赏龙泉铸剑这门工
艺的绝技，去饱赏中华文化这朵奇葩之
精美。

去年十月下旬某日，秋高气爽，风和
日丽，我与家人终于来到了浙西南偏僻
小城——龙泉市。在龙泉两天时间里，
我们先后参观了龙泉宝剑博物馆与沈广
隆剑铺。

本文主要回忆那天我们参观龙泉宝
剑博物馆的过程与收获。龙泉宝剑博物
馆坐落于龙泉市老城西九姑山麓公园
内。博物馆上下二层，一楼主要阐述制
剑的历史，二楼着重展示各类剑及大刀
的实物，楼下大厅四周墙上布置图文，
主要介绍剑的发展历史，大厅二三具玻
璃柜内展有少量剑的实物样品。从图文
及剑实物的展示中，我们了解到我国制
剑始于春秋晚期，已有 2500多年历史。
剑在中国古代传统冷兵器中具有特殊和
显耀的地位。作为一种短兵器，剑最大
的优点无疑是可以随身携带，以备防身
之用。随着剑的功能不断扩大与转化，
形制不断演变和美化，剑越来越受到当
时人们的珍爱，于是就成了“宝剑”这个
复合词了。那么剑起源于何时，可能没
人讲得清楚。但是作为一种纯兵器，毫
无疑问最早出现的是铜质剑。而出现于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式剑”，才是真正的
早期的剑了，也是铜剑时代最光辉灿烂的代
表。《战国策·赵策》有记载：“夫吴干之剑，肉试
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

在制剑方面，战国秦剑始终为佼佼者，领
先于其他诸侯国。由于剑身较长，剑刃锋利，
所以实战中秦剑更能及早刺中对方。又因剑
茎较长，故而既可单手持剑，也可双手握剑，在
使用上更灵活，更方便。可以说秦剑继承和发
扬了春秋制剑的技艺，将冶炼和制造技术提高

到了一个新水平。至于最早的铁剑应是 1990
年在河南三门峡虢国贵族墓出土的西周晚期
玉茎铜芯铁剑，但十分稀少。此后经过春秋战
国、西汉，到了东汉，形势大为改观，铁剑最终
完全取代了铜剑。这时随着汉王朝力量的强
大和疆土的扩展，各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争较量
及广泛的文化交流，导致铁剑归于统一，尔后
不久剑作为一种武器就渐渐退出战场，其功能

发生了变化，其式样越来越丰富，纹饰
越来越华丽，譬如，王公贵族的“玉具
剑”以及晋代上朝所佩的“班剑”等都成
了高身份、重权势的象征，代表了一种
威严显赫的地位。以龙泉剑为例，正如
三国时曹植所言：“美玉生磐石，宝剑出
龙渊。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福。”清末
秋瑾曾曰：“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
壁上鸣。”

一楼大厅，还列表简述了制剑的主
要步骤，其中最为关键的剑身锻造一项
就有五大工序。1.捶打：将铁块加热到
高温，然后反复多次渗碳锻打，形成宝
剑的最佳雏形。2.刨锉：用钢刀削锉，使
剑身厚度适中，剑脊于剑刃之间呈一定
坡度，剑脊须居剑身正中，成一条直线。
3.磨光：将锉好的剑置于错石上进行磨
光。先粗磨，再细磨。4.镶嵌：磨光后，
在剑身上用钢针镂刻所需图案、剑名、
店号，嵌上赤铜，经镏铜处理后，再磨光
使之呈现出熠熠光亮的金色。5.淬火：
运用传统淬火方法，使剑身达到刚柔相
济的效果。

在二楼集中展出了春秋战国以来我
国各地制造的一些刀剑的样品及龙泉宝
剑的精品，包括曾被多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一些外国首脑以及我国某些文化名
人所收藏的龙泉宝剑。其中毛泽东主席
收藏沈广隆宝剑（1956年）、尼克松总统
收藏沈广隆宝剑（1972年）、乔石收藏长
寿 剑（1997 年）、胡 锦 涛 收 藏 乾 坤 剑

（2009 年）、孟 建 柱 收 藏 君 子 剑（2018
年），此外阿曼苏丹国王卡布斯收藏玄
武剑（2008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获
赠乾坤剑（2015年）、智利前总统爱德华
多·弗 雷 收 藏 沈 广 隆 和 合 宝 剑（2019
年），国民党要人蒋介石、白崇禧、黄绍
竑、俞济时以及陈嘉庚、启功、金庸、王
军霞、钱文忠、马云、莫言等人均收藏有
各式龙泉宝剑。

在所展出的众多的宝剑与大刀中，
有一把抗战大刀高高挂在二楼展厅的
墙上，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大刀长
867毫米，重 1186克。大刀历经沧桑，锈
迹斑斑。我想，当年我国军民常常就是
凭借这样古老简陋的兵器杀向日寇，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得
鬼子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一把普通的
老式抗战大刀，刀面早已斑驳不堪，刀
刃早已严重剥蚀，然而就是这把废旧的
抗战大刀，一件珍贵的在抗日战争中屡

建战功的历史文物却深深地吸引着来此参观
的群众，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对大刀看了又
看，端详了很长时间，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就是因为有了这把抗战大刀，大大地为龙泉
宝剑博物馆增光添彩，从而极大地激起了来
此龙泉宝剑博物馆参观的每一个观众强烈的
高昂的爱国热情，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决心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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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路：吃过一条街，爱上一座城 ■陈茂生

外地朋友发来微信：听说云南路拆掉了？
以后“大世界”白相好，到哪里吃东西填填肚子
呢？我这里心想想：怎么可能？上海有条云南
路多不容易，怎么可能拆掉？肯定越来越漂亮。
而云南路有当下这番风光和与之毗邻的大世界
还真的不无关系，在漫漫的历史演绎中形成的
吃喝玩乐一条龙，还会伴随无数在上海生活、到
上海体验的人们。

若回 1865年 12月的上海，在仅“巴掌大”
的地方有 26条有名有姓的马路，云南路已赫然
立于其间。1928年运营十多年的“大世界”扩
建形成如今的规模，但那时云南路才有一个固
定的小吃摊。以后十几年里“大世界”名声大

振，以至于有“不去大世界，枉到大上海”之说。
而“打烊”后意犹未尽的芸芸众生、疲惫不堪的
演职员走出“大世界”时已灯火阑珊，正当饥肠
辘辘的他们四处张望时恰有葱姜融合、饭菜醇
熟的香味飘然而来，循味而去，不远处一张张
长凳方桌上，有大饼油条粢饭豆浆，白斩鸡白
切羊肉鸡鸭血汤牛百叶……众人便大快朵颐。
于是云南路也跟着“闹猛”起来，即有了“白相
大世界吃吃云南路”的说法。1940年 16岁的小
绍兴章润牛到上海跟着父亲做生意，逐渐摆起
粥摊并有鸡头鸡脚佐餐，以后专攻白斩鸡并渐
成气候。1946年云南路上已有 46个摊位，多为

“沪漂”外乡人经营的价钱不高风味鲜明的各
地小吃。久之，便成为大江南北名点美食集聚
之地。以后大世界曾改名游乐场直到 1987年 1
月重归“大世界”名号，云南路上的众摊位也联
合组建了饮食公司，但终与加工组、小集体的
草根属性脱不了干系。

现代社会中儿女成家了，看得见、够得着是
父子、婆媳之间的最佳距离；彼此是独立个体有
空可以相互照应；上海人形象地称为“一碗汤的
距离”。从云南路走到大世界区区 200米里信
步走一趟，大冬天端一碗油豆腐线粉汤不会凉，
大热天拿一根雪糕大棒冰不会化。再以后，无

论拿着啥新玩意跑来跑去，云南路和大世界相
依相存的格局终不会变。

但想算清爽，到底是谁借了谁的光、谁又蹭
了谁的“烊头”，真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在一
段时间里当然是云南路“借了”大世界的“烊
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包装”云南路时直
接取名“大世界美食街”，到 1998年才有“云南
南路美食街”的名份，已将盐水鸭、排骨年糕等
纳入麾下的“小绍兴白斩鸡”在路口竖起牌楼，
上有“小绍兴集团”几个大字。2008年云南路经
历又一次市容整新，拆除 19处违法建筑，更新
965平方米店招，倚靠大名鼎鼎的“杏花楼”，粽
子烤鸭生煎西餐等各路“领衔”品牌由此入驻。
凤凰涅槃后风生水起的“云南路”已是美食、名
点、名牌“杠杠”的代名词，因此就有了“吃好云
南路兜兜大世界”的转变。当然，“一个好汉三
个帮”不能忘记中间还有个剧场“共舞台”。

上海不乏美食，但留驻人们记忆的通常不
是辉煌大堂与美酒丰宴，只有“草根”的经济实
惠才会有庞大的粉丝群，在烟火气中聊聊那些
老字号当年的传说，在守陈和求新的变化中让
年轻的后浪、持重的前浪“吃过一条街，爱上一
座城”。过往的云南路就已如此，以后也不会让
人失望。

宅家的日子，迷上了一段
广场舞视频。

视频中，是一个傍晚，不知
哪个城市，广场四周站满了观
众。中间，只有两位美丽的舞
者。大热天，有人拿着扇子摇
晃，有人一动不动。背景音乐
歌曲《西海情歌》，说的是一个
冰天雪地里的初恋故事。

两位舞者。你，25岁。她，
30岁。

你身体修长，玉脸洁白，一
身连衣翠绿，脑后盘着发髻。
你的腰上，系着束带，你的颈
上，系着白裯，像是一朵风中摇
曳的玉兰。与你对舞，是一位
小个子女子，粉红短衣，一脸庄
重，更像是一个欢跳的精灵。

你们在跳吉特巴，舞步轻
快如此。你们两人，一点一点
过去，一朵一朵回来。广播喇
叭里，唱着一位低沉的男中音。

“自你离开以后，从此就丢
了温柔，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
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无言着
苍茫的高原。”

你们快走，你们慢走。你
的玉臂，长长。你的手指，长
长。你的双手飘飞，飘转，飘
荡，飘流，你十指如梦，缭绕，微颤，散合，恍如
天上仙女。

你一人倒走，仰脸，素面朝天，你一个探
手，勾月，你让大地在你前面越来越大。你一
个弯手，举月，你让世人看到天外还有高天。

你站在原地，不停半转，一手上举，一手平
伸。你轻轻扭胯，一脚为轴，一脚点地，你把美
丽旋转到了世界之外。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
见，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
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

歌中，男声嘶酸，如泣如诉。
歌外，你的脚步，如此轻盈，一点点飘飞，

如梦似烟。仿佛大地之上，不曾有过你的体
重。你是业余的舞者。你的青涩，是无价的
美丽。

请原谅，今天，我把你认作了许多年的她。
离别以后，一次又一次，一年又是一年。

“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
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爱再难以
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怎能忘记，这么多年来，我一个人无数次
经过？

你，永远的 25岁！

从学校退休后，我身背挎包，游览过很多
地方，唯独在北外滩，我邂逅了一种令自己为
之心动的美，这种美，令我神往，让我感动。

说起来，二十年前我也曾去过北外滩，那
次出差，是带学生们实习，说实话，那时的北外
滩，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那时的北外
滩，天是灰蒙蒙的，工厂的大烟囱冒着黑烟，街
道狭窄而逼仄，匆匆过往的车辆行人，面目冷
漠而呆板，留下一道黑烟，或一地的冰冷，街道
上散落着垃圾，也不见有人清理。公交车上的
售票员，无聊地望着车窗外，眼睛空洞失神，商
场里的售货员，不停地拿算盘敲击着柜台，一
副爱答不理的样子，餐馆里的服务员，上菜时
把碗盘“咣”地摔在桌子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扭
头而去。

那时北外滩的经济，也像它的城市面貌一
样不景气，不仅是北外滩，当时全国许多地方
都是这样，我所在的学校，也面临着招生的窘
境。印象中那次北外滩之行，去也压抑，回也
压抑，一路上心情都不甚愉快。

二十年一转眼过去了，现在的北外滩怎么
样了，它还像过去那样灰暗吗？还是已经旧貌
换新颜？带着种种疑问，带着种种希冀，去年
退休后，我把出行的第一站，就定在了北外滩。

当我走出客车，展现在我眼前的北外滩，
不由得令我大吃一惊！二十年过去了，昔日印
象里灰蒙蒙、脏兮兮的北外滩，现在已经变得
整洁、清爽、生态、自然。广场上，宽阔平整，纤

尘不染，抬眼望去，地上不见一片纸屑。跳广
场舞的大妈们，喇叭的音量都开得很低，看着
她们健美的舞步，舒展的笑容，幸福的神情，我
不禁走上前去与她们健舞同乐。一曲舞毕，见
自己的阵营里多出了新人，一群年轻漂亮的大
妈热情地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跟
我打成一片，我告诉她们：“我是退休老师，从
山西来的。”大妈们一见如故，纷纷向我展示热
情，这个说：“你们那的煤炭好啊，老陈醋也很
有名。”一个道：“欢迎你来北外滩，这几天如果
有时间，就跟我们一块儿玩吧！”好客热情的北
外滩人，让我有些激动，又有些不知所措，紧握
着那一双双温暖的手，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北
外滩人的善良，令我喜不自胜、感动万分。

出了广场，来到公园，远望假山碧湖、清波
荡漾、青松翠柏、绿树成荫，湖里锦鳞游泳，湖
岸处处桃李芳菲，好一派自然生态景象，好一
个令人心旷神怡之所在。拆除了围墙、向市民
免费开放的公园，更已经成为北外滩市民休
闲、放松的胜地，适逢周末，公园里既有散步遛
弯的老年人，也有带着孩子一起玩耍的年轻父
母。看着他们那一脸幸福、恬淡、轻松的神情，
再看他们的穿着打扮、手机相机，与北上广深
等大城市已然不相伯仲，唯一不同的是，北外
滩人活得更自在、更休闲、更放松、压力更小、
负担更轻，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感慨：“北外
滩真是一处人间仙境，一个生活、奋斗、养生的
好地方！”

不知不觉，时间已到饭点，我乘坐公交来
到北外滩最热闹的商业街上，寻一家饭店进屋
坐下，年轻的服务员彬彬有礼地把开水和菜单
双手递上，请我点菜。享受一顿北外滩特色美
食，酒足饭饱之后，我向服务员提出自己下午
还要游览，能否给我的水壶灌壶开水，服务员
二话没说，便将水壶拎去，一会儿出来时，壶里
已灌满热气腾腾的开水。此事虽小，但足以折
射出北外滩人的热情好客，以及对老年人的关
爱。我高兴地不禁连声道谢，服务员一句：“不
客气，阿姨，欢迎您再来。”在北外滩的日子里，
我感到北外滩年轻人的素质真的很高，敬老爱
老，已在此地蔚然成风了。

在北外滩游览的日子里，我看到的是一
个和美、幸福、繁荣的北外滩。这里不仅风光
好、生态佳，处处有绿色，处处有风景，且这里
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很善良，从北外滩人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生
活的满足和热爱，简而言之，就是北外滩人的
幸福指数很高。而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因
为它在其他很多城市里都属“奢侈品”。在我
与北外滩人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告诉我，近
些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全国其他
地方一样，北外滩的政风、民风、社风都有了
较大程度的变化。现在北外滩天蓝了，水净
了，人美了，面貌新了，相信假以时日，再过若
干年，那时的北外滩一定会带给世人更多的
惊喜！

二十年后，再看北外滩 ■胡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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