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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如子谢时光如父如子谢时光
□ 张 强

致茨维塔耶娃（外一首）

□ 吴晓云

新买了两组双叶牌书柜，价格不
菲。一本一本用心选购回来的书，加
起来也不便宜。在将堆积、躺平于地
板上的存书、证书、相册等，整理归顺
归存时，三本“家庭相册”掀起了我内
心的波澜。

是的，伟大的手机时代，人人都是
拍摄者。随时随地随姿，茄子辣子柿
子，随喊随拍随转，谁还记得尘封于上
世纪相册里的一张张老照片呢？

蓦然一翻，发现能夹存于相册的
每一张照片，都有故事都是美好，特别
是黑白照片，更散发出沧桑时光的流
逝。

一张照片只要存够二十年，就有
故事可讲，就有人生可叹。比如，我从
这三本“家庭相册”里，挑出了仅有的
我与父亲的三张合影，往日情景就非
常清晰地从照片中跳了出来——

1970年初秋，在我七岁要上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了第一次进城的
经历。从三营到固原城南行40公里
的砂石路，父亲为什么要带着我去，乘
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县城里都吃到
啥好吃的，晚上睡觉住在哪儿，都不记
得了。此行唯一有画面感且永生难忘
的就是我的第一次照相。现城关二小
校门口那儿，当年有一座保存完好的

“城门洞子”和一段城墙，门洞高大威
严，两侧城墙高耸着向东、向西延伸，
它们都是“砖包城”（固原城的旧时俗
称，指城墙皆为青砖砌城）的一部分。
穿行城门时，内心肃然起敬，都不敢出
大气。走出去，豁然开朗，顺缓坡朝
南，道路两边店铺林立，靠左有一个照
相馆，我随父亲的脚跟跨了进去。照
相时，为了解决我个头小的问题，摄影
匠搬过来一个小板凳，提示我踩到上
面去。这样，我与站在身旁的父亲就
差不多一般高了。忽然灯光熄灭，并
听到“吧嗒”声响，接着灯又亮了，摄影
匠说好了好了。我的第一次照相，就
在我的第一次进城中，在这样一个神
秘的“熄灯燃灯”的过程中完成了。

这是一张一寸见方的黑白照片。

父亲的脸是严肃而消瘦的，我的眼是
好奇而惊异的。父子同框于仅有的

“一寸空间”，正常的解释一定是便宜
省钱。现如今皆为个人身份证明的

“一寸照”，好像都改成“二寸照”了，但
我与父亲这张小小黑白照片，看上去
绝无拥挤和委屈感，相反，从我和父亲
的眼光里，看到的都是对外面世界的
期盼、向往、到达、迎接。

1983年 10月下旬，在我考入宁
夏大学上学不满一月，父亲搭乘便车，
从300多公里外的固原，第一次来银
川到学校看我来了。当天下午我陪父
亲在校园转了一大圈儿，就赶到老城
东环路的民乐旅馆住下来。此行搭乘
送货的便车来去匆匆，第二天就要返
程。第二天天刚亮，趁着司机仰躺车
底下维护车的空隙，我带父亲就近走
到南门广场。当年见证和体验银川之
行的地标，就数“南门城楼”了。有好
几个照相的摊主，胸前都挂个大相机，
纷纷跑过来要我们以城楼为背景照相
留念，并提醒看看他们摆立着的“照片
样架”。我主动要求父亲照一张，父亲
欣然同意。这一年父亲四十岁，我二
十岁，我的个头都超过父亲了。少年
拍照时的那张板凳，这次用不上了。
这次搬过来一把大椅子，供父亲坐上，
我站在他身旁，完成了我和父亲的第
二张合影。

这张黑白照的尺寸当然变大了，
应该是五寸照。我以为，这张变大了
的黑白照，就是我的“成人礼”。联想
到因父亲引导我从少年起养成的阅读
习惯、数次高考落榜后父亲坚持推动
我不曾放弃、尽管基础教育差但通过
持续努力考上大学……我深深感到，
我与父亲的这张合影，饱含着如父如
子的原动力量、心灵契合、诗与远方。

目送父亲乘坐的便车轰轰开走
后，我步行来到鼓楼西北侧的书店。
跨门进入前还得踩台阶上去。从浩
瀚的书架上发现一本《傅雷家书》，翻
阅时让我着迷。封面上“傅雷家书”
四个字是蓝色行楷，配有一幅线条简

洁的傅雷漫像。出版页上标注着：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1
年 8月第1版，1983年 6月北京第3
次印刷，定价0.95元。我伫立在书架
前将这本《傅雷家书》读了很久，最终
用父亲这次给我的零花钱把它买了
下来。我捧着这本书兴冲冲地跑到
南门广场，搭乘2路车返回宁大。这
本《傅雷家书》，从此就成了睡在上铺
的我最为珍贵的藏书，在枕边伴我度
过四年。毕业后工作期间数次在搬
迁中，这本书怎么弄丢的，记不起
了。不过，我现在的办公室书柜和家
里书柜，至少还存有4个版本、装帧
不同的《傅雷家书》。

记得2007年冬天的一个周末，
我和上高二的儿子逛鼓楼书店，一起
将选好的十几本书结账时，儿子指着
我选中的《傅雷家书》说：咋还买呀，
家里有两本呢。我没有去解释，还是
买了下来。作为父亲，傅雷也好、我
父亲也好，他们的身份、阅历、表达
等，当然不同，差距很大，但他们和天
下父亲一样，对儿子的疼爱、期待、雕
琢等都是一样的。我也相信，随着儿
子长大成人，他一定也会有同样的认
知和感受。

从2008年起，我的父亲母亲搬到
银川生活了。2020年7月的一天，我
提示父亲，你也可以跟自己“说话”呀，
给你带几个笔记本还有笔，把你从幼
年记事起的故事写出来，每一天写几
页，坚持写日记，把70年有意义的事
情写完，就能出一本册子，让家里人
读，让熟悉的人看。我的心愿是，父亲
有个喜欢干的，特别是写写字，能激活
脑力，对老年人有益。父亲表示同意，
居然趴在桌前坚持写了。有时候我也
会“抽查督促”父亲写“日记”，翻看时
会发现不少“闪光之处”。我父亲的

“日记”一天天在变厚，字里行间，往事
悠悠，我从中读到许多不为我了解的

“父亲故事”。
2013年夏天，我去上海出差，在

一家商场选购了两件polo体恤衫，一

件我穿，另一件准备送给父亲。出差
回来，我穿上新体恤，带着另一件去了
父母家。父亲穿上和我同款同色的体
恤衫，合体又好看。我把手机对着穿
新衣、坐沙发的父亲调好，交到母亲手
里教她怎么摁动。我跨过去挨着父亲
坐下，咔咔，母亲帮助完成了我与父亲
的第三次合影。

2017年7月3日，我们大学同学
在“贺兰山1958”聚会，纪念毕业三十
周年。其中有一个场景是每人提供了
几张老照片放大尺寸并展出，这个创
意唤起大家“再回首”“三百六十五里
路”“请跟我来”的情愫和温暖，增添了
难忘初心、再踏征程的力量。我提供
的照片中，就有七十岁的父亲和五十
岁的我这张合影。我给这张照片配写
的说明是：“1983年父亲推了我一把，
让我终于考上大学。人到中年，唯有
感恩！”

与前两张黑白照片不同的是，我
和父亲的第三次合影，不光是带彩了，
照片上的表情也有变化，唯有这一张
是欢笑的脸、满足的脸。当然，我和父
亲的体型也变了，也就是都“发福”
了。真是应验了一句歌词：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

可以断定，我与父亲的合影，是天
下所有父子合影中最少的了。细看我
与父亲的三次合影，既为珍贵留存而
高兴，也为拍照之少而遗憾。生命中
有些“仪式”一定要重视，比如与亲人
的合影。这样的合影，其中的亲情、融
汇、给予、化解、支持、珍惜等等，怎一
个丰盛了得？在重要时刻，拍照也要
有“仪式感”，不要用手机随便完成。
那么，我与父亲的第四次合影呢？
2023年11月，我将在完成自己的工
作职业旅程后办理退休，我父亲则迎
来他的八十岁寿辰。八十岁的父亲，
六十岁的儿子，一定得盛装出场，要选
好照相馆，选好场景背景，选好摄影
师，好好地拍一张合影！想想这个令
人鼓舞和期待的“场面”，我就无比激
动……

这个女人，
除了诗歌与爱情，一无所有
甚至没有一平方米的地方
用来安栖白晳的双足
和那颗被爱情的子弹洞穿的心脏。
但她还是站着
像一棵高贵的白桦
站在俄罗斯冰雪覆盖的荒原
等待一个春天
可以自由地听风看雨
可以伸手握住天上浩荡的白云。

只要有一张书桌和纸
诗人从不怕孤独
甚至可以与人群分隔，
享受独一无二的寂静。
没有牛奶面包，还有木头与野草
没有富贵荣华，还有清贫与双手。
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啊
撕碎的雪花像纸张的碎屑
冰冷起舞，以广阔的洁白
杀死诗歌的另一种洁白。

1941年，那是最后的夜晚
是这个世界最深的伤口
这个女人，像一片树叶
飘进雪花的队伍。
许多年过去了
此刻，所有的花朵
都以最绚丽的姿态，占领四月的芳菲
只有我记得你，茨维塔耶娃
你的手指，曾经奏响最美的弦
哪怕这根弦，成为你挂在墙上的绳子
你依旧用尽全身的力气，
像那棵树一样，歌唱春天的又一次光临。

致曼德尔施塔姆

这是今年最冷的一天
我走在路上，抬头看见昏暗的天
一片树叶，阴沉的树叶
落在斑驳的人行道上
那是俄罗斯的白银时代
白银像凝固的雪，击中人类的靶心。

曼德尔施塔姆，这个漫长的名字
他生于冬天，死于冬天
诗人在集中营，饥寒交迫
冰雪覆盖大地，
但黄金依旧在天上歌唱
人类的高贵依旧在头顶
纯净的风声，把他的吟诵传得很远。

诗人死于静默，死于冬天最寒冷的点
那一夜，月色格外的白
苍茫的人间，容不下几行简洁的文字
没有墨水，没有纸张
他的遗孀背诵出一章一章的诗行。
那一夜，地球的心脏停顿了几秒
空白处缀满果实，残忍而欢悦。

这是人性最辉煌的瞬间
太阳攀住悬崖，融入海洋
夜色巨大的鸦翅，笼罩四野
一枝梅花，伸出圆形的窗
东方的意境，碰撞西方的雪
诗人，诗人，我们在语言里相互错过
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天空重逢。

新华社马德里 4 月 17 日电
2021-22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
32轮17日展开。领头羊皇家马德里
客场3∶2击败塞维利亚，继续向冠军
宝座逼近；中国球员武磊效力的西班
牙人则在客场1∶2不敌马德里竞技。

皇马与塞维利亚的比赛中，第21
分钟，拉基蒂奇的一记前场直接任意
球破门为塞维利亚打开局面。4分钟
后，塞维利亚扩大战果，科罗纳带球突
入禁区，面对上前封堵的库尔图瓦选
择横传，拉梅拉推射球门左下角入
网。塞维利亚以2:0领先上半场。

皇马在第50分钟发起反攻，维尼
修斯禁区左路脚后跟将球敲向卡尔瓦
哈尔，后者送出传中，罗德里戈小禁区
边缘破网，为客队将比分改写为1∶2。

第82分钟，皇马将比分扳平，卡尔
瓦哈尔禁区右路回传，纳乔将皮球推入
球门左下角。补时阶段，皇马迎来绝杀，
罗德里戈禁区右路突至底线附近回敲，
小禁区边缘的本泽马拿球调整后劲射

打入近角，为皇马将比分逆转为3∶2。
目前皇马以23胜6平3负积75

分排在西甲积分榜榜首，领先少赛两
场排名第二的巴塞罗那15分；塞维利
亚则与巴萨同积60分排在第三位。

西班牙人本轮作客万达大都会球
场挑战马德里竞技。马德里竞技的卡
拉斯科在第52分钟禁区左路低射打
破僵局。第71分钟，马竞遭遇打击，
孔多比亚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出场。
第74分钟，德·托马斯罚入直接任意
球，为西班牙人将比分扳平。

武磊于第80分钟替补塞尔吉·戈
麦斯出场，但未能有所建树。补时阶
段，德·托马斯禁区内手球被判点球，
卡拉斯科主罚点球命中，为马竞将比
分锁定为2∶1。本场后，马竞以60分
排名西甲第四，西班牙人则以39分排
在西甲第十二位。

在当日其他两场比赛中，莱万特
客场4∶1大胜格拉纳达，毕尔巴鄂竞
技主场0∶2不敌塞尔塔。

皇马3∶2逆转塞维利亚
西班牙人1∶2不敌马竞

新华社柏林4月17日电 2021-
2022德甲联赛17日进行第30轮的4
场比赛，拜仁慕尼黑客场3∶0战胜降
级区的比勒菲尔德，离冠军更近一步，
勒沃库森主场0∶1不敌莱比锡，与对
手交换积分榜座次。

拜仁与比勒菲尔德的比赛开场第
10分钟，莱万多夫斯基门前抢射造成
对手乌龙，经视频回放裁定，进球有
效，拜仁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
基米希送出长传，格纳布里接球完成
破门。裁判起初判罚越位，进球无效，
后经视频回放改判进球有效，拜仁带

着两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格纳布里
追平了他个人的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
（12粒）。

第84分钟，莱万在底线附近传
中，穆夏拉抢点破门，拜仁将比分锁
定在3∶0。穆夏拉打入他在本赛季
第 10 粒，也是他今年首个德甲进
球。目前积分榜倒数第二名的比勒
菲尔德本赛季 15 个主场比赛中只
赢了2场，在过去7场比赛中只得到
1 分，是联赛中最不在状态的球队
之一。

勒沃库森和莱比锡的积分卡位战

中，上半时双方互交白卷。下半时第
70分钟，勒沃库森中场失误，莱比锡
的匈牙利球员索博斯洛伊接法国前锋
恩昆库助攻打入制胜一球。索博斯洛
伊本赛季打入6球，其中5个都来自
恩昆库助攻。恩昆库以17粒进球排
在德甲射手榜第四位，以13次助攻排
在助攻榜第二位。

莱比锡在今年7次客场比赛中赢
下6场，打进22球。此役过后，双方
交换积分榜座次，莱比锡升至第三位，
勒沃库森降至第四位。

柏林联合主场2∶0战胜法兰克

福，为主队打入进球的是尼日利亚前
锋阿沃尼伊和德国中场普勒梅尔。
阿沃尼伊本赛季已打入13粒德甲进
球，刷新瑞典前锋安德松在 2019-
2020赛季创造的球队在德甲联赛中
单人单赛季进球纪录（12 粒）。柏林
联合在积分榜攀升至第六位，进入欧
战区。

此外，霍芬海姆在主场被联赛“副
班长”菲尔特0∶0逼平。菲尔特本赛
季仅赢过3场球，目前以17分积分垫
底，比比勒菲尔德仍少9分，保级形势
异常艰难。

拜仁客胜比勒菲尔德
“药厂”不敌莱比锡

皇家马德里队球员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4月18
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与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京举
办。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
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主
办。

与会者就推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建设的若干维度和思路、近年
来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取
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促进新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等进行研
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
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提出，新疆
应在新发展理念下，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倪超
军教授从“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
经济带”主线建设上介绍了新疆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成绩。

此次会议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
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新疆社会科学
院、石河子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的多位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举行

“长江口二号”沉船的打捞考古工
作3月在上海正式开始。考古工作者
初步探明，这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
船装载的货品中载有景德镇窑瓷器等
精美文物。为此，新华社记者来到景
德镇探寻当年孕育这批古瓷的窑址。

景德镇因瓷设镇，因瓷而兴，因瓷
闻名，在英文中，瓷器和中国是一个拼
法。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
瓷器与茶叶、丝绸是三大外销商品，具
有全球影响力。

在已公布的部分出水文物照片
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批瓷器大部分
属景德镇民窑所产。“虽被海水浸泡百
年，却依然富有光泽，彰显了清中晚期
景德镇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准。”景德镇
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
景德镇东方古陶瓷研究会执行会长曹
建文说，与它们类似的大量瓷器在景
德镇镇区的众多民窑窑址中多有发
现。

记者在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看到，
清代晚期地层中有与沉船古瓷“同款”
的寿字纹青花碗。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这里出土的同类瓷器还包括豆青
釉的盘碟、花卉纹的盘碗等。而作为
明清时期“官搭民烧”和生产外销瓷的
典型窑场，该民窑窑址的保护和利用
已被纳入景德镇御窑厂申遗工作当
中。

“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
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民窑窑址，从北
宋后期沿用至今，在元代以及明代初
期、后期都具有‘官搭民烧’的性质。”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介绍
说，综合不同文献记载，清中晚期的景
德镇窑业生产规模依然庞大，同一时
期有近两百座窑场，产品兼顾内销和
外销。

在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清道光年间
青花御窑厂图瓷板上，当时以御窑厂
为中心的景德镇，御窑厂围墙外的每
一个冒着烟的烟囱，都代表着一个正
在生产的民窑。翁彦俊说，在明清时
期，御窑和民窑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还体现在产
品的纹饰、制作技艺上，这也是景德镇
民窑产品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畅销
的一大原因。

至于沉船上的货品要销往哪里，
曹建文推测，往南可销往东南沿海的
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东南亚一
带，如果往北的话则可销往山东、天
津、东北以及朝鲜一带。据悉，景德镇
御窑博物院与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
心拟就该沉船的考古和研究开展进一
步协作，以期在相关的陶瓷考古和科
技史、陶瓷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取得
更多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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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制“爆款”瓷的古窑址就在景德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