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匈牙利黑维兹摄影展于 11月
15日亮相徐汇艺术馆，此次展览的
作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年轻摄
影师的代表作———《漂浮》系列，二是
摄影师在上海进行艺术交流期间创
作的作品———《光之城市》系列。这两
组作品充分展示了黑维兹与上海这
个国际大都市的对比。观众在欣赏黑
维兹城市景观和自然风光的同时，还
能充分了解黑维兹的历史和文化，并
通过摄影师的镜头，从另一个角度观
看他们最熟悉的城市———上海。

黑维兹市长每年都来中国的各
大城市进行访问，且访问团在徐汇

区曾受到了区政府以及徐汇人民的
热情欢迎，对徐汇区深厚的文化积
淀和卓有成效的文化建设印象深
刻。因此，黑维兹将优秀的摄影师杰
作带到了徐汇区，在徐汇艺术馆举
办“匈牙利黑维兹摄影展”。

11月 15日，黑维兹市市长来
到徐汇艺术馆与徐汇区副区长王
宏舟进行会晤，并共同出席“匈牙
利黑维兹摄影展”的开幕仪式。在
开幕仪式上，匈牙利黑维兹艺术馆
与徐汇艺术馆建立“姐妹馆”关系，
以此次摄影展为起点，进行持续和
多样的交流合作，通过深入的文化
资源互通和艺术互动，增进国际间
文化的推广与合作。展览将持续到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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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复旦大学著名史学
家朱维铮教授逝世一周年。

2010年春节前夕，徐汇区
文化局邀请数位文化遗产保护
专家，在徐家汇“上海老站”小
聚。送行时，局领导与朱维铮教
授商谈了土山湾讲座的设想，朱教
授欣然答应。春节后，我贸然给朱
教授打电话约请。一个中外闻名的
大教授，一个无名后辈，两者之间似
乎毫无关系，但出乎意料的是朱教
授亲自接电话，他那清纯的嗓音、沉
稳平缓的语速，让我一下子放松了
心情。我知道朱教授很忙，想邀请
朱教授讲课的单位排成队。为缩短
通话时间，我直奔主题转达局领导
的想法：上海世博会期间在上海图
书馆举办马相伯与土山湾讲座。他
略一停顿后，马上告诉我：“好的，让
我准备一下。”朱教授主编过《马相
伯传》。按朱教授学问，区区一个小
讲座不在话下。但严谨的朱教授还
是做了精心的准备。期间，复旦大
学的李天纲教授出了个主意，要我
把《重拾历史碎片———土山湾历史
资料萃编》（以下简称《重拾历史碎
片》）顺便给朱教授指点一下。

7月 10日星期天，上海图书馆
报告厅座无虚席，后排加“座”的听
众只得席地而坐。朱教授从马相伯
生平讲到土山湾历史地位，以及马
相伯对土山湾的影响，独特的见解，
平实的语言，又不乏辛辣尖锐。他
提出的土山湾教育不仅有知识、道
德教育，更有技能职业教育，值得当
今教育学习借鉴时，会场掌声齐鸣。
讲座中，朱教授时有咳嗽，但被充满
魅力讲演征服的听众根本感觉不
到，其实这时他已重病缠身。

讲座结束，在我们工作人员帮

助下，朱教授才脱出“粉丝”的重围。
在候车的短暂时间里，朱教授没忘
我这个后生。他和蔼地说：“《重拾
历史碎片》一书我看了，现在肯做这
种基础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你们非
常不容易，要坚持做好。”同时他非
常严肃地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
而对导师的指正，真有胜读十年书
之感，真心佩服史学大家雄文宏论
又知微见著的学者风范。

2011年，《重拾历史碎片》第一
次印刷1500册告罄，需再版。根据
当时搜集资料的容量，我们将《重拾
历史碎片》作为上册，把新收集的资
料作为下册，重新改名为《重拾土山
湾碎片》。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我们
对上册进行重新校勘和删减。2012
年春节后，我们文化遗产保护部门
一行，探望开刀后的朱教授。见我
们来，他下床坐在椅子上与我们交
谈。临别，大家同声祝愿朱教授早
日康复！

2012年 3月，朱教授逝世噩耗
传来，大家非常悲痛。我更是因没
能让朱教授看到新版《重拾土山湾
碎片》而感到遗憾和内疚。今天我
们将这套书结集出版，是对朱教授
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同时也是对朱
教授教诲的感恩和追思。

《重拾土山湾碎片》并非原创，
但它每一篇文献的得来全都凝聚了
我们这个团队的心血和汗水。特别
是下册的文献寻觅和编辑，有的甚
至能讲一个故事。从上海图书馆到

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查找；从市
档案馆到院校论文数据库等
单位的资料收集；从散落在社
会人群中的私人珍藏直至美
国圣克拉拉大学加州耶稣会
档案处发掘。它不是简单的碎

片堆砌，而是我们多年来对土山湾
研究成果的汇聚；是在百多万有关
土山湾的文献资料好中选优的“重
拾”。如果说上册是展示土山湾的概
貌，下册就是对土山湾文化内涵的
深入，例如“中国宝塔来源及其特
征”、“土山湾孤儿院 1911-1912年
人员名册”、“访土山湾”等都是鲜为
人知、不可复得的资料；《刘氏传
略》、《烛仇记》等是土山湾深入研究
不可或缺的资料；而《博览会的十个
月》是一份异常珍贵的手稿，对于土
山湾宝塔、牌楼等文物来龙去脉记
载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实属罕见，为
1915年美国旧金山博览会的研究，
提供了同时代的事实佐证。

历时六年多，虽说艰辛，但在即
将告老还乡之时，我手抚滚烫的充
满油墨香的两厚本沉甸甸的书籍，
真有种苦尽甘来、如释重负之感，然
更多的是感激之情。书籍的付梓，离
不开区文化局领导的大力支持，离
不开李天纲、苏智良、张伟、王仁芳、
陈耀王等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指导；
离不开区非遗办、区文管办同仁的
倾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
谢！

土山湾是一口文化资源深井，
我们只是打了第一桶，期待未来有
更多的有志者去挖掘打捞。
（《重拾土山湾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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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办公室主任

百年穿越
———《重拾土山湾碎片》付梓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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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林

《学习雷锋两个钉》荣获了全国
第四届童谣大赛成人组一等奖以
后，有同志问我的创作过程，我笑着
说：“这是我向雷锋同志再学习的结
晶。”他们很不理解。

我只好直说过程了，在雷锋殉
职和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
50周年的两年中，为纪念他，我重
读了近20万字的雷锋的故事、日记
等老资料和新出版的两部《雷锋传》
等新资料，感悟很深，写过一篇《向
雷锋同志学什么？》的读后感。

因为我重读雷锋事迹，了解他
的苦大仇深。他父亲因抗日、反蒋被
打伤致死，母亲受地主凌辱自缢，哥
哥在天津工厂被轧断手指惨死，弟
弟饿死在妈妈怀里。7岁的雷锋，孤
苦伶仃，流浪乞讨，砍山柴被地主婆
连砍三刀，手背上留下仇恨的伤疤，
是共产党救了他的命，党就是雷锋
的亲娘，祖国就是他的家。乡政府养
了他，雷锋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
了公务员。

雷锋一心报答党、报效国家。那
时，党中央正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雷锋总是响应党的号召，力争
上游去争取胜利。党号召农业合作
化，他放弃安定生活，去参加农村围
垦团山湖。党号召大炼钢铁，雷锋离
开湖南鱼米之乡，自费奔赴零下 40
摄氏度的鞍钢工地，在风雪中苦建
鞍钢。党向全国征兵，他毅然放弃
30多块钱的工资，去领取部队 8块
钱一个月的津贴费。他不为名、不为
利、不为官，排除个人一切困难，为

建设、保卫祖国争当先锋。
雷锋自 1958年从鞍钢部队殉

职的短短几年里，连获近 30次先进
工作者、红旗手、标兵等光荣称号，
他是新中国的工、农、兵的英雄模
范，不愧为优秀少先队员、共青团
员、共产党员。我们尤其是青少年，
除了向雷锋学习助人为乐，更应该
学习他爱党、爱国、爱民，立大志创
大业，甘心做一颗永不生锈螺丝钉
的精神。

雷锋虽然小学毕业，但他参加
革命工作后的6年里，通读了《毛泽
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以及马克思
理论书籍和革命文艺、技术书籍 60
多本。对重点文章，如《纪念白求
恩》、《矛盾论》等作了笔记，指导工
作实践，并能背诵《为人民服务》等
各篇以提高思想。《青年近卫军》《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他爱看的文艺
书。他还自学古诗词，写新诗；学驾
驶，学《汽车驾驶教程》修理汽车，学
以致用。

雷锋哪来时间读那么多的书？
他说：“挤时间读书，钉子就是有挤
劲和钻劲。”

我重学雷锋事迹，有了深刻的
学习感悟，我认为应该重点学习雷
锋：第一是读革命书做革命人，学习
要有能挤能钻的小铁钉的精神。第
二是立大志创大业，工作要有永不
生锈螺丝钉的精神。

所以我重学雷锋两年，孕育的
童谣《学习雷锋两个钉》，就是我学
雷锋的思想结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写《学习雷锋两个钉》
!

孙毅

我的名字叫丁丁，

爸爸给我起的名，

要问为啥叫丁丁？

要学雷锋两个“钉”。

一学雷锋“小铁钉”，

能挤能钻不怕硬，

挤出时间勤学习，

学深学透靠钻劲。

二学雷锋“螺丝钉”，

哪里需要哪里拧，

祖国是座大机器，

机器全靠它固定。

小铁钉，螺丝钉，

学习雷锋两个“钉”，

丁丁就爱学雷锋，

越学雷锋越有劲。

学习雷锋两个“钉”
!

孙毅

我根本不可能想到：在上海西
南的徐汇和闵行的交界处，一条不
起眼的道路，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
如此深的印象。

那条道路叫华济路，全长不到
1.5公里，东起望月路，西至长华路，
再往西就通向闵行了。今年9月，为
了修筑整治这条道路，我随筑路工
程队在这条路上生活了三个月。让
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所谓的“农民
工”这个群体，使我感受到了些他们
的情感，了解了些他们生活的艰辛。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这是罗丹为什么
能在支离破碎中发现美的奥秘。每
每在入夜深处，工地上热火朝天，车
水马龙的热闹情景，那些身着橘红
色工装，来回奔忙的身影，总会在脑
海中化成一串串跳跃的音符，这就
是建设者的美。

这三个月来，我看着筑路工人
如何把这一段段旧的路基翻开，重
新一层层铺就新路；我看着沿路居
民如此急盼这条尘土飞扬、坑洼不
平的旧路早些变成坦途。为了最大
限度减少筑路给周围市民带来的不
便，工友们总是每天迎着刚刚升起
的太阳而劳作，总是伴着西下的落
日而收工，他们就像在家时经营自
己土地一样经营着工地，一个时间
节点一个时间节点计算着，原先五
个月的工期，如今有望在三个月内
完成。沿路的部队、学校、居民区几
天来接连给工程部送来锦旗和感谢
信，感谢筑路工人“道路施工，造福
于民”、“文明施工，拥军利民”、“汇
聚爱心为学校排忧解难，成就辉煌

给徐汇增光添彩”……美丽的词语
说尽了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三个月
来，我在这条路上，不知来往走过多
少回，可以说，在我以往的人生，还
没有哪条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
我如此往返频繁。我亲眼目睹了工
友们忘我工作的场景和感受到他们
一丝不苟的精神风采，也真切体会
到他们纯朴憨厚的言谈举止。他们
从乡村田野的小路上走来，却为我
们的城市铺就条条大路。他们的生
活极其简朴，在我看来完全是枯燥，
然而他们却整天都是乐滋滋的；他
们的餐食如此单调，在我看来简直
是乏味，然而他们总是吃得津津有
味，有时喝上一瓶价廉的啤酒，就似
我们赴上一顿丰盛的晚宴。他们习
惯了日晒雨淋，那古铜色的肌肤少
不了阳光的暴晒，那黑黝黝的脊背
不能没有雨水的滋润。看着他们推
车的背影，挥舞大铲的手臂，总使我
想起年轻时陈旧的记忆。四十年前，
我怀着破碎的梦走进了工地，四十
年后依然回到了工地，“工地”这个
名称，伴随了我一生！

在筑路工地的几个月，和农民
工在一起，我似乎成了他们中的一
员。工地上，他们无疑就是主人。从
乡镇到村野，他们怀着追求美好生
活的梦想，来到城市，汇聚到工地，
所有的吃苦和受累他们都能忍受，
最使他们揪心的是家乡孩子与他们
的疏离和陌生，而城市人对他们的

冷漠和蔑视常令他们心寒。就是这
些，常使我感叹不已。谁不想把自己
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享受人生的
美景？谁不盼有个安稳休闲的工作，
融进都市多彩的生活？……但在和
这些工友的闲聊中，我感受到了他
们的无奈，理解了他们安于整日劳
累的付出。他们把回家盖房或者娶
妻的远大梦想倾注于终日的辛劳之
中，把对家乡老幼的思念深深融进
了路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省吃
俭用，使自己的孩子能够多上几年
学，从而像城里人一样过上体面的
生活；他们希望，靠着自己现在年轻
力壮，多赚点钱，回家和妻儿老小过
上其乐融融的日子。

如今，工程不用多久就可以结
束，一条由乡村人为城市人铺就的
新路，每天都在我眼前延伸。我喜欢
日落时候，一个人静静地沿着华济
路向西走去，这里没有一幢高楼遮
挡，视野一片开阔，正是看晚霞落日
的最好时刻。深秋的太阳落得早，傍
晚四点开始，太阳已经开始下沉，穿
过马路尽头，一眼望去，夕阳西下，
光芒四射，由金黄慢慢变成红艳，红
艳中透露出丝丝亮白……呵！晚霞
的色彩多姿，气氛热烈，那消失的一
刻，形态奇妙，难以言状，留给我的
是赞美不绝！人当然不希望浑浑噩
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就如这条华
济路，虽然不起眼，却使我浮想联
翩：谁都是这样走来，从早晨八九点
钟的太阳，到晚霞消失的时候，人的
一生弥漫了多少的蹉跎岁月，回首
往事，平淡而无奇，却又难以忘记，
难道不是这样么？

华济路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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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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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维兹和上海“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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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毅

■ 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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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选自徐汇区艺术馆“匈牙利

黑维兹摄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