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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留学生参加天津大学国际文化节品味世界美食活动。 史淞予摄 （新华社发）

白露过后，甘肃省境内唯一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张掖市
润泉湖公园迎来大批灰背鸥鸟，它们时而静静栖息，时而振翅高
飞，成为这里的一道别样风景。陈 礼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白露过后，甘肃省境内唯一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张掖市
润泉湖公园迎来大批灰背鸥鸟，它们时而静静栖息，时而振翅高
飞，成为这里的一道别样风景。陈 礼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日前，故宫在其官微上公告了九月即
将推出的七大展览，不仅有赵孟頫书画精
品、以 《千里江山图》 为代表的历代青绿
山水画特展，还有故宫藏瑞鹿文物特展、
养心殿数字体验展等。其中 《千里江山
图》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只公开展出过 3
次。

这对于艺术爱好者和展览迷来说，无
疑是一次难得的近距离接触书画珍品与国
宝的机会。像 《千里江山图》 在过去的半
个多世纪中才公开展出过3次，足见这次展
览的分量。近年来，故宫所推出的书画展
其实并不算少，比如从 2008 年到 2016 年，
就有循环了三轮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
这对于拉近民众与故宫的距离、与艺术珍
品的距离，都是难得的良机。而事实上，那
些由历史尘封的书画作品，其实就该多拿出
来“晒晒”，让民众多点一见真容的机会。

相关资料显示，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除
帝后书画外的历代绘画作品4.5万余件，书
法作品5万余件，基本能够反映中国美术史
发展的脉络，可谓是一笔无法用金钱来衡
量的巨大艺术财富。不过，至今拿出来展
览的书画作品数量与其总量比较起来，还
是显得比例太小。以去年9月“故宫藏历代
书画展”的第 20 次也是最后一次展出为
例，该展一共只有 21 幅书法及 47 件画作，
可以说仅为九牛一毛。

与精品书画的有限展出相比，民众的
观展需求和热情近年来倒是日益提升。比
较有代表性的是 2015 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石渠宝笈》特展上，为了一睹《清明上河
图》 的真容，上千展览爱好者通宵排队，
最长排队时间超过 14小时。越是珍品、孤
品，出于安全和保护的需要，往往展出的机会越
小，而民众的观展期待则越强，这确实是个不容易
调和的矛盾。比如，这次的 《千里江山图》，之所

以极少展出，就是因为绘制 《千里江山
图》 时，画家用了很多矿物质的颜料，颜
色很厚，历经近千年，如今只要打开画
卷，颜料就容易脱落而损伤画作原貌。但
为更好平衡保护与社会观展需求之间的关
系，是否可以尝试一些技术性手段？而那
些对保护要求没那么高的精品书画，是否
能够适当多一点出展？

法国现代艺术家杜尚有一句名言：“观
看者形成了美术馆，他们是构成美术馆的
元素。”这句话形象地指出了作品展出与其
价值之间的关系。一些旷世名作，当然要
妥善保护，可若是一味选择封存性保护，
何尝不是价值的打折。更为重要的是，一
个社会的观展习惯、艺术审美水准乃至人
文情操的培育，往往就是从对名作的好奇
中所激发的。这是珍贵艺术品本身一个很
重要的社会功能，亦是保护它们的目的之
一。像故宫这样的国家顶级博物院，其展
出“尺度”与频率对于其他的地方性博物
馆，也是一种积极的示范。

当前，社会的博物馆文化与展览文化
日益浓厚。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的推行、
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开展等，也都在致力
于更好满足社会的文化与观展需求。在这
种背景下，多一些高级别的珍品展览，让
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历史名作与艺术珍
宝，也未尝不是提升社会整体展览品质，
进一步呼应民众观展热情的必要之举。所
以，乐见故宫博物院晒出更多的珍宝。

（据《光明日报》）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历
时3年多，对赵州桥30件栏板实施的
抢救保护修复工程日前完工，这是这
座千年古桥完成的首次文物修复。

有着 1400 多年历史的赵州桥又
称安济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
城南的洨河上。它始建于隋朝，是当
今世界上现存最早、跨度最大的单孔
圆弧敞肩石拱桥，是首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被誉为“天下第一桥”

“世界桥梁之祖”。1991 年，美国土
木工程师学会认定赵州桥为“国际土
木工程历史古迹”。

历经千年岁月侵蚀，赵州桥栏板
和构件遭受损坏。据赵县文物保管所
原所长李晋栓介绍，现在桥面上的栏
板都是上世纪 50 年代一比一尺寸的
复制品，真品由于多重因素掉进桥下
的洨河里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文物工
作者在赵州桥下发掘出 1000 多块栏
板，包含隋、唐、宋、明、清等多个
朝代的栏板，并将之放置于陈列室内
保存，成为研究和修缮赵州桥的重要
实物资料。

2014年，“赵州桥馆藏栏板及构
件抢救保护修复工程”启动，修复隋
二龙交颈栏板、清饕餮栏板等栏板和
构件 30 件。给这些文物治病的“大
夫”是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员
梁书台和他的团队。

梁书台说：“在陈列室内保存的
栏板和构件表层起翘、脱落等病害非
常严重，必须采取清洗、脱盐、加

固、粘接、空臌回贴、封护等措施进
行修复。”

修复工作是考验文物工作者严谨
和耐心的工作。梁书台指着一个修复
好的栏板说：“这个栏板的右上角部
位曾经碎成了260块，我们要对碎块
进行清洗、编号、拼对，因为碎块没
有位置可寻，拼对难度较大，我们6
个工作人员拼了7天才拼对完，然后
进行整体加固。”

清代的龙凤栏板，集赵州桥栏板
所有病害于一身，最严重的病是它呈
石灰状和粉末状往下掉。梁书台说：

“我们用了很多传统材料来加固这个
栏板，但是都加固不住。实在没办法
了，我们就用了一种进口的石器加固
材料，现在呈现的效果还很不错。”

据悉，这些修复好的文物将向公
众展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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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完成首次文物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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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眼中的中国美食美食
赵鹏飞 张 莹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苏轼的一首记游词展现了

古人清茶野餐的乐趣，引人入胜。古往今来，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

“美食王国”，以精美的陶瓷餐具、独特的茶酒文化、丰富的食物取材

和多样的烹饪方法享誉全球。那么，中国人引以为豪又习以为常的饮

食文化在外国留学生眼中是怎样的呢？笔者在一众来华留学生中一探

究竟。

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外国留学生是向海外传播中国
形象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
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日益增长。那么，他们对于中国美
食的认知如何？不久前，对外经贸大学对“一带一路”沿
线 16 个国家的 300 名来华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最
被认可的中国美食有北京烤鸭、宫保鸡丁、火锅等，其中
北京烤鸭以83.2%的认可度名列第一。

“北京烤鸭我们都知道，鸭皮蘸糖最好吃！”土耳其留
学生尼可兴奋地说。笔者发现，不同国家对中国美食的认
可往往带有明显的地缘烙印。例如，喜食香辣的印度留学
生对番茄炒鸡蛋的认可度较低，大盘鸡则让无肉不欢的中
亚留学生印象深刻。

此外，还有一些食物经历了从被排斥到“吸粉”的过
程。“我最喜欢火锅，刚开始看着锅里漂那么多辣椒，我觉
得打死也不能吃，没想到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了！”泰国留
学生杨炜铃笑着说。

俄罗斯人喜爱沙琪玛、波兰人多有饺子情结、巴基斯
坦爱吃川味“硬”菜，中国美食抓住了众多留学生的胃，
也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俄罗斯留学生伊
万回忆，刚来北京时收到了中秋节的月饼，冬至和同学们
吃了饺子，腊八节又喝了腊八粥。“虽然有时觉得中国每过
一个节日都有独特的风俗，有些繁琐，但以一个外国人的
视角来看，这些传承了几千年的饮食习惯恰恰让人感动又
震撼。”他说。

说到中餐，很多留学生都对食材的丰富多样称赞不已。在俄
罗斯留学生玛丽亚看来，俄罗斯的食物较为单一，而中餐却能提
供多种多样的食材。“开学聚餐我们吃了炒菜、红烧肉、豆腐、
米饭和饺子，一顿吃到这么多种食物，真是太棒了！”对此，罗
马尼亚学生贝尔表示认同：“一顿中餐可以吃到很多种菜，尤其
是很多蔬菜，好吃又健康。”

此外，口味的多样也是中国美食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来自
乌克兰的王力在中国留学了两年，他认为中餐最大的特点是口味
多样，即使是同样的食材，在不同地方，味道也不同。“现在，
一放假我就会到中国各地边吃边玩。我去过西安、成都、广州、
上海，吃过肉夹馍、火锅、早茶和腌笃鲜等，都很好吃，我很喜
欢。”他说。

中国营养学会原理事长程义勇教授表示，多种原因造就了中
国菜肴的丰富口味。比如，各地气候不同，形成了南甜、北咸、
东酸、西辣的饮食习惯。基于这些饮食偏好，京菜、鲁菜、川
菜、粤菜等八大菜系渐渐形成。再加上中国拥有炖、焖、煨等28
种烹饪方法，人们还会根据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口味也就变
得更丰富。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赵长征教授介绍说，中国人做饭
常要炒菜，而炒菜是需要铁锅的。在铁大规模使用以前，青铜器
比较脆，无法打制成又薄又延展的锅，所以青铜器和陶器基本上
只能用煮的方法来烹调。用油热菜的方法和铁锅的使用，慢慢形
成了中国人炒菜的特色。“食物选材和各地物产有关，烹饪方法
也是有物质基础的。”他说。

在赢得赞美的同时，中餐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来自越
南的李月娥说，相对于较为清淡的越南菜，中餐往往又油
又咸，让她吃不习惯。杨炜铃也有类似感受：“我觉得自己
一定会长胖，因为不管在餐馆还是学校食堂，很多菜上都
漂着一层油，吃起来有点油腻。”

程义勇表示，中国饮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多油多盐
的烹饪方式导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病率上升。此外，
虽然中国食材丰富，但很多人的餐盘却很单调。《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倡导食物多样，建议每人每天要吃12种以上不
重复的食物种类。例如，主食应有粗有细、菜肴需有荤有
素，中餐要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同时，尽可能地做到营养健
康，不断升级。

专家指出，他国饮食习惯中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
方，如西方国家奶制品消费量明显高于中国。据调查显
示，中国人每天牛奶摄入量不到 25 克，远低于 300 克的推
荐量。此外，中国红肉消费占比很高，而鱼虾等水产品摄
入远低于75-150克的推荐量。因此，多喝牛奶、常吃鱼虾
的饮食习惯值得倡导。

张骞通西域、明代盛边贸，在古代丝绸之路上，食物
是文化交流的“先遣使”。从国外引进来的番薯和胡椒影响
了中国的种植结构，从中国走出的茶叶和小麦也不断充盈
着世界的餐桌。如今，美食依然是文明互鉴过程中的重要
内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以美食带动文化交
流仍将大有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也将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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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栈道，由222500个浮体组成，总长度3.7公里。图为航拍宛
如巨型蝴蝶的红水河漂浮栈道。 贺俊怡摄 （中新社发）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白
林） 记者从河北省文物部门获
悉，经过近期考古勘探，位于雄
安新区的容城南阳遗址新发现面
积约 18 平方公里的东周、汉代
遗址群。文物专家初步判断，南
阳遗址为战国、汉代一座中型城
市遗址。

南阳遗址面积达 42 万平方
米，是雄安新区三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之一，曾发现带有

“燕王职戈”“西宫”“左征”等
铭文的鼎、簋、壶、戈等青铜器
和大量的陶器。出土文物和文字

具有明显的燕国风格，有专家学
者认为该遗址可能是燕中都所在
地。

5月以来，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等单位专业人员组成联合考古
队，对南阳遗址展开初步勘探核
查。目前，已初步确定南阳遗址
东南角城垣、西南角城垣、南城
垣和西部大型夯土区、陶业作坊
区分布范围。

此外，考古队还发现南阳遗
址周边 10 处同时期文化遗存，
为确定南阳遗址性质和文化内涵
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北雄安新区：

南阳遗址为战国汉代城址

图为游客在赵州桥景区游览。 陈其保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