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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

古城中各取所需
到了约克，真正体验到了古城的古朴
感，而且比想象的更古朴。它的丰富的文
化遗存以及满眼皆是的古迹，让我感觉到
这一城市独有的魅力。
信息化的时代人们要得到约克的相关
资料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
我们如果要深入其
中探访究竟的话，网上的资料又显得非常的
贫乏，
所以，
旅游者自己的判断或者某一个人
对于某一类事物的追求，必须要深入其中才
有可能得到最基本而深入的了解。人生的
精力是非常的有限，每一处的观感可能都因
为它的独特性而成为深刻的记忆。
约克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非常冷，在这
里我感受到了小时候在江中岛上的那种寒
冷。约克的寒冷是因为其特殊的地势，湿
冷和阴冷不太一样，约克的湿冷和家乡长
江 中 的 湿 冷 也 不 一 样 ，冷 到 了 骨 髓 里 面 。
这 里 阴 晴 不 定 ，出 太 阳 下 雨 ，下 雨 时 出 太
阳；在月光下欣赏飞雪，那是从来没有过的
体验。这或许也是一种世界多样性。
约克可去的地方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
也有很多。古城内游人如织，每个人在这座
古城中各取所需。我还是想去看看念念中
的古玩。丁宁兄轻车熟路地把我带到了一
座建筑内，
这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红房子。
拾阶而上，进门之后转向右手的一个
房间，一眼就看到迎面的那个柜子里有几
件古罗马时期的油灯，这下放心了，不会空
手而归。这里的柜子一个挨着一个，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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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子里的古董或旧物的品类都不一样。过
道里都挂着各种各样的古董，据说有 3 万
种。这里没有约克郡博物馆展出的那么高
端，可是，五花八门的品类有相当一部分是
博物馆中看不到的。因此，到这里来转转
可以看成是参观博物馆的补充。这些杂项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约克历史的物证，是历
史和文化的一种创造。这里售卖的从远古
的陶器到古罗马时期的油灯、雕像；从日用
品到工艺品，真正是琳琅满目。

丰富的文化遗存
文化遗存的多样性，在这里是出于人
们的想象。这里有很多好玩而有趣的内
容，其中有一个柜子里全是和绘画与装饰
相关的物件，其绘画的水平和精致的程度
完全属于博物馆级。而这些通常在博物馆
中会淹没其间，因为它们太小了。如果将
它们综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的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家族传承
中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它们通过艺术的方
式而传之久远。
这里的每一个展柜都和一位藏家或卖
家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展柜彼此之间的类
别各不相同，显然，这些来自于不同藏家或
卖家的古董或旧货都集中在这个建筑之
中，这就成为了所谓的“中心”。这个中心
的历史并没有这栋建筑那么长久，只有 30
余年。这里是古董收藏者的贩卖之家，也
是收藏者的交流之所。
红房子古玩中心一共有 10 个房间。走
进其中的一个房间，发现一个展柜内有几
盏金属的煤油灯，还有与铁路相关的标牌、
工具、帽子等。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铁路上
的灯具还是第一次。再想想离这个红房子
不远的约克铁路博物馆，这是全世界最大
的铁路博物馆，其大而多，其广而全，是基
于国家和城市的文化遗产，基于博物馆的属
性和无数人为之努力的结果。
接下来参观铁路博物馆、
约克郡博物馆、
城堡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等等，
想得很多。一
个小小的城市居然有那么多有特色的博物
馆，怪不得它是除伦敦之外在英国排行第二
的著名旅游城市，也是仅次于伦敦的游客最
多的城市。城市的文化资源在约克得到了合
理而充分的利用。

约克街头

历史的标本
约克作为历史文化小城，在古城墙围
拢下，是怀旧的最好的地方，在这里的每一
个瞬间都呼吸着古味的空气。
离开了红房子，走到马路对面，回头看
看这古董中心，真是很普通的建筑，不过它
建于 1700 年，因为红色的外衣，还真看不出
来有 300 多年的历史。它是著名设计师威
廉·埃蒂为约克市市长威廉·罗宾逊所设计
建立的，现今是约克的二级文物保护建筑。
回程的路上，还在想那藏宝阁、奇观室
以及 16 世纪以来的西方收藏史。收藏如何
从私享到共享，人类文明如何从私密性走
向公共性，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很多人和事
都关联到那个双开门的柜子。
所谓的奇观，就是不常见的东西，如天
使的头骨和美人鱼的标本等。奇观室当年
兴起于贵族和新兴的富人阶层，后来在皇
室中流行，并形成社会普遍的陈列和观赏
方式。为此，王室通常为了那些双开门的
柜子，也会派一些探险家或航海家前往世
界各地，搜罗一些奇奇怪怪或纪念品。
在这一个过程中，德国哈布斯堡王朝
中期的皇帝鲁道夫二世被称为“收藏家皇

莫高窟靠近我，
还是余秋雨
帮的忙，
《文化苦旅》中的那篇
《莫高窟》激起心里的澎湃——
什么时候可以与她相见？那时，
我在上中学，
莫高窟与我只能在
梦中相见。经年累月，
莫高窟只
是梦中一境。
我终于有机会走进莫高
窟，见到了梦中的她，她像一
个永远不老的老人，站在黄沙
中，在世人眼里捉摸不透。
敦煌城外以南，戈壁滩荒
凉得怕人，突然冒出来的公路
如一条绸带向前伸展，是给沙
漠一片光亮，是给黄沙一个惊
喜。在戈壁与沙漠交界地段，
突然出现大片绿荫。我知道，
这就是莫高窟了。没想到莫高
窟已穿上绿衣了，没有想象中
的荒凉，绿意映入眼帘，盎然
生机腾在心底。
在这里，移动每一步似乎都怕打搅古人的生活，
慢些再慢些。了解到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辉煌历史的
底蕴，
灿烂文化作背景，
中华文化的沧桑镌刻石窟里，
印刻在万千中华儿女的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莫高窟从古人走来，伴着沉郁悲壮的底音，始建于前
秦时期，
到隋唐丝绸之路繁盛时代达到鼎盛。元代后
衰落下来。明嘉靖七年封闭了嘉峪关后，
作为丝绸之
路重要节点的敦煌更是变成边塞游牧之地。几百年
来，
莫高窟不断遭受着大漠风沙的侵袭，
不过，
这都远
远比不上人为掠夺给她带来的惨重伤害。
20 世纪初，各国劫掠者的无耻抢夺，让这座佛
教宝窟遭受了无情的损毁。后来，觉醒的国人从睡
梦中惊醒，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她没有淹没于黄
沙中，再也没有分割在他国的手中，而今，莫高窟
没想象中那么荒凉凋敝。作为背景的鸣沙后山虽显
寂寥，但山下窟前却是路道平敞，有笔挺的白杨夹
道。各窟依次排列，高处栈道连接，整饬规矩。
走进莫高窟 16、
17 窟，
这是王圆箓发现宝藏的地
方。1900 年，
居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又一说是其
助手）在清扫洞窟时，
偶然发现 16 窟洞壁上那个封闭
隐藏的小门，
门内就是闻名天下的藏经洞。里面赫然
保存着历代佛经、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 5 万多件。
1907 年至 1923 年，
闻讯赶来的西方冒险家们，
花了很
小的一笔钱，
陆续从莫高窟劫走文物 4 万多件。世界
上十几个国家，
约 40个博物馆、
图书馆，
都收藏有莫高
窟藏经洞的文物。难怪陈寅恪先生在莫高窟外一块
石碑上题道：
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700 年的洞窟建造史，可谓 1700 年的文化发展
史、社会变迁史。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当之无
愧。现在，她拥有的 492个洞窟，除展现精湛的建筑
艺术，无处不在的绘画、音乐、舞蹈题材，彰显着
各个时代的民俗风貌和经济、文化、生活特色。
事物带着残缺，更显出珍贵与伟大。长城断断
残残，诉说中华历史的沧桑，也应证了中国人的善
良与勇敢。莫高窟的残缺，表明了侵略者的贪婪与
无耻，展现了中华璀璨文化。如今，沙漠中那片绿
阴，为莫高窟营造出一个安宁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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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他不仅出版了矿物学奠基书籍《菱形
花瓣》，还聘请画家霍夫纳基尔为藏品绘制
索引图册，作为奇观室的收藏目录，这被视
为博物馆建立藏品管理与藏品目录的开
始。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所感兴趣的生物
学方面，既广泛搜求已灭绝的鸟兽化石等，
又在其夏宫旁边设立了俄国第一所自然科
学博物馆，并直接影响了叶卡捷琳娜二世
大 兴 冬 宫 收 藏 、奠 基 艾 尔 米 塔 什 博 物 馆
群。因此，以收藏为中心的基础，从兴趣到
工作，从奇观室到博物馆，古今中外，得以
延续下来。
今天，红房子更像一个历史的标本，而
这一标本放在约克则是最恰当的。
（陈 履 生 ，1956 年 生 于 江 苏 扬 中 市 ，
1985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汉画学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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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集团 CEO 卢敏放在第五届亚太乳业峰会上发表演讲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将乳品销售到国外的

蒙牛纯甄轻酪乳风味酸奶

在 2018 年 7 月 30 日于银川举办的全球乳业论坛组织（GDP）第五

《2017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聚焦可持续发展，努

乳企之一，也是最早在海外开展全产业链布局的乳企之一。多年来，

届亚太乳业峰会上，蒙牛集团 CEO 卢敏放当选 GDP 首位中方董事。

力为行业发展树立新标杆。出席 GDP 亚太乳业峰会领袖论坛环节的

蒙牛坚持国际化战略，用全球化胸怀、视野和手段，站在全球市场的高

针对此次亚太乳业峰会“乳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军者”的主题，结合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石东伟指出，
“ 可持续发展”是蒙牛的目标，更是一

度配置产业资源，构筑全球产业链。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条上的利益链

当前全球乳业现状，卢敏放发表主旨演讲并提出，解决乳业全球化问

个持续旅程。

接机制，蒙牛不仅实现了从资源到市场的双赢，还创造了积极的社会

题，不仅需要全球化手段，更需要全球化胸怀。乳业作为一个全球化

效应，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是得益于积极拥抱

行业，积极拥抱全球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全球化，蒙牛正稳步实现从“内蒙古牛”
“ 中国牛”到“世界牛”的转型
与蜕变。

走进莫高窟

约克寻宝记
对于约克的憧憬完全是因为丁宁兄的
多次介绍所激发的诱惑。他告诉我约克的
古董很多，而且很便宜。他去过数十次约
克，在英国的各个城市中转悠，在一个相互
比较中做出的判断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2017 年 11 月 25 日，我应邀赴约克大学
讲学。从北京飞曼彻斯特，再从曼彻斯特
坐火车到约克。下了火车，约克火车站满
眼的钢架与结构所透露的历史与辉煌，气
势不凡表现在历经 140 年而功能齐备，旧而
不败，老而不衰，见证了约克以及英国 18 世
纪以来历经三个世纪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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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 19 年发展历程，蒙牛一直致力于成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典
范。蒙牛主动研究和借鉴“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

未来，蒙牛将继续积极“强身健体”，进一步增强“走出去”的竞争
力，努力为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乳企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与合作争
取更多便利；努力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放心、优质的乳制品和服务；为
“世界乳业共同体”的建设添砖加瓦。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