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在日本就是过元旦，从年前的各
项准备开始，直到把年过完，前后有许多各
地都相似的传统习俗。对于我这个在日本
生活过几年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大晦
日”（年三十）晚上吃的“年越”（辞旧迎新之
意）荞麦面，还是大到商厦入口，小到各户
门口摆放的预示新年开运的“门松”，或是
元日赶个大早去寺庙求签祈福，都不及新
年第一天收到的一摞子贺年片来得让人温
暖和欢欣。

自 1873 年日本邮局首次发行明信片
之后，这一年前就将写给亲朋好友、同事上
司、老师同学的贺年片寄出的习俗便传承
至今。如今因为网络的发达，用手机短信或
电子邮件等贺新年的形式，对邮寄贺年片
的传统造成了严重冲击，但坚持在年末给
亲朋好友，以及有工作关联或生意来往的
对象邮寄贺年片的日本人依然不少。据统

计，2015 年日本邮政发行了 32 亿张贺年
片，人均寄出 40张左右。

为了遏制贺年片业务量下滑，日本邮
政在宣传促销、卡通形象设计、网络服务等
方面下功夫，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以改善
贺年片面临的严峻形势。日本邮政为今年
的贺年片还准备了丰厚的奖品。据了解，一
等奖的中奖率虽为百万分之一，但其价值
诱人。在笔者看来，日本贺年片的商业气息
虽然日渐浓厚，但其“人情味”依旧是它的
魅力所在。为了确保贺年片能在新年第一
天上午到达收信人手中，年末贺年片的投
递一般截止到 12 月 25 日。从临近年底开

始，日本邮局还会设立贺年片专用邮筒，提
供专门通道服务。

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有过到邮局分拣
贺年片的工作经历。工作的内容就是将邮
局收集好的寄到该辖区内的所有贺年片，
按照地址、收信人姓名，分别放入对应的小
格子里。这些小格已经在邮局按照街道和
门牌号排列得整整齐齐，柜子上贴有户主
及同一地址其他家庭成员的姓名。地址不
详，或是收信人姓名有误的卡片，也会经过
多方确认，或是确定收信对象，或是回到寄
信人手中。分拣好的贺年片从元旦凌晨开
始，便由邮递员派送至各家各户。

由于电脑和打印设备的普及，贺卡制
作已经变得愈发简单。但据笔者观察，所接
触过的所有贺年片，无论字写得漂亮与否，
都能见到至少一行给对方的手写问候。一
位日本朋友曾经说，“那么多贺年片要写，
确实是件麻烦事，可一想到他们看到我寄
来的贺年片，满脸高兴的样子，我又情不自
禁地拿起笔来了”。

因为感谢或者惦念，小小的贺年片就如
同一根根丝线，编织出人际关系中的一份温
馨与和谐。因此，新年到来之前把写好的贺
年片投进邮箱，便成了日本人辞别旧岁，并
叩开新年大门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吧。

手写一句问候
□ 朱 琳

我曾三次造访波兰的格但斯克市，痴迷于
琥珀，并为这座城市所倾倒。

格但斯克琥珀博物馆珍藏着世界琥珀的极
品，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级琥珀博物馆。格
但斯克市政府分管琥珀工作的代表罗伯特·彼
特劳斯先生告诉我，格但斯克盛产琥珀，格但斯
克也成为琥珀色的代名词。

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
克兰、波兰、立陶宛等国家，有着全世界 80%以
上的琥珀存量。4000 万年以前，这里的原始丛
林中生长着一种会大量出油的松树——现在人
们叫它琥珀松树。黏稠状的油脂经过千万年的
洗礼，变成化石，这就是琥珀原石。海水把它们
冲击上岸，在海岸石英砂、浅水滩以及黏土矿床
上被人们开采。

琥珀以不同寻常的美丽，自然的形状，有趣
而独特的内部结构被世界公认为最有价值、最流
行、最珍贵的宝石之一。琥珀作为珠宝首饰用
料，已有近6000年的历史。早在古罗马时代，波
兰人开采、制作琥珀的工艺技术就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当时罗马的很多达官贵人都爱好收藏琥
珀制品，因此形成了从琥珀产地波罗的海之滨的
格但斯克通往罗马的“琥珀之路”，盛产最优质琥
珀的格但斯克被誉为“琥珀之都”。

早在 1477 年，格但斯克就成立了琥珀同业
公会。为保证琥珀产品的品质，按照行业工会的
规定，最初只有不超过40家琥珀工坊得到了运营
许可。15世纪到 18世纪，格但斯克的琥珀加工
业达到了巅峰，无数精美绝伦的琥珀作品诞生在
格但斯克的手工作坊中。手工匠人以琥珀与银
为原料，镶嵌工艺十分精湛，制作各种工艺品和
日用品，首饰盒、珠宝、雕塑、帆船微缩模型、鸟笼、
杯子、勺子、油灯⋯⋯都是当时流行的器物。受
富丽堂皇的巴洛克风格审美风格的影响，人们发
现琥珀除了加工成首饰之外，还可用来制作更为
大型或者独特的奢侈品及工艺品。那时，不仅是
琥珀行业的黄金年代，背靠波罗的海，还有维斯
瓦河水运连通整个波兰市场，使格但斯克发展成
为非常繁荣的国际性海港城市。

自 2006年开始，格但斯克市政府别出心裁
地将坐落在老城中长街上这座高高的、陈旧的
格但斯克标志性建筑——监狱塔，改建成了格
但斯克琥珀博物馆，向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展示珍贵的收藏品，再现琥珀和格但斯克
悠远的历史年轮。

走进琥珀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众
多形态各异的琥珀原石。这些琥珀原石呈现出
不规则的块状、颗粒状或者多角形，也有经海水
冲刷后的大块原始形状，像是鹅卵石，外表光滑
圆润，原石近乎透明，色彩斑斓，多呈金黄色、橙
色、血红色和暗红色。

在琥珀博物馆，我看到了最早用来采集琥
珀的工具，一只网眼细小的网兜。渔民们用这
个原始简单的工具在沙滩和较浅的海水里进行
打捞——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海草里常常能够找
到许多大小不同的琥珀。

琥珀仿佛是“时空定时器”，能将数百万年
前某一瞬间定格保存下来，让人们透过这种神
秘的晶体洞悉远古秘密。博物馆最为珍贵的琥
珀还要数里面裹有其他生命体的虫珀，据博物
馆讲解员安纳达介绍，挑选虫珀时要注意三点，
包含物的种类、虫的完整程度以及虫体大小，像
爬虫类特别是蜥蜴，绝对是收藏琥珀的要素，而
蚂蚁打架这样的琥珀更是拍卖出了天价。

被命名为 1 号展品的蜥蜴虫珀是琥珀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显微镜下，这个 3 厘米的小蜥
蜴身体每个细节都清晰可见，扭曲的头部和微
微向上弯曲的胸部可以证明，它在被树脂包裹
住的瞬间还是活着的。虽然它的尾部已经缺
失，但可以想象这个小家伙最后的挣扎。这块
琥珀就像是几分钟前刚被冷冻起来的蜥蜴标
本，其实已过去了 40 万年。这块蜥蜴琥珀是
1997 年 6 月在格但斯克的一个沙丘附近被发
现的，据说全世界蜥蜴肢体的琥珀只有三块。

由于琥珀制品易碎的特性，加上近 200 年
来格但斯克地区饱受战火摧残，能够流传下来
的古董琥珀艺术品数量非常少。如今，格但斯
克琥珀博物馆内收藏的 16 世纪至 18 世纪期间
创作的琥珀珍品，都被小心存放在温度、湿度严
格控制的密闭玻璃柜中供参观者欣赏。

琥珀博物馆中的展品由历代能工巧匠精心
设计，有手工制作的琥珀小箱子、烟斗、首饰盒、
胸针、笔筒、桌子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公元前7
世纪至 6 世纪制作的琥珀护身符、首饰盒、纽扣
等，件件做工精致、设计独到，堪称稀世珍品。

走上二楼的展厅，我就被琥珀和纯银镶嵌
的精品“千年圣体匣”深深吸引，这件马留什·德
拉彼科夫斯基和卡米拉·德拉彼科夫斯基父子
工作室于 2006年创作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我无法抵御琥珀的魅力。我想，任何一座
城市呈现出的独到之处与文化内涵，一定与在
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息息相关。他们留下来的
历史痕迹及鲜明特色，日积月累沉淀下来的记
忆，便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底色。

格但斯克在我眼中，就是一座雅致庄重的
琥珀色的美丽之城。

小学时候，我们班是那一届最特别最
“不听话”的。直到三年级，遇到张丽文老
师为止。那短短 4 年的陪伴与教导，此后
一直伴随着我。

我从小就内向。爱看书，不爱说话。
一次总结作业的时候，张老师在全班表扬
我说，有的人看书是看热闹，而我是看门
道。从没觉得有任何天赋的我，被这样一
鼓励，一下子有了自信，自此更爱看书，也
开始喜欢写作文。因为张老师的肯定和
鼓励，我也不再害怕说话，大大方方地读
作文分享给大家。

记得张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要么就
不做，要做就做好”。她做到了。这句话
对于我，也是无形的激励。

19 岁那年，我来到美国密歇根州的
一个只有一条大道的小镇上大学。虽然
中密歇根大学名不见经传，却有着全美顶
尖的传媒学院和学校报纸。开学不久就
是好莱坞的颁奖季，金球奖、奥斯卡接踵
而来。去学校书店买教科书排队的时候，
偶然翻看人物杂志，看着奥斯卡的最佳着

装，图片好精致。心想着，这里是美国，好
莱坞是不是很近呢？从密歇根的小镇到
好莱坞，其实很远。

大学的前两年懵懵懂懂，在各种基础
课里摸爬滚打。大三的时候要选专业了，
除了传媒学院以外没想过其他的我，误打
误撞地选了其中的新闻摄影专业。我的
专业课老师简直是魔鬼一般的存在。他
定题目，我们自己找拍摄对象，每几周拍
一个故事，每周都要展示，互评，课上经常
哀鸿遍野。奇怪的是，我非但没有退缩，
反倒被激起斗志，张老师那句“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好”突然在耳边响起。

大三大四的时候，每天都像投入战斗
般生活。我敲开了一扇一扇陌生的门，摄
影故事拍了两年：从住在铁皮车里的有着
体操梦的 7 岁女孩儿与只比她大十几岁
的妈妈的无奈生活；到坚持自己是男孩的
女生痛苦变性的心路历程；到年轻的脱衣
舞女郎隐瞒身份上学的不懈努力；到越战
老兵与病魔的最后斗争；到跟着美国大兵
去野外作战集训，等等。他们的生活成了
我的生活，有时投入得不能自拔，只能夜
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号啕大哭。

正因如此，每周上课的时候，我仿佛又
回到了张老师的课堂上，朗读作文时的自
信又在展示故事的时候回来了。

这堂摄影课印象最深，但也只是每学
期五门课中的一门。其他的时间，不是在
写作业，上课，考试，就是在食堂和宿舍楼
打工，或者作为校报摄影记者东奔西跑。
我的一天从凌晨4点开始，半夜结束，从漆
黑到漆黑，心里却在一片明媚中奋力奔跑。

大学毕业了，我开始找工作，投的简
历都没有回音。我去了纽约，继续敲门。
打了三个月工，还是迷茫。想想这样不
行，这样下去不会再是那个让张老师引以
为傲的我。我考了纽约电影学院摄影专
业。研究生的第二年，被学校转到洛杉
矶。毕业前，非常幸运地进入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总部摄影部实习，那个在学校书店
翻杂志的中国女孩，终于来到了好莱坞的
中心。之后的我，成了制片人，以我的方
式创造着故事。

去年我回到母校拜访张老师。正赶
上中午放学，老师们带着各班的孩子走向
校门口。远远地我看见了张老师，还是那
么年轻，那么精神。我跑向她，眼泪夺眶
而出。张老师告诉我，从我们那届以后，
每一届同学毕业时都会写出自己的一本
书，那是我带给她的启发。我想告诉她，
她带给我的这本人生之书，才刚刚打开。

30 岁的我，还是那艘勇敢的小船，正
不怕风暴地扬帆起锚。

她带给我的人生之书
□ 张 铮

▲辞旧迎新之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公园里，许多市民和游客通过徒步登山的方式庆祝新年。

赵 晶摄

新年到来之前把写好的贺年片投进邮箱，便成了日本人叩开新年大

门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琥珀色的格但斯克
□ 杜 京

琥珀，凝结在时间里的树脂，美

丽而神秘。波罗的海之滨的格但斯

克，是世界最优质琥珀的产地

世界寻梦
□ 张 伟

对于有着开阔的国际

视野的新一代创业者来

说，“格局”是需要考虑的

关键词之一

那个在学校书店翻杂志的

中国女孩，终于来到了好莱坞

的中心

有一个让我流泪的地方，一直梗在心
头。要论战争如何摧毁一个国家，眼前的
叙利亚就是血淋淋的真相。曾经的叙利
亚，也是一个气候宜人、民风淳朴的地
方。战争一来，世界就变了。

路上遇到一位头戴布卡的母亲，看到
我手里拿着相机，便以为我是国外的记
者，通过肢体动作示意，带着我跟她进入
一片小营区。眼前的场景让我毕生难忘：
一个妇女蹲在地上做饭，旁边围着一群大
大小小的孩子；几个衣衫不整的人在地上
裹着满是污渍的破毯子睡觉，还有几个被
我这个外来人吸引，停下手中的活，好奇
张望的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叙利亚的一处难
民营，那位母亲是想透过我这个“新闻记
者”让世界的人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她

怀里的小孩一直定定地看我手里的航拍
器，我把仪器打开飞在空中，一个简单的
小动作，小孩就被逗得“咯咯咯”地笑了。
他的母亲却笑不出来，眼神忧郁地看着远
方灰霾的天空。

看着孩子的笑容，我心里非常难受。
这个孩子，本应该去上学，和同龄的伙伴
在一起无忧无虑享受童年快乐。现在，他
却只能活在无休止的战乱中。我不禁想
起自己的孩子，想起中国许许多多平凡可
爱的孩子，他们都在平安地成长。只是因
为生在此处，这个孩子只能在战火轰鸣和
漂泊不定中长大，最是无辜。

我在叙利亚待了一周，吊诡的是，我
逐渐发现，战争似乎已经成为当地人习以
为常的一部分了。在这里，你会看到一群
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他们已经习惯了战

争。一位 60 多岁的老伯的一句话让我凝
住了许久，他说：“我家就住在附近，经常
发生爆炸，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在
爆炸中死去，也许明天死去的就是我自
己。”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头上
有一个巨大的生命倒数时钟，而他身边的
人正拿着号码，在谈笑中等待死亡⋯⋯

《道德经》中关于战争有这样一种观
点：“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
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
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
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战争的受害者，永远是普通的民众。

在叙利亚，我几度哽咽，不知道自己
能够改变什么，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改变不
了什么，只能希望和平早日到来。

感悟和平
□ 孙成龙

廖志宇一直走在寻梦的路上，怀揣
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父母给她取这个男孩子气的名字，
就是想让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一番
大事业。

与廖志宇的初次相遇是在 2013 年
年初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一起倾听
一群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当年的经济形
势。她当时任职于纽约私人银行与信托
公司，担任国际客户部总监。

蓬勃繁荣的中国和大批富裕的人群，
是美国金融投资圈绕不开的话题。作为
身在华尔街职场的中国人，她深深地感受
到，个人的价值会因为国家地位的变迁而
在国际舞台上沉浮。她的中国背景与在
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经历成为她事业起
飞的助力，她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器重，
为公司寻找和确定中国客户穿针引线，为
中国客户量身定做私人银行服务。

第二次见到她，她已经圆了法国
梦。她在一家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财
务投资咨询公司担任中国区总监，常驻
巴黎，参与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并购业务，
经常往来于巴黎与北京之间，偶尔回到
纽约。

在欧美私人投资服务机构的工作阅
历，耳濡目染不同的公司文化、企业价值
和家族理财理念，经常让廖志宇陷入沉
思。曾经工作过的那家私人银行非常低
调保守，创建 160 多年，拥有许多长期客
户。因为主要业务是为富有家族寻求最
为可靠的财富保值和增值，它不求规模，
但求专业，避免急功近利。在工作中她
发现，美国的一些大家族，出于财富的传
承考虑，往往把家族财富的管理权交给
私人银行和信托公司进行管理。私人银
行进行相关的投资和信托业务，倾向于
选择最为保险的投资和管理方式。

对于财富的传承，她有更深的感
悟。美国的财富传承已经形成一种文
化，并且演变出一种成熟的机制。许多
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并非把所有财富都交
由子女孙继承，他们担心过多的财富会
成为晚辈们人生的枷锁、羁绊甚至毒药，
消磨了最需要继承的奋发意志和创新动
力。与此同时，精神和传统的传承与财
富的传承一样重要。人可以一夜之间暴
富，但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有教养。在
她看来，传统的继承更难，特别是处在一
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财富本身并没有
过错，关键是财富的背后是否有文化积
淀和传统支持。

最近再见，她已经回到北京。告别
了曼哈顿时代广场旁边的公寓，离开了
巴黎香舍丽榭大道上的办公室，她在北
京的国贸附近安了新家。这一次，她与
冰球牵手，加盟昆仑鸿星文化体育投资
有限公司，出任首席执行官。她的团队
正在从冰球切入文化体育产业。她说，
体育与国际赛事不仅是生意，也是增进
国际交流的有效载体。

对于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的新一代
创业者来说，“格局”是关键词之一。廖
志宇告诉我，个人与企业发展是否有大
的格局，在于深刻洞察与助力国家的发
展需求，唯有此，才有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