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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江 “ 源 点 ” 俞亮鑫

5月，赏花好时节。我从卢浦大桥漫步走
向南园滨江。一路绿树成荫，鲜花怒放。突然
见到，一尊金属质感大型雕塑耸立其间，它是
盾构，名为“源点”。我渐渐走近，浮想联翩，仿
佛看见它在黄浦江底旋转向前、不断推进。

这是一段半个世纪前的缘分。

1965年，打浦路隧道开始兴建。它被列
为上海第一号秘密工程，代号为“651”。为承
建这一工程， 组建了上海隧道建设公司，代
号为“4046 公司”。我是 1971 年进入“4046”

的，由此，我与这项当年刚刚建成的宏伟工
程结缘。

那时候， 我们写信封地址都留 “4046信
箱”。回家后，还要对工程事宜守口如瓶。我第
一次车过江底时，还有一种身为隧道工人的光
荣感，念诵起隧道工地上流行的“头顶浦江万
吨轮”等诗句，可谓豪情万丈。作为“4046”一员，

我有机会在黄浦江底参加隧道补修工作， 那水
滴不停、潮湿闷热的环境至今难忘。有几次，我
兴致勃勃从浦西跑到浦东， 在隧道口向外望
去，见田野葱绿，空气格外新鲜。

当年， 南园滨江这一带， 我们都叫它
“651”工地。满目坑坑洼洼、水泥石子，焊花
朵朵，锤声阵阵，一片沸腾。如今，这里芦苇
摇曳、鲜花盛开、绿树成荫、湖水碧绿，充满
诗情画意，人们徜徉在此，根本无法想象这
里当年没有一朵花、没有一棵树的景象。

黄浦江畔的这尊金属雕塑，唤起了我的
记忆。 它是上海第一条越江隧道的历史见
证，也是我国盾构法越江隧道建设的源点。

1975年，因喜欢文学创作，我有幸参加
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长篇小说创作组，

任务就是写越江隧道。为此，采访了一些相
关人士，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之为“上海地铁
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建航。那时，技术

出众的他已转战金山工地，总是戴着一顶柳条
帽，穿着满布油污的工作服，汗水涔涔地忙碌
在工地上。那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刘建航等老隧道们的亲历讲述，使我这位
后来者知道了更多的隧道往事。最初，上海的
隧道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试验的。但
苏联专家认为上海地质饱含水层， 在黄浦江底
施工是难上加难。 并扬言：“这等于是在豆腐里
打洞。如果你们可能，我们就能在宇宙中找个支
点把地球翻个身！”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建设
越江隧道的重任就落在了刘建航等人身上。作
为总工程师， 刘建航攻克了建越江隧道关键的
防水技术，并使地铁试验段也取得成功，获得了
全国科学大会奖。记得，这条越江隧道建成后，

第一位前来参观的外宾是由周总理陪同的西哈
努克亲王。那天，隧道工人放假，欢天喜地。可
见，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尊被称为“源点”的雕塑———盾构，就是
中国的第一个盾构， 也被称之为 “中华第一
隧”，是上海密如蛛网地下隧道的鼻祖。没有这
一“源点”的起步，就没有如今黄浦江底 14 条
车行隧道和城市地下数百公里的地铁线路。人
们在享受着城市交通便利的同时，有多少人还
记得它的功绩？

盾构最初是在浦东的塘桥和浦西的衡山
路悄悄试验。 盾构在地下试推至衡山路时，还
引起过地面开裂或某家门窗变形的风波，人们
议论纷纷，但谁也不知道地下正在秘密试验盾
构推进。这些往事，如今已成隧道人的笑谈。这
两处盾构试验取得进展后，“651” 工地就悄然
开工了。

在黄浦江底施工十分危险， 为防泥水倒
灌，工人必须承受附加在盾构、管道内的强大
气压后才能施工，才能疏干盾构前面的泥土以
确保安全。若气压一低，常会引发泥水倒灌，又

脏又险。但气压一强，人犹如在几十米下的深
水区，气喘吁吁，闷热难忍。工人没有强壮体
魄，还真难扛住这大气压的考验。黄浦江底，隧
道就是这样一寸一寸，艰难向前。苦战六年，终
成通途。从此，黄浦江两岸告别了只能靠轮渡、

船只过往的日子。

南园滨江，有一片片艳丽芬芳、花团锦簇
的郁金香，各种观赏植物多达 300 余种。小南
湖碧波荡漾，喷泉如雪，湖面还点缀着
片片绿色———千屈菜、旱金莲、睡莲、黄
菖蒲等，一幅宁静、和谐的水岸美景。如
果没有这尊“源点”雕塑的猛然提醒，我
很难想起这里就是半个世纪前的“651”

工地。

故地重游，景色大变，换了人间，感
怀万千。

昔日“651”工地的江岸，有一排陈
旧发锈的老船坞。工余休息，我常来这
里望着江水发呆。 办上海世博会让我知
道， 这片江岸原来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
源地———江南造船厂旧址， 也是孕育了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摇篮。20世纪 20

年代初， 中国建造的第一批万吨轮官府
号、天朝号、东方号和震旦号，就在这片
水域陆续下水，至今百年。这些都是另一
个历史的“源点”。

浦江两岸有不少“源点”———

江南造船厂的李中不仅是我党的第
一个工人党员， 他还发起成立了党领导
下的第一个工会。 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由此点燃星星之火。

从这里顺江而下 10余里， 北外滩
的老码头也可称是红色 “源点”。100年
前，年轻的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任
弼时等先后在此坐船出发， 赴法留苏，

为中国革命前去探求真理。他们由此展开理想
风帆，书写人生篇章。

像“源点”雕塑一样，它们都应被挖掘出
来，变成雕塑，变成碑文，变成书本……让人们
漫步在秀美如画、 鸟语花香的滨江两岸时，能
记住历史。

这些“源点”，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

是上海人永不枯竭的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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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春节至
今，妈妈一直不让我们
回老家，她担心长途旅
行不安全。但是我爸
说，老妈自己的安全意
识却并不强，尤其体现
在，到处去管闲事。

疫情高峰进入小
区管理时，我妈自觉发
挥她能量的时间到了，
她曾经做过校医，还有
相关管理经验。她去居
委会报名做志愿者，但
管理人员听说她年过
八十，就把她劝退了。
老妈很不爽，报国无门
地在小区里视察，也算
天遂人愿，让她逮到一
位正在处理垃圾的人
戴口罩露着鼻子。她就
去跟人家理论，嘿嘿，
棋逢对手，遇到一位退
伍老兵，人家根本不鸟
她。老妈耳朵不好，说
话声音很响，对方一个
耳朵也不好，两人一番
操作猛于虎，搞得半个
小区的人都听到，最后
物业出面把我妈送回
家。在激烈的互相说服
战中，双方情绪激动都
摘了口罩。

不过，这两个耳朵
不好的人，如今成了朋
友。我妈第二天去给老
兵送了一个大口罩，在
口罩春天一样宝贵的
时期，这个举动立马
说服了老兵。我姐说，
现在我妈去倒垃圾，远
远就跟老兵招呼：夜饭
吃过勒伐？对方也会隔
空招呼：是啊，越来越
热勒。

像我们这种借着
口罩，能够借此心安理
得地在小区里装陌生
人的，其实并不是特别
理解我妈这种特别愿
意和人群发生关系的心态。每次电话回
家，我都要反复叮嘱她，不要出门，在家待
着。每次，她都说好，但每次，我爸接过电
话就会说，你妈那是比志愿者还忙乎，没
轮上巡逻喊口号，自己小区里面忙乎着，
帮忙宣传蔬菜不用买太多、菜场供货充
足，帮忙把快递放在小区专架上、分门分
楼、方便拿取。每次搞得我姐很闹心，还要
担心别人嫌她多事。

可是，这大概就是我妈理解的“众志
成城”和“人民战争”，所以，尽管她能在
道理上接受“社交距离”和“口罩人际”，
但是她八十年的人生经验，她的安全感来
自人群，她的光荣和使命都和人群有关。
20 年前我博士毕业，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
房间，很兴奋地告诉她，她的第一个反应
却是，哎呀，那冷清了。

也因此，当很多人说，疫情将改变我
们的人际关系，我还不能完全认同。我总
觉得，中国还有千千万像我妈这样的老
头老太，虽然他们不发朋友圈，也不写日
记，但是，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用生活来
治愈生活。只要这些老头老太在，包子铺
会继续存在，大饼油条店还会回来，你去
菜场买菜，只要问一声，夜开花怎么烧
啊，四面八方就会传来三四个菜谱告诉
你，总有那么多美好的人事值得用诗歌
赞美。

《红楼梦》里的食物密码 闫 晗

《红楼梦》 展现了钟鸣鼎食之家饫甘餍
肥的生活，可细细读来，书中人物常常为了
吃喝较劲儿。

在书中， 食物不仅能够满足口腹之需，

它是身份的象征，地位尊贵者有制定菜谱和
赐与他人饮食的权力； 食物可以展现优越
感， 核心部门的员工会得到额外的享受；食
物是亲系远近的风向标，从是否愿意分享食
物中，冷暖亲疏以见一斑。

站在权力顶端的贾母，“大厨房里预备
老太太的饭， 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
了，天天转着吃”。带刘姥姥游大观园时，丫
鬟们拿来点心，有藕粉桂糖糕、松穰鹅油卷、

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皱眉说：“这油腻腻
的，谁吃这个！”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她也不
喜欢，拣了一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
递与丫鬟了。

贾母喜欢吃螃蟹， 可只有秋天才能吃到，

她还想吃地里现摘的瓜儿菜儿，兴许还爱吃干
菜，乌进孝的单子上有“各色干菜一车”，平儿
也对刘姥姥说过，“到年下，你只管把你们晒的
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
儿各样干菜带些来， 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
吃”。其实螃蟹也是上上下下都爱吃的，但因
为限量供应，“不过有名儿的吃两个子， 也有
摸得着的也有没摸着的”。

贾母常把自己的菜分给别人吃，这是一
种宠爱儿孙辈的方式。王熙凤、林黛玉、贾宝
玉几个是贾母心尖上的人，贾兰也偶尔被想
起，才有了赏菜。而丫鬟若得到主子赏的菜，

含义就更复杂些，那是一种荣耀，代表着上司
的认同感。 怡红院的袭人不声不响中地位发
生变化，变成宝玉的“准姨娘”，就是从王夫人
派人送来两碗菜开始。 袭人一边跟其他人说
着纳闷，一边稳稳接住了王夫人释放的信号。

贾宝玉也常常给别人吃的，这是他讨好

人的方式之一，亲测有效。金钏投井，宝玉对金
钏的妹妹玉钏有愧，落实在行动上，就是非要
她尝尝他点的小荷叶小莲蓬羹，哪怕骗着哄着
也希望她尝一口。而吃了这口羹，玉钏也不好
意思继续冷着脸，气氛松弛了。

对于怡红院的丫鬟，宝玉更是记着各人的
喜好，把某种特定的吃食留给她们，一次给袭
人留了蒸酥酪， 一次给晴雯留了豆腐皮包子，

说明这两人在宝玉心里的位置与众不同。不巧
的是，两样都被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吃掉或拿走
了。想来宝玉还在吃奶的时候，李嬷嬷很可能
拥有对贾宝玉身边美食的支配权，一时间改不
了这种“都是我的”的心态；又或许儿时的宝玉
跟奶妈很亲， 会把好吃的主动留给李嬷嬷，她
才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只是到了青春期，孩童
式的亲密消失了， 宝玉的好更愿意留给丫鬟
们， 李嬷嬷却不愿意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对
李嬷嬷的“贪小便宜”行径，爆炭性子的晴雯选
择向宝玉抱怨，温柔和顺的袭人却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说上次吃了酥酪不舒服，并转移话题，

让宝玉剥风干栗子给她吃。

倒是李嬷嬷不肯放过袭人，大张旗鼓地闹
了起来， 既有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应激反应，也
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积怨，因为她在
宝玉这里成了多余的人， 小丫头们只听袭人
的。最后还是王熙凤用“烧得滚热的野鸡”把她
请走了。食物是凤姐的外交手段，也是安抚失
落老员工的灵药。同样是招人嫌的“老货”，宝

玉部门的李嬷嬷好歹有野鸡吃，宁国府的焦大
却被塞一嘴马粪。

大观园的丫鬟各有可怜可爱之处，司棋和
芳官比较不招读者待见， 也许并不因为个性，

而是因为糟蹋食物。司棋在大观园的小厨房点
一碗嫩嫩的炖鸡蛋吃， 不料受到柳嫂子埋怨
“细米白饭， 每日肥鸡大鸭子， 将就些儿也罢
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明明晴
雯先前点过芦蒿炒面筋，柳嫂子生怕服务得不
周到，这可是双重标准。司棋负气带人把厨房
菜蔬乱翻乱掷，炖好的鸡蛋送来了，也泼在地
上。痛苦来自比较之中，孤傲的司棋从不受懦
弱的二小姐迎春影响， 仗着贾府之中亲戚多，

跟谁打架都不怕。司棋的姥姥王善保家的跟晴
雯结下梁子，没准是从晴雯点菜开始的。

芳官原是小戏子，戏班子解散之后到怡红
院做丫鬟，没有像小红那样被刁难，很快融入，

并受到柳嫂子的巴结。柳嫂子给芳官做的套餐
色香味俱全，在《红楼梦》馋人食物榜上位居前
列：“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
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
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荧荧蒸的绿畦
香稻粳米饭。”芳官却毫无胃口，如贾母一般吃
腻的模样。看姑娘们点的菜，探春和宝钗让厨
房炒个油盐炒枸杞芽儿，其他人点的“鸡蛋、豆
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都是清淡的
素菜，芳官是否爱吃素不得而知，倒看出她擅
长拿食物斗气。

芳官在柳嫂子的厨房，见一个婆子手里托
了一碟糕来，便要先尝一块儿。小丫头蝉儿不
想给她尝， 柳嫂子连忙拿出自己买的递过去。

而此时的芳官为了气蝉儿，也不吃了，将手内
的糕一块一块掰了， 掷着打雀儿玩， 还笑说：

“柳嫂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越是
小丫鬟越喜欢卖弄财大气粗，没过上几天好日
子倒学会了铺张浪费，“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
长”，这一举动果然把小蝉气得怔怔的，瞅着冷
笑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不打这作孽的！”

晴雯、 司棋和芳官后来都离开了大观园，

晴雯临死前喝过一碗苦涩的茶水，不知司棋和
芳官有何际遇，在贫苦生活中，想到从前不屑
一顾的热腾腾的绿畦香稻粳米饭，会有怎样的
感慨？

贾府之外的普通人家，对美食倒是有着正
常的生理反应，刘姥姥在贾府吃饭吃得“舔嘴
咂舌”，见到十几只鸡配的茄子不住念佛，给她
吃的点心、茶、酒照单全收，直到吃坏了肚子，

她因为家里没有食物过冬而出来打秋风，不曾
见过这样的奢靡。

还有另一幕更让人唏嘘。贾芸去舅舅卜世
仁家借钱买冰片麝香，遭到拒绝。舅舅说要留
外甥吃饭，舅母立即哭穷说家里没有米，只买
了半斤面，“你要留下外甥挨饿不成？” 卜世仁
难得说一句，“再买半斤添上就是了”， 她又说
没钱，要打发闺女去找对门王奶奶借。两口子
一唱一和，情形尴尬，贾芸只能赶紧离开。为了
省半斤面，亲情都不顾，除了见出人物小气，也
可见世道艰难。

《红楼梦》第十五回中，宝玉在庄户人家见
了锹、镢、锄、犁等物，感觉新奇，小厮解释一番
后，宝玉点头叹道：“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他真的体会
“粒粒皆辛苦”，恐怕是多年以后“寒冬噎酸齑，

雪夜围破毡”的时候吧。

书斋漫笔

5月 28日 星期四

东方卫视

10:16 连续剧:精英律师(12、13)

12:32 连续剧:精英律师(14-19)

17:32 名医话养生

17:56 诗书画

19:34 连续剧:我的金山银山(38)

20:28 连续剧:燃烧(1)

21:20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22:02 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

23:05 诗书画

23:17 派出所的故事

新闻综合频道

11:30 可凡倾听

12:00 午间 30分

12:33 媒体大搜索

13:05 连续剧:爱情进化论(9-13)

17:00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观众中来 天气预报

19:15 连续剧:激情的岁月(12、

13)

21:00 法制特勤组

21:30 新闻夜线

22:32 连续剧:新世界(7、8)

0:05 午夜影院:阿里巴巴

纪实人文频道
10:15 中国力量(3)

10:45 今晚

11:15 多多爱动物(1)

12:09 大上海(4)

13:09 六盘山(2)

14:05 深海异世界:狂暴的海洋

15:00 艺术课堂

16:00 今晚

16:30 青年强 中国强(9)

17:00 建筑惊世探秘:石阵

18:00 《妙手兽医》第 2 季 :难

忘的集市

19:00 艺术课堂:盛志民:导演

眼中的电影(2)

20:00上海解放一年间(3)

20:51 短纪录片

21:00 《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2)

21:54 心声

22:22 今晚: 世界电影大师系

列:曼彻夫斯基 记录电

影的本质

22:45 超级装

23:00 多多爱动物(2)

东方影视频道
13:18 连续剧:宜昌保卫战(8-

-14)

18:58 连续剧:塞上风云记(10-

15)

23:55 连续剧:皮影(37、38)

五星体育

10:00 弈棋耍大牌-大怪路子

12:05 运动不倒“问”

12:45 弈棋耍大牌

13:4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4:15 2016 欧锦赛 E 组第 2

轮(意大利-瑞典)

15:20 我和奥运

16:05 2019五星运动汇-I can

I show 击剑大师挑战

赛

16:55 五星精彩

17:1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7:30 ONE冠军赛集锦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G品篮球

20:00 21 世纪 21 经典-2020

西班牙国家德比 (皇家

马德里-巴塞罗那)

21:30 体育夜线

22:00 弈棋耍大牌-大怪路子

0:00 IMBA五星电竞杂志

0:30 2019-2020西甲世界

4:35 2019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墨西哥站大奖

赛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诺无悔(20-23)

16:47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花繁叶茂(26)

21:00 一同飞越之航拍中国第

3季

22:38 绿水青山看中国第 3季

23:31 电视剧: 情满四合院(17、

18)

央视三套
10:15 向幸福出发

12:01 越战越勇

13:30 回声嘹亮

14:30 综艺喜乐汇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30 星光大道

21:00 艺术人生

我的艺术清单

22:00 艺览天下

23:00 综艺喜乐汇

央视五套

10:23 2018 俄罗斯世界杯小

组赛(英格兰-巴拿马)

12:35 曾经超越 再战征途-

2018 世界体操锦标赛

女子团体决赛

14:03 2018 第 18 届亚运会女

子花剑团体决赛

15:03 无畏征途 卫冕之路-

2019 国际乒联团体世

界杯男团决赛(中国队-

韩国队)

16:31 2020一场比赛-2012欧

洲杯 1/4决赛(西班牙-

法国)

18:00 体育新闻

18:35 2018女篮世界杯 1/4

资格赛(中国-日本)

19:35 奥运经典-里约奥运会

举重男子 56 公斤级决

赛、 跳水男子 10 米台

决赛

21:30 体育世界

22:00 2020一场比赛-星耀金

杯-2008奥地利瑞士欧

洲杯小组赛(荷兰-意大

利)

23:30 2019 男篮世界杯第 2

阶段小组赛 L组(法国-

澳大利亚)

1:00 2019 世界职业拳王争

霸赛精选

央视六套

10:16 故事片:霍元甲

12:15 故事片:我是证人

14:16 故事片:武林风云(中国

香港)

15:54 故事片:守梦者

18:07 故事片:奔腾岁月

20:15 故事片:勇士

22:18 译制片:不要回头(法国)

0:34 故事片:石门风云

2:12 故事片:白衣侠女

3:41译制片:大嗓门(德国)

央视十一套

12:17 影视剧场:海棠依旧(20、

21)

13:58 京剧:墙头马上

16:24 影视剧场: 正阳门下小

女人(35、36)

18:11 戏曲青年说:六尺巷

18:41 梨园周刊

19:30 京剧:碧玉簪

21:56 影视剧场:无名卫士(2-4)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泰隆银行暖心服务感动耄耋老人
“我没有亲人，一个人在家很无聊。每次我来泰隆银行，

即使不办业务，也会有人陪我聊家常，她们贴心的服务感动
了我，所以我愿意把钱存到你们银行。”耄耋老人俞爷爷握着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金山支行服务经理小沈的手，对她无微不
至的服务表示称赞。

年过八旬的俞爷爷，日前来到泰隆银行上海分行金山支
行办理业务，因为年事已高，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存了多少
钱，十分着急。小沈见状，连忙安慰客户，向俞爷爷保证钱存
在银行都是安全的，并且和他核对每一笔明细。对于已经找
不到的存单，小沈一笔一笔帮他做挂失补办，耐心细致的服
务让老人倍感舒心。“来泰隆银行风也吹不着、 雨也淋不到，
也没有人赶我走，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工作人员表示，每天前来办业务的，像俞爷爷这样的老
人有很多。为更好的服务老年客户群体，网点服务经理在闲
暇之余会主动和客户聊家常，或定期开展“暖暖好时光”品牌
活动邀请老人参加。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也会有客户经理
上门接送。

面对金融需求逐渐多元化的老年客户群体，泰隆银行上
海分行不断优化自身客户服务，积极倡导员工在日常工作中
用“更亲、更近、更温暖”来服务老年客户群体，提升服务规
范，做一家有温度的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