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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学涛

见到刘拓是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的一间咖啡屋
里，他看上去微胖、爱笑，非常随和。虽然感冒了，但
依然和记者聊到了夜里 11 点多。

28 岁的刘拓是个名副其实的旅行达人，10 年
里他参观了约 1200 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150 处世界遗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中东地区。这
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与时间
赛跑，希望用镜头尽可能多地留住那些原汁原味的
古迹身影。

走上访古路

刘拓出生于云南，跟随父母在陕西长大。18 岁
之前他常跟随喜欢旅游的父母出去旅行，尤其爱看
植物。浙江百山祖、天目山、贵州梵净山等都是他常
去的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都有收集癖好，看
植物、集邮、访古迹……”

热爱上古建筑是在 2008 年。这一年，18 岁的刘
拓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第一次脱离父母的怀抱一个
人出去旅行。刘拓回忆说，因为不用参加高考，他有半
年时间可以在外面玩，期间一共去了 10 余个省份。

刚开始，刘拓参观的是像晋祠、云冈石窟一样知
名的旅游景点。要找寻这样价值高的文物，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无疑是很好的帮手。

从 1961 年至今，国家共公布了 7 批 4296 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 年他参观湖北武当山，
上山前购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当地所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和批次，于是他按图索骥前
往。“当时没有一个游客，但古建非常好看，一点都不
比卖门票的古迹差。”同年 4 月，他又跟随两名古建
筑系的校友到天津独乐寺考察，刘拓说那是他第一
次看到中国早期木结构古建筑，“真的被震撼了！”

从向父母要钱，到现在自己挣钱，刘拓把收入和
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访古上。2016 年 9 月 7 日，他在
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博文《纪念去过的国保单位突破
1000！》，当时他到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
1029 处。而截至 2018 年 8 月，他已经去过 150 处世
界遗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中东地区，其中 12 个因
为战乱风险被评为濒危世界遗产。

刘拓心里清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做有意义的事
情。而他喜欢往外跑并且擅长与人沟通。按他自己的
话说就是“能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拍照”。虽然后来多
次去中东国家，但实际上他只会说英语这一门外语，
很多时候靠的是比划动作。由于做过地质和考古调
查的原因，刘拓会像收集资料一样，从各个角度大量
拍照。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拍到的图片能有用处，于
是有人做研究向他要资料，他就直接给了。

“记录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刘拓说，有的古迹
在网络上没有相关信息，有的古迹随着时间流逝而
发生改变，而他至少给文物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走访了约 600 个县，拍了近 350

个县的街区

刘拓一边熟练地打开一个个文件夹，一边告诉
记者，随着他调查深入，范围扩大到各个级别的文物，
当看到因偷盗、塌毁、修坏、拆除、开放面积缩小等原
因，部分古迹发生变化后，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

2011年，刘拓到辽宁朝阳市云接寺访古，看到娘
娘殿内有精美的清代壁画，人物神情栩栩如生、绘画
线条简洁流畅，但由于年久失修，壁画部分已经脱落。
时隔两年，他故地重游时惊讶地发现小庙已经整体翻
修，内部的壁画也被新画完全覆盖，大红大绿惨不忍
睹。

“刚开始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像这样的修缮属

于毁灭性的，一点挽回的余地也没有。”刘拓遗憾
地说，他把这件事曝光到网上后引起广泛关注，后
来景区还被罚了很多钱，但是被破坏的东西却再
也回不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给刘拓留下深刻
印象的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城隍庙。
刘拓介绍说，2010 年 2 月他第一次来到城隍庙，
被它宏大的规模、精美的戏楼、高大的牌坊、宽阔
的大殿所折服，虽然很破旧，但不难想象它昔日的
繁华。然而，他看完 10 天后，城隍庙就启动了大
修，2012 年年初，修缮完工的大殿和原貌差别较
大。刘拓说，除了鸱吻、翼角有变化外，大殿被整体
抬高，殿前台阶也由原来的 2 层变成了 9 层。

虽然有些文保措施是积极的，但开放空间的
缩小也让他感到遗憾。2011 年，刘拓到陕西法门
寺访古，在路上偶遇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
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
片上的杨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零地矗立在田
野里但保存完好，碑文历经千年依旧清晰。“第一
眼看到时就觉得很震撼。”回忆往事，刘拓感到非
常幸运，他说当时网上查不到杨珣碑的照片，
2013 年年初等他再去拍的时候，当地正在修建碑
亭，后来外面又修建了院墙，现在已经很难再拍到
它的原貌。

“像应县木塔、香山碧云寺清代塔等都已不让
人攀登了，所以现在但凡能上楼，我就倾向于先上
一下，或者能下墓葬我就先下去一趟。”刘拓说。

正因为此，遇到紧迫情况，刘拓不得不抢时
间。2012 年，他在网上看到长江上游要修一个水
电站，而淹没区的古建筑看上去挺不错，于是他急
匆匆地赶了过去。刘拓打开一个县城老街道的照
片感慨地说，当地一处省保单位有两个非常好的
重檐歇山顶大殿，都是明代建筑，里面还有悬塑，
可惜也被拆除。他庆幸自己去得早，因为很多文物
在他拍过后就消失了。

近年来，刘拓共走访了约 600 个县，拍了近
350 个县的街区。回来后，他会按照省、市、县、街

区将资料整理归类。“遇上好的街区，我就一家一
家去拍，所以积累的这份资料信息量还是很大
的。”刘拓说。

“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

始状态的机会”

这样的紧迫感也让刘拓瞄准了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但又可能发生很多变化的中东地区。“现
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他说。

2014 年上半年刘拓开启了中东地区之旅，他
以中东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中东国家。他先去了
埃及、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希腊 5 个地中海沿岸
的国家，下半年又去了中国以西的巴基斯坦、阿富
汗、伊朗、土库曼斯坦。参观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
流域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后，2015 年，趁伊拉克
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刘拓又有了探访两河流域
古文明的兴致。于是他就到了伊拉克，之后又去了
沙特、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刘拓拍摄了很多珍贵的影像，
例如阿富汗位置偏僻但十分精美的贾穆宣礼塔、
叙利亚保存完整的大马士革城、也门希巴姆用生
土夯筑的民居、利比亚街巷开在房子里的古达米
斯老城、伊拉克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和泰西封等。

“拿阿富汗世界文化遗产贾穆宣礼塔来说吧，
第一眼看到它时那种视觉冲击毕生难忘。”刘拓介
绍说，这座塔高 68 米，是世界第二高的宣礼塔，不
像一般的伊斯兰建筑，它建在险峻的峡谷中，位置
非常偏僻但砖雕图案精美至极，风景非常独特。

为了看到贾穆宣礼塔，刘拓历尽艰辛，但也收
获了感动。他告诉记者，越是战乱国家，游客越少，
民众越热情。刘拓乘坐只有 30 人的小飞机到达恰
赫恰兰后，刚下飞机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们
的长官会说英语，了解了他出行的目的后，那位长
官叫来十几个士兵，开了两辆皮卡车，车上还架了
两挺机枪陪同他前往贾穆宣礼塔。100 公里的路

程开了五六个小时，一路上颠得他几乎失去了知
觉，飞扬的沙土让他的头发都变了颜色。回程时天
已擦黑，食宿均免费。第二天一大早，士兵开着警
车直接把他从宾馆接到飞机场，刘拓挨个跟他们
拥抱告别，自己在飞机上则哭得跟泪人似的。

一个人在中东访古，害怕孤独在所难免。刘拓
回忆说，在黎巴嫩的一个晚上，他独自走在荒芜的
大街上，只有街边的小卖铺亮着灯，三三两两的黑
影从小卖部前闪过，街的深处传来噼噼啪啪的枪
声，他只能硬着头皮在街上找旅馆。“当时汗毛都
立起来了，真是第一次感到这么恐怖啊。”刘拓说，
特别害怕的时候就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还不知
道哪里枪响。

然而，最常见也最让他感到委屈、绝望的就是
路边的检查，大多数时候他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后
是可以通过的，但也会遇上麻烦。2015 年，他在伊
拉克被政府军误抓关进了监狱，从此刘拓这个普
通的大男孩被公众所熟知。

那是在街头检查点，他们清点了刘拓的东西
后，叫两个军人把他关进了一个很破旧的监狱。监
狱条件很差，每个牢房只有 20 平方米，却关了 40
多人，由于空间有限，晚上只能轮流躺下睡觉。伊
拉克在 7 月的时候每天气温高达 50 多摄氏度，但
每个监狱只有一个很小的空调，他待在监狱的 2
周内就热死了 2 个人。

但里面的人对他很友善，叫他一起吃饭，把凉
快的位置让给他躺着睡觉。每当自己心情低落时，
监狱里最好的朋友奥马尔就会给他讲听不懂的笑
话、做鬼脸。而刘拓也教他们唱昆曲、写汉字。最
后，他从监狱里被释放时，挨个跟狱友们击掌、握
手，哭到不能自已。“伊拉克就是这样的国家，既会
遇到最险恶的怀疑，也会遇到最无私的帮助。”

盼望古迹消失的脚步慢下来

游历了不少中外文明古迹后，刘拓对文化遗
产的保护颇有感触。其中最明显的是，各国对文物
管理方式有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管理较粗放，而有
的国家则非常严格。例如在埃及，有的文物非常珍
贵，但却没有设围栏，游客可以零距离接触，然而
在韩国则只能远远地观看，在日本能让拍照的博
物馆都没有几家，刘拓说，这除了与文物保护有关
外，还可能与版权等有关。

与国外相比，刘拓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对古建
拆迁的步伐，保持文化传承有序。2013 年刘拓第一
次出国是去日本看古建筑，那里文化传承的连续
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保存最好的寺庙，也
只有建筑、塑像和壁画是完整的，但日本古建筑里
的藏书、陈设、供品，甚至挂在帐幔上的小物件都
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在中东国家中，除富有的沙特
阿拉伯拆得比较凶外，其他国家城建普遍速度慢，
更多的是自然更新，虽然这样也面临新旧杂居，看
起来乱七八糟的威胁，但至少机理还在。

“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
用拆，现存的量已经很少了。”刘拓说，不能说只留
下最好的民居、庙宇等就够了，而不知道从底层到
高层是如何梯度变化的，也不知道不同城市之间
的差异性。

此外，刘拓发现，民间信仰有所断层，导致大
量庙宇类的古建筑失修、倒塌，有的门被锁住甚至
连村民也进不去。他建议，可以改变古建筑用途，
恢复其公共场所的功能，将其重新利用起来。对于
级别较低的文物，地方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
策，调动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以解决失修问题。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本来是一条老街，非要
拆了恢复明清盛世，改成仿古建筑。”刘拓说，现在
很多人依然不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还得自
上而下扭转观念，做出几个“古为今用”的样板来。

为留住古迹身影，“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拍照”

与时间赛跑的访古记录者和他的梦想

寻找在“核爆心”拍下这张照片的人
胡洪波

2018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
书———《神兵钩沉》，这本书是典型的兵写兵。参加
1978 年马兰核试验的陆军 207师防化连的官兵，在
40 年后，都已花甲的年岁，把那段经历写了出来。当
年战前动员，首长要求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
在肚子里”，现在终于可以说了。笔者有幸参加了新
书发布会。

本书的主编是开钢，就是从这个连退伍的，后来
在国家机关工作。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他们是陆
军，而我是海军，他们的兵龄也都比我长，为啥我们
成了朋友、战友呢？这都是一张黑白老照片引来的缘
分。

1978 年初，开钢所在的防化连参加核试验，任
务就是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到达爆心，完成取样。任
务艰巨，使命光荣。这张照片，就是在进入爆心前，官
兵们的合影。照片里的人，40 年后，都找到了，但当
时给他们拍这张照片的人，却一直没有找到。开钢是
个重情重义的人，就想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叫张海，
当时都叫他“张参谋”。

我有一个军校女同学，在公安部工作，和开钢曾
共过事，也聊到了找张海参谋的事。在开钢眼里，张
参谋是个很时尚很有现代味的军人，他经常骑着摩
托，佩带手枪，戴着墨镜，穿着大头鞋，挂着一个那时
十分少见的照相机，还经常带战士们打柴，在大漠上
掀起阵阵狼烟。

开钢说完，我这女同学就笑了：“你说的这个张
海，和我军校同学好像啊。”于是，女同学就把这张照
片发给了我，把开钢的微信推荐给了我，我就和这件
事情关联上了。后来开始帮他们找张海。

找一个 40 年前的参谋，是件很难的事，上哪儿
找呢？我认真地看了这张照片，看了开钢写的文章，

被那一代军人的事迹深深感动。感动了，心动了，
就有办法了。因为他们是参加核试验的部队，而我
与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玉将军之子张旅天
熟悉，我就联系张大哥，请他帮忙。很快，张大哥回
话，找到了张海妹妹的电话。这样，通过张海妹妹，
找到了张海的手机号码。

为了把事情办好，确认此张海就是彼张海，我
照着号码打过去，但对方就是不接，两三天，打了
十多次，他都不接。现在骚扰电话多，可能他把我
的电话当成骚扰电话了。急中生智，先给他发短
信。要在短信里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就得挑重要的
说，我想到的关键词是“207师”和“核试验”。于是

给张海发出这样的短信：
张参谋你好，207 师部分参加过核试验的老

战友找您，方便请回电。

几分钟后，对方回复：
你好！我是张海，请问尊姓大名？怀念在戈壁

滩同甘共苦的战斗生活，非常高兴恢复与战友的
联系，常联系，多保重！

还是战友亲啊！能叫他张参谋的人，一定不是
半路朋友。战友，就是从那片蘑菇云下走向心灵的
通行证！就这样，我找到了张海，和他通了电话。

他告诉我，他并不是防化兵，而是军里主管交
通和车辆的参谋，到 207师防化连去，是为做好核

试验取样车辆保障工作。这样，他才和防化连的战
士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给战士们拍了一些照片。

不过，这次《神兵钩沉》新书发布会活动他参
加不了了，因为他们全家定好了，要到成都自驾
游，车子已经通过火车托运到成都了，他们坐火车
过去，刚好订的是 18 日的火车票。

在交谈中得知，穿越核爆心取样工作非常危
险，为了减少核辐射，每个汽车驾驶员只能驾车进
一次爆心。但是后来，驾驶员不够用了，没人开车，
关键时刻，军机关参谋张海，从来没有受过防化训
练的张参谋，自告奋勇，穿起防化服，驾着汽车，穿
越核辐射区，进抵核爆心，然后下车，背起线拐子，
人工测量原子弹弹坑……

我们就是用这种精神搞出了“两弹一星”，我
们就是用这种精神筑起了共和国钢铁长城！

我脑海中的张海，不仅仅是那个“骑着摩托，
佩带手枪，戴着墨镜，穿着大头鞋，挂着一个那时
十分少见的照相机”的风流才子，更是一名大无畏
的军人，一名真正的军人！

后来在我的邀请下，张旅天推迟了外地的活
动，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当开钢主编制作的幻灯片
打出核试验基地张蕴玉司令员和另两位都姓张的
副司令员的照片时，张旅天又说出了一个秘密：书
中写到的这次核试验，他也参加了，在装甲兵大
队。而这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就是张旅天的父亲、
开国将军、我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玉，副
总指挥，就是张海的父亲、时任国防科工委副参谋
长张英。

这就是当年的将军和将门家风，他们都把自
己的儿子，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放到最危险的核
试验第一线去！

张海今年 70 岁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到
张海，但我再一次见到了中国军人的绝代风流！

张丰

一人生活中能够
有所依托，就不会真
正绝望。如果有爱，就
有一个坚固的堡垒，
就不会有“仇恨社会”

的情绪产生。

读初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一点。那
一年，在某市一所大
学食堂做工的叔叔，
失业回到家中。这让
人很难接受，因为爸
爸和叔叔的亲叔叔，
据说是那个大学的领
导。全家一直抱以期
望，希望他能帮叔叔
转正，成为有编制的
校工，再找一个对象，
叔叔的人生就算完美
了。

虽然年幼，我却
是最生气的一个，发
誓要给那位做“校领
导”的爷爷一点教训，
父亲马上批评我狂
妄，但是他也趁机鼓
动说：“努力吧，看你
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对“有权有势”大人物
的仇恨，让我哭了起
来。这似乎是电视剧
中才出现的场景，但
是却真实地发生了。

我对叔叔有很特别的感情，那些年，
他都是我们看外部世界的眼睛，他是唯
一在城市“工作”的。每年寒假回来，都会
带一些城市才能买到的零食，也会带一
些城市的故事。他最后一次从那个城市
回来，带回来一辆自行车，分散包装，自
己再组装起来。后来，我和弟弟就是骑着
这辆永久自行车，去县城读了高中。

叔叔并没有哭，他甚至也没有特别
愤怒。只是很平静地讲述了事实，在学校
食堂做工，要转成正式工希望渺茫，校工
的收入又那么低，还不如和别人一起，外
出到沿海城市打工，趁自己还算年轻，可
以多挣一些钱。他没有任何仇恨的意思，
坦然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年轻的时候，他娶过一个媳妇儿，但
是新娘患有重病，结婚没多久就去世了。

这是祖母心中永远的痛，她一直后悔自
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并阻止这门亲事，
但是在内心中她对新娘子能够治愈何尝
又不抱有希望呢。这夹杂着愤怒和懊悔
的微妙感情，常常让祖母暗自落泪，有时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叔叔自己倒没觉得有多绝望，他一
直比较乐观。但是，“死了媳妇”成为他再
娶的一大障碍，家境普通，个人条件也不
算特别出色，再加上这莫名的厄运，让媒
婆敬而远之。后来，他决定投奔在城里大
学当领导的叔叔，多少也有点换一个环
境的意思。婚事一度出现转机，食堂一位
同事介绍了自己的表妹给他，即便在几
百公里外的老家，我也能从祖母和父亲
闪烁其词的交谈中，捕捉到叔叔正在恋
爱的信息。但是，很可惜，最终还是一场
空。

等我考上大学，路过那个城市，去看
望已经从高校退休的四爷爷(也就是叔
叔的叔叔)，才得知这段爱情另外的细
节。女方还算是不错的人家，也认可叔叔
的踏实，但是对叔叔的不懂浪漫却非常
鄙视，这是别人无论如何也都改变不了
的。我已经比几年前成熟了很多，也理解
了四爷爷的苦衷。他是没有能力帮叔叔
实现“转正”的，退休前，他早已被边缘化
了。事实上，很多老家的乡亲投奔他，到
这所大学的附属医院看病，已经给他造
成了不小的负担。

但是，我也再次愤懑起来，不是对四
爷爷生气。我认识到自己身上有很多和
叔叔相似的地方，在农村长大，不懂城里
人那一套浪漫。要再过很多年，我才从这
种愤怒中缓和下来，开始尝试以另一种
眼光来打量世界，但是这种愤懑的残余
一直难以清除，面对一些不公，会突然喷
出怒火。

叔叔却没有这种怒火。这不是说他
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感到满意，只
不过他心中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和弟弟
考上大学后，他拿出打工存下的一万多
块钱，作为我们的学费。他还有自己的老
母亲需要照顾，他单身一人，反而可以更
方便地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每年过年，他
都焕发出孩子才有的热情，买鞭炮，贴春
联，尽量为祖母营造节日气氛。

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情感共同
体”，除了自己的家人，他对邻居家的事
情也比较上心，慢慢的，他成为了周围世
界的一个纽带，周边人物的一些矛盾，有
时候还要拜托他解决。这种“关系”，本质
上就是他的世界，也是他生活的一个堡
垒，靠着这个，他可以理解自己的处境，
迎接一个又一个明天。

这就是牵挂，一个人对世界有了这
种牵挂，就会真正地“爱这个世界”。我们
都需要去寻找、建设这个共同体，走出自
我的封闭世界，去和自己心中“愤懑的残
余”进行周旋。

有
牵
挂

就
会
﹃
爱
这
个
世
界
﹄

28 岁的刘拓 10 年来参观了约 1200 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150 处世界遗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中东地区。这位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用镜头尽可能多地留住
那些原汁原味的古迹身影

“

原原乡乡

▲杨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片上的杨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
零地矗立在田野里但保存完好。 刘拓摄

▲ 207 师防化连官兵进入爆心前的合影。 张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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