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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长 廊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4

2013年10月14日，嘉峪关防雷工程施工过程中，
甘肃民安现代防雷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陈勇伟先
生在东闸门西面北侧坡上开挖防雷接地坑时发现一
刻有文字的牛肩胛骨。防雷接地坑内北侧似一堵残
墙，南侧土质疏松，牛肩胛骨出现于疏松土质中，距坡
表面1.5米。

牛肩胛骨整体保存较好，通长 32cm，关节盂长
5.5cm，背缘长17cm。内侧面墨写西亚文字，共五行，
第一行字距背缘较近，因背缘部分朽毁，仅能看到一
个字母和少量墨痕，第二行字模糊不清，存有断续墨
痕，后三行字与前两行字有一定间距，疑为一个整体，
字迹较为清晰。

牛肩胛骨出土后，10 月 15 日下午，嘉峪关文物
景区管委会邓勇兴书记通知我查看文物，牛肩胛
骨放在文保部，我与嘉峪关市文物局局长武军斌
及邓勇兴书记一同前往查看，在查看之后，武军斌
局长当时就决定由我承担牛肩胛骨文字释读任
务。受领导委托，10 月 17 日，我与敦煌研究院杨
富学先生取得联系，请求他帮助辨识文字，并通过
网络把照片传给杨先生，杨先生初步认定是阿拉
伯文字，希望见见实物，刚好他要去张掖开会，约
定张掖见面。10 月 18 日晚上，我与邓勇兴书记一
同到达张掖，在张掖电力宾馆见到杨先生，他看了
实物后认为可能是察合台文，也就是老维文，但又
不确定，希望我们回去后拍出更加清晰的照片传
给他，他找文字专家辨识。我想到公安部门，那里

的相机应该可以，遂于 10 月 21 日下午用红外相机
拍出了清晰的照片，并于当天发给杨先生。10 月
23 日开始研究肩胛骨，丈量尺寸。12 月初，杨先生
回复，专家认定可能是波斯文，但由于专业所限，
并不能释读。

2014年4月4日，突然想到牛肩胛骨波斯文释读
一事，网上查找开波斯语专业的高校，只有北大、北
外、上外、中国传媒四所高校，但都没有联系方式，又
想到是不是可以咨询伊朗驻中国大使馆，网上找到联
系电话，打了无数次，仅一次接通，接电话的是使馆雇
佣的中方工作人员，她们说这里是使馆经济处，工作
人员学的都是英语，让联系使馆文化处，但之前已联
系过，电话打不进去，她们说帮助找找以前搞活动邀
请的波斯语专家名单，随后电话断了。我又多方了解
到目前国内唯一在伊朗获得博士学位的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西亚语系波斯语专家王一丹教授，她在波斯
文研究方面有诸多建树，即刻给王教授发电子邮件请
求帮助，并把照片传给她。4月5日中午，就收到王一
丹教授的回信，王教授认为，照片上的文字应该是阿
拉伯文字，但因有些字母不太清楚，一时无法确定是
否为波斯语（波斯语也使用阿拉伯字母）。她希望将
照片转发给她的一个伊朗朋友、德黑兰大学历史系的
乌苏吉教授，乌苏吉教授是辨识碑铭文字的专家，应
该能够帮忙判断图片上文字的性质和内容。我完全
同意她的想法。4月6日零时，收到王教授的回信，她
将照片转发给了乌苏吉教授，乌苏吉教授很快就回信

作了解答。他的信是波斯语，提出4点看法，翻译为
汉语，如下：

1 图片上的文字为阿拉伯文。
2 内容似为一种祷告文（Du‘a）或护符（talisman）,

写于骨头上的做法在蒙古时期较流行。
3 所写的字或词没有特别含义，古代阿拉伯、波

斯常有这种书写重复的阿拉伯字词作为祷文的做法。
4 综上所述，图片上的字词含义不明。波斯也通

行这种祷文。
乌苏吉教授研究丝绸之路中伊交流史，特别是蒙

元时期的海上交通，所以对蒙古时期比较关注。我对
她们的高效率表示由衷的敬佩，至此，肩胛骨文字的
辨识才有一些眉目。

2014 年 12 月 6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到
嘉峪关举行研究生产学研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仪
式后交流提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位阿拉伯语
专业的研究生孙珊同学，休息时与她进行了交流，并
提出了帮助释读牛肩胛骨阿拉伯文的请求，她愉快
地接受了，并表示非常感兴趣。当天，我就把照片发
给她。8日，她很快给了回复，她和老师仔细看后，认
为确实是阿语，能辨别出一些字母，由于时间久远，
阿语单词和书写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其中的意思
还得好好研究。

从杨富学先生、王一丹教授到乌苏吉教授、孙珊
同学，他们的工作为肩胛骨文字的释读和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嘉峪关关城出土牛肩胛骨文字释读记
张晓东●●●●●●●●●●●●●●●●●●●●●●●●●●●●●●●● 去年，在外地上班一年多的女儿要回家过年。我一时兴起，和面、擀面、

翻花、烫油、煎炸忙碌了整整一天，做了一盆油果子。但是一个年节过去了，
那些充满期待的油果子还是静静地呆在盆子里，女儿和全家人都没有吃几
个。心中不禁暗暗感叹：现在人们吃得真是丰富又美好。寻常人家春节以肉
食、荤菜为主，间隔搭配中更喜欢能就着一碗清粥，吃上带着面香的、暄软的
馒头或者花卷，再添那么一小碟榨菜丝。

油果子是宁夏、甘肃、新疆一带的一道传统面点小吃，如油饼、麻花、馓
子、江米条，蝴蝶、菊花、猫耳朵状等面花，春节炸油果是这些地方一道少不
了的传统习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炸油果是年节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时吃食简单，过年只有猪肉，还要凭票供应，年前人们见面时常会打趣说

“不炸油果子，怎么过年”。炸好的油果子自己吃也用来待客，是年节中的快
乐和幸福。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厨房放着两口大缸，高过父亲的腰，一个粗些，一个
细些。在没有通自来水之前，是用来存放生活水的，夏天放学，一回家书包还
没有取下，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水瓢，咕嘟、咕嘟喝上几大口。后来通了自来
水，缸闲置了，年节前，母亲就会把缸擦干洗净，缸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盛放
油果子，大的装油饼和麻花，小的装各种翻花，满满两大缸，饱满、踏实、美好、
甜香，我们放学后的第一件事也变成了翻开缸盖取油果子狼吞虎咽，将年的
喜悦和喜庆一直持续到来年四、五月份缸见底。

那些年，油果子是小年前后，父母下班了，晚上熬夜炸出来的。炸油果
子的那一天，晚饭吃过后全家就进入紧张的“临战”状态。母亲围着围裙，第
一个行动是在厨房里开始和面、揉面。父亲收拾炉火，在炉子里架好最耐烧
的煤块，将火候侍弄到最大，并支好油锅，倒进一年之中最好、最香的菜籽
油，再围上围裙，左手夹着烟卷，右手夹着一双筷子，等待在油锅前。我们几
个孩子在餐桌上摆放好案板，大哥早已分工明确，我擀面、切面，妹妹翻花，
他来回运送。

母亲和面时根据不同的翻花，在面粉里揉进鸡蛋、奶粉、蜂蜜、胡麻油、香
豆面、白砂糖；我和妹妹比试着翻弄各种漂亮的面花；父亲在烫油中将油果子
炸得酥黄；大哥是我们的总指挥和批评家，往往他的嘴唇会油光闪闪，不知是
因为说话太多还是比我们尝了太多的还带着热气的油果子。最后，实在支撑
不住的我们被父母催促着睡觉了，剩余的油果子在我们香甜的梦中由他们继
续做完。年节前，冬天冷，屋里没有暖气，炸出的油果子一会就凉了，可以放
入缸中，可是父母还要坚持着把当天揉好的面炸完。这样有时天已蒙蒙亮，
鸡都叫了。装满那两大缸油果子一般要“战斗”两三个晚上。

那时，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都要走街串巷、请客拜年。一进门，主人都会
挑选最好看、最香甜的一盘油果子端上来，问候中一起品尝年的滋味。

年节一过，油果子不再那么耀眼，就成了我们美好的早餐和零食。学校
里，同学们都带着油果子，我们就品尝着各家的油果子。上大学后，寒假回
来也要带上油果子给南方的校友们尝尝。上班了，年节前后，油果子会传递
在同事们忙碌的手中。油果子仿佛是年的信使，将温暖和喜悦传递到各个
角落。

上初中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放学后，经常一起到小芳家写作业，
她的妈妈总会给我们端来一盘油果子，她家的油果子是用花椒熬水和面，放
香豆粉、清油、些许盐沫，不加糖，吃起来别有味道，往往吃掉一盘又是一盘。
那时隔三差五就去小芳家，也不知吃了她们家多少油果子。这两年我们几个
再聚在一起，最怀念的还是那一股香气，缠绕在心间多少年后越发醇香了。

春节将到，不要嫌麻烦，动动手，少少地做上那么一盆，让我们暖暖地慰
藉一下过去岁月里的烟火人生。

油 果 子
柳叶儿●●●●●●●●●●●●●●●●●●●●●●●●●●●●●●●●

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0中国书店大会上获
悉，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全民阅读活动持续推动下，我
国书店数量不断增加，2019年全国书店总量超过7万
家，书店最多的5个城市分别为成都、南京、沈阳、西
安、重庆。

2020中国书店大会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
百道网承办，主题为“书店重做与高质量发展”。大会
发布了《2019-2020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和《2019
中国实体书店图书报告》。

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新开书店数量超过 4000
家，关闭的书店有500多家。目前我国5000平米以上
的大书城有135座，其中1万平米以上书城35座。盘
点2019年书店建设与发展情况，有三个突出特点：一
是受政策拉动影响，校园书店特别是高校书店成为建
设重点，乡村书店和社区书店蓬勃发展，为城乡读者
提供了更多阅读空间；二是实体书店传统卖场升级改
造的力度不断加大，湖北、安徽、云南、江苏、浙江、四
川、湖南、新疆等省区国有新华书店都投入大量资金，

实现了书店环境改造和功能提升；三是大书城建设仍
在持续，一些大型书城相继落成投入使用，成为新的
城市文化地标。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示，近年来
我国实体书店发展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 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的最美书店不断亮相，校园书店、
社区书店和乡村书店异军突起，品牌书店彰显强大的
生命力和影响力。同时，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应
用，开启了知识服务新模式，书店业态多元多媒，供应
链协同共享，智能化管理与服务加速，书店转型升级
成效显著。

“书店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书店同质化现象比
较严重，全行业的销售收入虽有增长，但利润却在下
降。”艾立民也指出，中国书店业需要进行“重做”推进
高质量发展。

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认
为，“重做”不仅是形式上使书店面貌一新，而是要在
书店的整体功能、经营方式和业态整合上更加适应当

前新零售和新消费带来的变化，强调书店特色，走创
新发展之路。他从价值、模式、供应链、选品、产品、电
商、场景、数据、活动、设计十个维度提出“书店重做”
的具体路径。

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可说，书店不仅
仅是书店，而是一个接口，连接着文化空间、社会空
间、精神空间等，“书店重做”应坚持书店核心价值，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近年来，阅读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多元业
务已成为实体书店传统图书零售业务之外的探索，如
叠加文创产品、艺术品等新的销售品类，叠加餐饮、培
训、活动乃至住宿等服务，但现有模式难以带来规模
增量。业内人士认为，书店重做后的新价值是成为消
费者的“学习场”——通过各种书与非书的内容，阅读
与非阅读的形式，服务于读者的终身学习。

（新华社北京1月
10日电）

新华社杭州1月12日电（记者冯源）一直以来，书店都是人们购书或
阅读的好去处。现在，对于浙江省杭州市和舟山市的读者而言，“借新书”
成了他们走进书店的新选项。日前，记者从浙江图书馆获悉，两地读者可
以凭借自己的芝麻信用分，在当地的首批 5 家定点书店借书，到期后归还
当地公共图书馆即可。这项服务还有望向浙江其他市县特别是阅读资源
相对匮乏的区域推广。

这项新服务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平台“信阅”在本月 11 日推
出。目前，在杭州市解放路新华书店、杭州市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单
向空间杭州旗舰店和舟山市新华书店、舟山市岱山县新华书店，读者每月可
以凭借不低于550的芝麻信用分，根据借阅范围，借走5册新书。借阅期为
30天，30天内可再续借30天。期满后，读者可将书归还到浙江图书馆、杭州
图书馆或舟山市各公共图书馆，读者如不在当地，还可以将书快递归还给浙
江图书馆。

“信阅”平台是浙江图书馆联合浙江各地公共图书馆于2018年4月共同
推出的，旨在建设“阅读＋信用”共同体。在“信阅”平台上，浙江全省读者就
可以免押金免信用证，凭不低于550日芝麻信用分，借阅新书。新书由图书销
售商快递给读者，在借阅到期后，既可就近归还到当地公共图书馆，也可通过
快递归还到浙图。此后，浙江图书馆的馆藏书资源也以同样的方式，通过“信
阅”平台供读者借阅。

到目前为止，“信阅”平台的成员已经从29家增加到93家，覆盖了全省
90%以上的图书馆，已经向读者借出了18.53万册次的新书，满足了读者们的
个性化阅读需求。记者还从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获悉，此次“信阅”平台实现
馆店的线下融合后，他们可供读者免费借阅的图书就接近20万种，其中包括
从印刷出厂到上架销售不足一周的新书。相应门店还开辟了荐书专区，为读
者提供细分的新书推荐服务。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余俊杰）由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等主办的“光影中国”电影荣誉盛典11日
在京举行，会上发布的《2019 年度电影市场报告》显
示，90后已成为我国观影主力，贡献全年一半以上票
房；观影市场持续下沉，三四线城市成为电影市场新
增长点。

根据报告，201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642.66亿元，
同比增长 5.4%，其中国产电影持续发力，票房达
411.75亿元，市场占比64.07%。

报告统计显示，90后已成为观影主力人群，贡献
了全年55%的票房收入；出生于2000年以后的观影受
众规模也在快速增长，贡献了全年票房的7%。

报告还指出，2019 年电影市场“头部效应”持续
增强，电影票销售前 15 名的影片票房之和占全部影
片总票房的五成以上；三四线城市票房增长迅速，达
222亿元。

据介绍，社交平台直播带票、口碑营销转化度高，
也是2019年我国电影市场一大亮点，《流浪地球》《哪

吒之魔童降世》等多部优秀国产片凭借良好口碑积聚
的人气激发长尾效应，使各大院线纷纷延长档期，推
高票房收入。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饶曙光表示，要继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引领电影文艺评论和文艺评价，把市场表现、观众
口碑和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推出更加精良的影视作品
来满足广大观众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中国电影可持续
繁荣发展。

浙江：“信用阅读”推新服务
走进书店借新书

1月9日，游客在2020年陕州地坑院新年灯会展区欣赏花灯（鱼眼镜头拍摄）。
1月9日晚，2020年陕州地坑院新年灯会正式亮灯。灯会共布设彩灯118

组，将传统彩灯与现代光源相结合，突出陕州地坑院民俗文化和鼠年生肖元素，
呈现一场光影视觉盛宴。

陕州地坑院是豫西山区一种“平地挖坑，四壁凿窑”的独特民居形式，被称为
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南陕州地坑院新年灯会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中，主题各异的冰雕作品引人入胜（1 月
9 日摄）。

近日，第36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吸引国
内外的游客前来观冰赏冰。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中，晚霞给工艺精湛的
冰雕作品“披”上鎏金“外套”，晶莹剔透的冰雕仿佛被落日点冰成“金”。

（本组照片由新华社发）

点冰成“金”

电影报告：90后成观影主力 三四线城市票房增长迅速

我国书店总量超7万家 从“多元化”走向“学习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