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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中國春節，當

家家戶戶忙着準備年

貨時，廣西柳州市九

旬印尼歸僑楊騰祥卻

在家裡的工作台前，

專心製作木質飛機模

型，他希望在春節期

間將所有「中國造」

飛機模型趕製完畢。

近日，記者走進楊騰祥的家庭「工作
室」，一架架精緻的飛機模型被放

置在玻璃櫃中，模型前標注着飛機機型名
稱。楊騰祥一邊戴上老花眼鏡看圖紙，一
邊在工作台上切割、打磨廢料。隨後，一
塊塊木塊變成機身、一個個易拉罐變成輪
胎、一根根雪糕棍變成螺旋槳。

落選空軍 熱愛卻未止步
年事已高的楊騰祥，說起飛機兩眼放
光。楊騰祥介紹，他出生在一個印尼華
僑家庭。1951年，他看到中國招募空軍
後決定回中國報考，但由於種種原因未
能如願。雖與夢想失之交臂，但他對航
空的熱愛卻未止步。長期以來，楊騰祥
通過報紙、雜誌關注飛機動態，將各國
各類飛機型號、特點了然於心。
1990年，楊騰祥退休後全身心投入製
作飛機模型。剛做飛機模型時，楊騰祥
遇到不少困難，最讓他發愁的是如何找
全各種飛機的三面圖。後來，楊騰祥寫
信給中國航空博物館求教，並獲得《中
國名機珍藏》《世界軍用飛機百科大圖

鑒》等資料。
如獲至寶的楊騰祥照着書上圖紙，按照

1：100的比例放大繪製圖紙，再據此製作
飛機模型。在老伴齊小玲眼裡，他把模型
當成真飛機來製作，毫不馬虎。為了支持
楊騰祥的愛好，齊小玲隔三差五便到街上
撿廢品，給楊騰祥找模型原料。

「中國造」增多 捐贈博館收藏
30年來，楊騰祥共製作從一戰時期至
今世界各國的戰鬥機、轟炸機、民航機
等共600多架。「我剛開始製作飛機模型
時，多數以美國、蘇聯飛機為主，當時
盼望可以製作更多的中國飛機模型。」
隨着中國航空事業的飛速發展，楊騰祥
的模型中出現越來越多中國飛機身影。
「從中國製造第一代戰鬥機殲-5到新生代
戰鬥機殲-20、再到中國大飛機，每一架
飛機背後都有一段故事。」楊騰祥說。
雖然楊騰祥視飛機模型為珍寶，但他卻
先後將400多架飛機模型捐贈中國航空博
物館收藏，近200架飛機無償提供給柳州
市五星社區星空坊展出。楊騰祥表示，

「希望有更多年輕人能看到模型、掌握
航空知識，熱愛祖國的航空事業。」
最近，楊騰祥打算專門製作一組「中國
造」飛機模型。目前，已累計完成近50
架。楊騰祥說：「還差幾架新面世的飛機
未製作，爭取在春節期間做完，早日展
出，讓更多人了解中國飛機產品。」

「膠帶，快把
膠帶給我！」北京
郵電大學的學生小
楊在搭乘火車回家
時，因熱心幫助一
名乘客搬運大件行
李，引起脖子下方
的傷口崩裂流血。
列車長張軍發現情
況後，通過列車廣
播，和車上三名在
校學醫的大學生對
他進行了緊急救
助，這暖心的一幕
發生在1月12日由
北京開往山西運城
的K603次列車上。

大學生幫人搬大行李舊傷口破裂
受傷的小楊是北京郵電大學的學生，家住四川成都，由

於沒有買到從北京回成都的車票，他準備乘坐K603次列
車到太原轉車。「我幫一名旅客搬運大件行李，行李比較
重，我脖子上的傷口裂開了。」小楊說，事情發生在晚上
七點多，當時血順着傷口嘩嘩地冒出來，很快他身上的兩
件衣服都被血浸透了。由於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小楊自
己也嚇住了。
看到小楊脖子下方呼呼地往外冒血，列車長張軍立即啟

動列車120急救系統和三人應急小組，同時通過列車廣
播，呼叫是否有醫生可以為小楊提供醫療救助。同時，列
車值班員迅速把裝有紗布、止血藥、碘酒等物品的小藥箱
和應急包拿了過來，張軍先用紗布按住小楊的傷口。聽到
列車廣播後，三名學習臨床醫學的學生先後趕到了小楊所
在的餐車車廂參與治療。

三醫科生急施援手止血
參與救治的小郭說，她是杭州師範大學臨床醫學大三的學

生。「我是一名學生，本想着過去搭個下手幫幫忙，不料過去
之後，另外兩名參與治療的乘客也是學生。」小郭說，另外兩
名女生是學護理專業的，由於車上沒有醫生，她們仨很快確定
了主次分工，小郭用碘伏消毒，進而棉籤清理傷口，另外兩名
學生則用敷料和繃帶裹住小楊頸部的傷口幫他止血。
小郭說，當時小楊出血的情況也嚇了她一跳，脖子上的
血滲到內衣上，鮮紅的一大片。來不及讓小楊脫衣服，小
郭和另外兩名學生趕緊將小楊的衣服剪開，對小楊出血的
傷口進行按壓止血。待情況稍有好轉之後，三個人對小楊
的傷口進行了消毒包紮處理。
雖然出血止住了，但由於先前出血量較大，小郭建議
小楊最好就近下車治療。於是，列車長張軍趕緊聯繫即
將停靠的淶源站，在說明情況後，由淶源站的工作人員
安排小楊到當地醫院就診，做進一步治療。同時，張軍
還留下了小楊的聯繫方式以便進一步了解情況，並提供
相應的幫助。

晚上10點，列車長張軍得知小楊已經成功就
醫，傷口已無大礙，他懸了半天的心終於踏實
了。為了不耽誤小楊回家過春節，張軍和同
事們還幫助小楊重新規劃路線。目前，
小楊已經順利回到成都的家中，傷口
也無大礙了。小楊說，遺憾的是，
匆忙中他沒有留下小郭和其他
兩名熱心同學的電話，也希
望通過媒體對在K603次
列車每一個幫助他的
人表達深深的感
謝。

■北京日
報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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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非遺粵非遺
「「文化年貨文化年貨」」進萬家進萬家

2020 年春節、
元宵節期間，廣東各

地將組織 722 項 、近
2,000場次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宣傳展示活動，為民眾帶來
豐盛的「文化年貨」。
春節、元宵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

也是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
目。廣東「非遺過大年文化進萬家」系列文

化活動將組織非遺小分隊下基層，以本地傳統
表演藝術類國家級、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為依
託，動員劇院、劇團等項目保護單位，組織非
遺小分隊赴鎮村、街道、社區、學校、景
區等開展非遺活動。

是次展示兼顧不同地域特色和少
數民族習俗，開展迎春花市、擲
彩門等民俗活動，輪番上演廣
東醒獅、鰲魚舞、麒麟舞
等傳統舞蹈，以充分挖
掘和闡釋傳統節日
文化內涵。

為了提高
非遺保護

成果可見度，廣東
以「全省非遺節目遴
選+視頻節目拍攝+製作一
台非遺晚會播出+融媒體宣
傳」的方式，全方位拓寬非遺優
秀節目傳播渠道，吸引更多民眾尤
其是年輕人的參與。其中，非遺晚會
計劃於2020年元宵節在東莞茶山鎮舉行。
據悉，「千年古道手牽手廣府．溯源匯珠

璣」韶關南雄專場演出、「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城隍祈福文化展示、廣府影像「南國紅豆」粵劇
專場等將亮相2020廣府廟會，深圳羅湖區元
宵期間組織「多彩非遺鬧元宵」系列活
動，包括捏麵人、糖畫、風車、燈籠、
中國結、剪紙等非遺項目展示，非遺
傳承人現場製作，讓市民近距離
體驗、感受非遺
項目的傳統魅
力，曾經的兩廣
總督府所在地的
肇慶市也將舉辦
獅王爭霸賽。
■中新社

遼寧發現高句麗遺蹟逾300處

近年來，隨着中國「年」文化遠漂海外，越來越
多的外國人加入到慶祝中國年的喜慶氛圍中。在遼
寧瀋陽，瀋陽加拿大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外籍教師
們早早便開啟了中國年「時間」。在日前該校一場
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新春晚會上，不同膚色、不同
國籍的外籍教師們隨着《開門紅》的旋律舞動起彩
色的扇子、手絹，熱情演繹出東北秧歌的「國際範
兒」。他們用獨特的舞姿表達了在鼠年之初開門見
喜、開門見好運的祝福。

圖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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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日發佈消息稱，遼寧
省高句麗遺蹟考古工作（2018年至2019年）結
束。截至目前，遼寧共發現高句麗遺蹟300餘
處。其中，山城70餘座，墓葬200餘處，其他相
關遺蹟60餘處。
遼寧省高句麗遺蹟考古工作大致始於20世紀

30年代，至今已有80多年的歷史。2017年底，
遼寧省開始對遼寧省境內的高句麗、渤海時期遺
蹟展開調查。
此次調查歷時2年，調查共涉及城址31座、墓

葬218處、遺址和關隘21處，確認了邊牛山城、
五女山城、高儉地山城、城牆砬子山城、瓦房溝
山城、下古城子城址、黑溝山城、高爾山山城、
塔山山城等高句麗城址；確認雅河流域墓群、望
江樓墓群、上古城子墓群等高句麗時期墓葬，大

井遺址、大恩堡石柱子、北溝關隘、撫順勞動公
園址等高句麗遺址。另外發現渤海時期遺址1
處。

所有城址作測繪繪圖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李新全說，此次

調查在確認了瀋陽、撫順、本溪三地高句麗、渤
海遺蹟數量的基礎上，對遺蹟的現存情況進行了
全面和詳實的記錄，並對所有城址進行了航模測
繪和平面圖繪製。
李新全表示，經調查和專家現場確認，此次考

古工作將高句麗山城與易混淆的遼金城址、明代
幛城、建州女真城寨等城址區分開來，這為今後
的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奠定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調查在下堡山城外發現採

石場 1
處，這是
遼寧省內首次
發現明確的高句
麗城外採石場，並
發現了石料開採加工遺
蹟以及楔形石廢料和半成
品多處。這為研究高句麗時期
的採石工藝和技術水平提供了寶
貴材料。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面稱，此次

在調查中利用了一些新的設備和技術手
段，注重多學科合作和研究，提高了調查效
率，準確定位了重要遺蹟的地理位置，這對後期
遺蹟分佈圖的繪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中新社

■ 楊騰祥的家庭「工作室」中，一架架精
緻的飛機模型被放置在玻璃櫃中。中新社

■ 三名學習臨床醫學的學生先
後趕到了小楊所在的餐車車廂參
與治療。 網上圖片

■廣東各地將組織722項、近2,000場次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宣傳展示活動。網上圖片

心懷心懷航天夢航天夢
巧手巧手製模型製模型

■■楊騰祥純手工製作的中楊騰祥純手工製作的中
國飛機模型國飛機模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老外」舞出中國年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