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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老物件
——记我市民间
“老物件收藏人”谢晓锋
本报记者 潘霞

谢晓锋是一个很有艺术才情的
人，他喜欢书法、绘画，尤其酷爱做泥
塑，因为对古代文化艺术十分崇敬，又
致力于推广我市独有的地域特色和文
物名胜，他利用自己的绘画底子，自学
创作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泥塑和陶罐
作品。谢晓锋又是一个非常念旧的
人，他对已经被现今社会淘汰的那些
老物件抱有奇特的感情，每每看到，都
会从骨子里渗出“爱意”来，他渴望把
这些东西尽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
式尽可能多的留存下来。他说，老物
件总是能激起人们曾努力深藏的记
忆，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归属感，能
找到儿时生活的根。这是一种怀旧情
愫，于他，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曾经、
现在和以后，他都会致力于收藏那些
被时代“废弃”的老物件，做一个真实
的“老物件收藏人”。
缘起偶然，
看到老物件就稀罕
几年前，谢晓锋在我市三镇村落
寻找制作泥塑的主要材料时，无意间
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一盘已多年不
用的石磨，他一时好奇，凑上前细细端
详了一番，觉得很喜欢，他就主动和站
在一旁的老乡搭话，听对方讲述家里
石磨的来历，觉得那是个“有背景”的
老物件后，愈发有了兴趣。但无奈，当
时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多，那盘老石磨
也实在太大了些，他没办法带走，虽然
有些“爱不释手”，他还是放弃了。但
从那时起，他突然有了“要不遗余力收
藏被时代遗忘的老物件”的念头，也认
真开始行动起来。老二八自行车、八
十年代的电视机、旧格子皮箱、石碾子
石磨……别人眼中的“破烂”，都成了
他收藏的目标、珍惜的“宝贝”。
“看到老物件就觉得稀罕，就想办
法要收集起来。看到有些老物件因为
主人不懂其价值而遭到损毁，我打心
眼里觉得难过，可惜了。比如，有个大
娘家里有个纺车，都是几代人之前的
东西，大娘觉得没啥用就扔在柴火堆
里，被小孙子几下就砸碎当柴烧了；还
有以前用过的耕犁，也被当柴烧了！

这些东西历史很久远，起码在我看来，
是有一定文化价值的，值得我们去研
究其历史、作用和当地文化。再比如，
文殊镇一个老乡家里有一个‘祖传’的
和面盆，已经传了四代人；有个老人家
里的一盏油灯是清朝时候传下来的
……这些东西，有历史价值，也有观赏
价值，如果能被完好保存，若干年后，
再回来看，意义非凡。”谢晓锋说，有的
老物件不光是“废弃不用”那么简单，
而是有百年以上历史，在他眼中，像是
“文物”，所以，只要有机会、能遇到，他
就会收购、积攒起来。
“得到一件老物件，我的心里常常
会高兴和满足，有好奇、有猜测、有幻
想，这种对旧物的探究情绪，其实很美
妙。社会在发展，老物件越来越稀有，
也就越来越珍贵，我们的老祖宗制造
的那些东西，做工真的相当好，一用就
是上百年、几代人，可见它的质量有多
么过硬，再比照现在的一些假冒伪劣
产品，不得不让我们对老祖宗心生敬
畏！他们真挚、善良、诚实，真的是在
用心做一件东西，做好一件东西！这
种制物态度和处事精神，就值得我们
传承，而那些个老物件就是最好的证
明！”谢晓锋说，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收
藏老物件时，
他会自觉带着敬意。
收藏老物件，也在收藏它们背后
的故事
每一件老物件背后都有一个或温
情、或浪漫、或欢乐、或伤感……的故
事，它背负着一段历史，寓意着一段刻
有深刻时代印记的生活，那些过去岁
月带给人们的变化和最真切感受，在
人们脑海里的记忆永远历久弥新。
“地地道道的老物件，在老辈人心
目中的地位很高很厚重，它是老辈们
曾在老年代里生活过的影子，有他们
最遥远的记忆。若是为着这些老物件
和老辈人攀谈，即使是个原本不善言
谈的人，也会讲出一个很长很长的故
事。”谢晓锋说，他收藏老物件，没有范
围，没有目标，只要自己觉得比较“老
旧”，发自内心喜欢就行，在收藏过程

下月5日起全国铁路实施新运行图
12 月 9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了解到，2019 年 1 月 5 日
0 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
显著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旅客，
如需了解列车开行的具体车次
信息，可关注铁路 12306 网站及
铁路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关
注各大火车站公告。
今年年底，京哈高铁承德至
沈阳段、新民至通辽高铁、哈尔
滨至牡丹江高铁、济南至青岛高
铁、青岛至盐城铁路、杭昌高铁
杭州至黄山段、南平至龙岩铁
路、怀化至衡阳铁路、铜仁至玉
屏铁路、成都至雅安铁路 10 条
新线即将开通运营，
新增高铁营
业里程约 2500 公里，中国高铁
运能将大大提升。
随 着 这 10 条 新 线 投 入 运
营，
部分城市间旅客列车运行时

间进一步压缩。哈尔滨至牡丹
江间全程压缩 3 小时，北京至牡
丹江间全程压缩 8 小时 57 分，牡
丹江至北京间全程压缩 6 小时
57 分，通辽至沈阳间全程压缩 2
小时 21 分，沈阳至承德间全程
压缩 8 小时 23 分，北京南至青岛
间全程压缩 58 分钟。新图实施
后，全国铁路 81 对公益扶贫“慢
火车”
继续开行。
此外，新图实施后，全国铁
路主要货运通道能力得到进一
步扩充。继续实施“六线六区
域”
（六线：
大秦线、张唐线、瓦日
线、侯月线、西合线、兰渝线；六
区域：
山西、陕西、蒙西、新疆、沿
海、沿江）货运增量战略，唐山、
天津、董家口等环渤海湾港口货
运集疏运能力大幅提升。其中，
天津港将安排疏港矿石运行线
50 对。
（摘自《天津日报》
）

中，带给他另一种乐趣的还有那些老
物件背后的故事。
有个老人，
保存着一个完好的旧皮
箱，谢晓锋几次提出收藏，老人都婉拒
了。老人向他娓娓道来不舍的原因：
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她 17 岁，一次，在从
山东到新疆的火车上，
认识了一个小伙
子，
是个当兵的，
年纪很轻，
人长得很帅
气。那时候的火车，慢慢悠悠，两个人
相处了两夜一天，互生爱意。那个年
代，人很单纯又含蓄，不好意思直接表
达。皮箱是那个小伙子的，她说她喜
欢，
对方就马上想办法腾空里面的物品
送给了她，箱子里还留了条灰毛围巾。
她也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送给了小伙
子，作为交换的信物，日后留念。火车
到站后，两人匆匆分别，因受制于当时
的通讯不发达，
没多久他们就失去了联
系。自此，她再没见过那个小伙子，每
次看到皮箱和围巾，
心里总会惦念。
“那
个皮箱我也很喜欢，
但又不想夺老人所
爱，心里特别矛盾。我前后去了好多
次，最后提出买下来，老人却突然就一
文不收爽快地给我了。我答应她，
一定
好好为她保存。
”
谢晓锋说。
还有一次，谢晓锋回老家，在庄子
里串门时看到一户人家有一个老式杵
臼，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后来发现主
人他竟然认识，原本心里还窃喜，只要
是认识的人就好说话，讨价还价时也
容易些，说不定人家觉得是早已经没
啥用的东西，就直接送给他了。却没
成想，年轻主人去问他家老太太，老太
太说什么都不卖，因为那是她老伴身
前最常用、最喜欢的物件，虽然老伴去
世多年，但老伴身前的一些东西，她都
要留着，说是等她走的时候再一并带
走。当时跟那老人家聊天，她给谢晓
锋说了好多她跟老伴年轻时候过日子
的趣事，让他特别感动。
“老辈人淳朴，
感情最是真挚，没有现在年轻人这么
多的花花肠子，不会浪漫、不会说甜言
蜜语，但就是在朴素、憨实的日子里，
处成了亲人，她抱紧那些老物件，就是
放不下心里最爱的人。我又怎好剥

夺？”
谢晓锋感慨。
老物件是“符号”，是一个时代的
见证
在过去的年代，虽然生活不富足，
商品种类不丰富，但每一样东西都在
切实发挥着它自己的作用，有着它独
有的价值，真正是物有所值。那时候
的人们，使用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总是
倍加珍惜，有着如同家人般的感情，内
心总会涌起满满当当的幸福感。而老
物件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变
迁，让人们从这些大多已经被淘汰的
物件里，看到了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并从心里由衷地感慨因科技进步、经
济发达而享受到的各种生活便利。
“老物件在城市里基本没有了。
我都是去农村找，尤其是发展快的、条
件好的、离城市近的村子，地种得少
了，
‘机械化’普及了，淘汰掉的以前干
农活的老物件就格外多。庄户人朴
实、勤俭，好多就算是盖了新房，家里
家具从里到外全部换新，以前用过的
一些东西却宁可放在仓房长期落灰都
不会丢掉，逛着没准就有发现。比如
轱辘碾子、磨盘、木犁铧……那真是当
年农人们艰苦岁月的见证，他们靠天
吃饭、一年到头侍弄庄稼，收成却未必
如意，这些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念想，
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吃苦的日
子。”谢晓锋说，在一些年事颇高的老
人家中，总会有一两件老物件。有的
老人听过他的来意，会主动给他，有的
也会提出买卖。
谢晓锋说，
诸如
“升子”
一样的老物
件，
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比他的年岁都
要大。他愿意出
“高价钱”
买来收藏它，
就是觉得，
它曾代表了一个只属于在田
间地头、靠天吃饭的农人们的时代，看
到它，
他就从心底里感激一代伟人给我
们创造的新生活！他觉得，
老物件是一
个年代的
“符号”
，
随便哪一个都可以放
进博物馆，
在展台上供人赏鉴而缅怀逝
去的时代。若干年以后，
现在他所留存
的这些老物件，
或许会因为其特殊意义
而真的变成
“文物”
。

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达到 35.9 岁
日前，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
济 研 究 中 心 发 布 的《中 国 人 力 资 本 报 告
2018》显示，截至 2016 年，中国劳动力人口
（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已达到 35.9 岁，从地
区来看，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
省份是黑龙江、辽宁、重庆、吉林、内蒙古。
这份报告援引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人力资本的最新定义，解释称“人
力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
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
报告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
长迅速。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效
率的提高以及地区差异的缩小具有重要的作
用。报告分析了 1985 年至 2016 年的相关数
据，该研究显示，30 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
增长 9.36 倍，2016 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
年 价 值 计 算 为 1675 万 亿 元 ，其 中 ，城 镇 为
1404 万亿元，农村为 271 万亿元，分别占人力
资本总值的 84%和 16%。
从地域来看，2016 年，人力资本总量前
五位的省份为山东、河南、广东、江苏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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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人力资本前五位则是北京、上海、天津、
浙江和江苏。
报告还披露，1985-2016 年间，中国全国
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 31.9 岁
上升到了 35.9 岁。城镇劳动力人口（包括学
生）的平均年龄从 32.3 岁上升到了 35.2 岁，乡
村从 31.7 岁上升到了 36.9 岁。2016 年，劳动
力人口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
江、辽宁、重庆、吉林、内蒙古。
对影响人力资本的一些要素进行分项研
究，报告显示，1985-2016 年间，全国劳动力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 6.1 年上升到了
10.0 年。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从 7.8 年上升到了 11.2 年。乡村从 5.6 年上升
到了 8.5 年。
1985-2016 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
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 11.97%上
升到了 34.08%，城镇从 26%上升到了 50%，乡
村从 7%上升到了 13%。2016 年，平均教育程
度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
苏、辽宁。
（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