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造访，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博物
馆总馆长凯文·福斯特为宁波带来了一
份大礼——250张由英国海军中校大卫·
沃特斯 (David Walters）拍摄的中国传
统船只和造船工艺的照片。开幕仪式上，
凯文馆长与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馆长
黄浙苏，一同为《丝路帆影·源自英国皇
家格林威治的影像图片首展》拉开了帷
幕。

不列颠馆长的
宁波之行

此次是凯文馆长第二次造访宁波，
虽然停留的时间很短，但宁波独特的建
筑风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今
天早上去了保国寺，并参观了宁波博物
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令我大开
眼界。”凯文用手比划着，兴奋地说道。

一走进庆安会馆，这位来自大不列
颠的馆长就对这充满历史沉淀的古建
筑发出了赞叹。“这座建筑该有几百年
的历史了吧，比我带来的照片还要‘年
老’得多。”凯文馆长望着雕满花纹的柱
子和错落有致的屋檐说道。

随着讲解员的步伐，凯文馆长与大
家一同走进了展馆内。走廊曲折狭长，
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生动地模拟出了
船舱内的真实场景。看着两边墙上饱含

岁月痕迹的黑白照片，大伙仿佛回到了
那个颠沛流离的旧航海时代。

“这几张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宁波的
港口。”凯文指着墙上三幅船只的黑白

“肖像”，转身向大家介绍道。虽无过多
的细节特写，但照片中身长腹阔、头锐
尾高的船只令很多现场的 “行家”识
出了它们的“真面目”。“这是疍船，为当
时宁波港的特定船型。”

一张张记录着中国港口历史的珍
贵影像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观众，也深
深地打动了凯文馆长，“沃特斯中校在
拍摄这些照片时通常只记录了拍摄地
点，很少留下其他的文字描述，我本次
来访主要是为了来到照片拍摄的源头，
找寻背后的故事。”

两地馆长牵线
将展览带到甬城

令现场众多人好奇的是，为何这场
重大的展览首展选在了宁波？原来，早
在一年前，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的团队
就同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博物馆商议了

展览事项，在沃特斯中校拍摄的
700 多张照片中精选了 250 张，首展
选择了历史悠久的宁波庆安会馆。

据黄浙苏馆长介绍，宁波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同时也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之一。而庆安会
馆则是中国大运河的文化遗产点，又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产点。

“庆安会馆本身展示的就是海事方
面的内容，馆里面的陈列主要是中国宁
波船史展，反映的就是近代的船和造船

技术、港口的风貌，与展示的照片内容
和主题相吻合。”黄浙苏说。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资讯变
得触手可及，博物馆作为一种传统的载
体，是否还能起到有效的信息传播作用
呢？答案是肯定的。“当你身处博物馆，
那些罗列的实物就摆在你的眼前，你会
主动去接受信息，了解背后的故事。”凯
文馆长说道，“这与网上的二维图片给
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在凯文馆长看来，中英两国的航海
文化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此次展览具有
重大的意义。“我们祖先的越洋远行将每
个国家的文化相连，此次展览也将作为纽
带，推动中英两国的友好合作延续下
去。”

最 后 ，他 还 表 示 ，有 很 多 专 家 和
学 者 来 到 现 场 参 观 了 这 场 盛 大 的 照
片展。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宁波树立了
很好的榜样，也将推动中国其他博物
馆跟英国的博物馆开展类似的活动。未
来，英国皇家格林威治
博物馆将

与庆安会馆展开更多的合作。

英国人镜头下的
中国航海文化

据了解，此次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展出
的250多张珍贵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全部来自
于英国海军中校大卫·沃特斯先生的收藏，真
实还原了80多年前中国沿海一带船、人与港
口的融合共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发现最多
最完整的反映中国近代航海的影像资料。

沃特斯中校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两次
跟随英国皇家海军来到亚洲，到达中国沿海
一带。其间，他以独到的视角，拍摄了700多张
中国传统船只和造船工艺的照片，捕捉了船
上人家的日常生活。同时，他用绘画和日记的
方式细腻地记录了当时中国海事发展的状
况，并向当地手艺人定做了船只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卫·沃特斯成
为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的高级职员，后来担
任副馆长。他将自己收藏的摄影作品、水彩画、
日记和模型捐赠给了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在此次策展人尤泽峰看来，中国舟船
文化历史悠久，传统造船工艺精湛无比，但

是目前世人对于舟船
的研究，远不及舟船

历史本身丰富多彩。而沃特斯
先生拍摄的这批照片，无疑为造船史等
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

正 是 因 为 沃 特 斯 先 生 的 有 心 记
录，才能让我们看到如此完整、成批
的中国舟船的照片和资料。小
小的船桨轻轻荡开一圈又一圈
的涟漪，将中英友好的巨轮推
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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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来

本报记者 包凌雁 通讯员 余明霞

她是中国仅有的两位航海女轮机长之一，23
年的航海生涯使她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位女轮机
长之一。在第十三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上
周，79 岁的张兴芝来到宁波天一讲堂，作了一场
中国航海日专题讲座——《海的感召：女轮机长的
航海精神》。

“我跟宁波非常有缘，我的第一条航线就是上
海到宁波，一跑好多年。”面对宁波市民，张兴芝
第一句话就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

23年从没动摇

满头银丝，得体套装，淡淡妆容，张兴芝举手
投足之间充满着学者的从容，根本无法把她和船员
联系在一起。

在她之后，极少出现女轮机手，更何况是百里挑
一的轮机长。是什么让她如此执着? “我来自青岛，
从小爱大海，梦想驾船。”她的回答朴实而笃定。

出于对机器的向往，高考时张兴芝考上了大连
海运学院船舶机械制造和维修专业。5年后被分配
到上海海运局，在船上劳动锻炼。

一上船，她就迫不及待地想去轮机部。当时的
主机是两冲程直流扫气柴油机，噪音震
耳欲聋，机舱里温度更是在 40 摄氏度以
上。每次在机舱里工作，满脸满手都是
黑乎乎的机油。

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并没有让她退
缩，一年劳动锻炼期满后，她主动要求
留船，一做就是 23 年。从机匠、三管
轮、二管轮到大管轮，每一个岗位都踏
踏实实做了3到4年。

1982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轮机
长考试，并被任命为首次通过台湾海峡开往广州的
客船“长柳轮”的轮机长。

全国仅有的两位女轮机长之一

张兴芝：
我是海的女儿

英国博物馆馆长：

“漂洋过海”来见你
见习记者 金 鹭

每周来宁波

“我对宁波有特别的感情，因为我的首航就是宁
波—上海。”一说到宁波，张兴芝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直到上世纪初，宁波至上海的客轮是来往两地
的主要交通工具。“那天班次是20点到24点，首航
特别兴奋。下班以后，我跑到尾甲板看夜景，从内
走廊踏上甲板，突然感觉脚下踩到了滑溜溜的东
西，而且顺势爬到了我的脚上，我大声惊呼：船上
怎么会有蛇跑出来。听到呼喊声，大家都跑出来。
一看，原来是黄鳝，虚惊一场。”

当时，张兴芝每周往来宁波好几次。常年与宁
波人打交道，北方人张兴芝也能听懂不少宁波话，
但是也闹过不少笑话，“那时我正在谈恋爱，同事
就给我出主意，说宁波的镦鸡特别鲜嫩，可以买一
只送去男朋友家，婆婆肯定喜欢。同事说，那是被
阉割过的公鸡，肉质特别嫩。”但等船靠岸以后，张
兴芝临时有事，只能留纸条让同事帮忙带一只。“我
就听过他们叫‘镦鸡’，不知道字怎么写，索性就在纸
条上写了‘太监鸡’。”从此以后，每次到宁波，同事们
都会打趣：“要不要买一只太监鸡回去？”

面对风浪生死一瞬间

1969 年，张兴芝在“战斗 67 轮”担任三管
轮。有一次当值，他们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台
风。“巨浪通过船窗涌入机舱，导致船上的主机增
压器滑油泵短路，货船一下子失去了动力。”张兴
芝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还有些后怕。

“货轮随时都有可能沉没。但大家丝毫没有乱，
而是同心协力抢修，连厨师和水手都自发投入抢修。”
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机械操作水平，张兴芝
很快换上备用泵，货船恢复动力，危机解除了。

“谁都没想到，这艘船会在 10年以后沉没，和
我并肩作战很多年的同事葬身大海。”聊起“战斗
67轮”的沉没，张兴芝有些难过。

1983年11月，“战斗67轮”在航行至黄海石岛
东南约 50 里的地方，遇上一阵怪风，货物瞬间移
位导致船舶倾斜，轮船在短时间内沉没了。在这危
急时刻，船长与政委下达“弃船”命令，安排其他
人员逃生，而他们却拉着船笛，与“战斗 67 轮”
一同沉入大海。

“这就是同舟共济，与船共生存，这是我们海
员的忠诚、责任和担当。”张兴芝说。

图为张兴芝图为张兴芝。。（（包凌雁包凌雁 摄摄））

最近，位于庆安会
馆的浙东海事民俗博物
馆迎来了一位“奇怪”的
外国客人。他身材高大、
满头白发，穿着中规中
矩的黑色西裤和牛津
鞋，却搭配了一双大红
色的长袜和亮黄衬衫。

“这套装扮是我特
意为了此次宁波之行准
备的，以呼应庆安会馆
多彩的建筑风格，还可
以随时和这里‘融为一
体’，让你们找不到
我！”这位幽默风趣的
“洋客人”就是大名鼎
鼎的英国皇家格林威治
博物馆总馆长凯文·福
斯特 (Kevin Few-
ster)。

沃 特 斯 先
生拍摄的这批
照片，真实记
录了20世纪30
年代中国沿海
乃至东南亚的
传统舟船、造
船工艺及海港
风情，这无疑
为造船史等方
面的研究提供
了极其珍贵的
材料。

两国馆长签署交流合作协议。（徐文杰 摄）

展览现场。（徐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