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军功章到毛泽东画像以及语录等，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收藏品，大大小小超过 5000 件——

芝士虾球一道让人回味的美食，咬开的一瞬间，虾肉的鲜美，浓浓的芝士香，让人无法
抗拒。本周，
小编向你推荐芝士虾球烤箱版做法，操作简单，
口味同样美味。
记者 谷亨飞/整理
用料：
土豆 2 个、小虾 15 只、芝士片 3 张、盐适量、生粉适量。

1
土豆切片上锅整软，目测不出来的
最好用筷子捅一下测试其软烂程度。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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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gie：
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不是主角虽然身残
依然志坚，是一个社会对残障的尊重和宽容，
没有他小学的校长也不会有以后追逐梦想的
科恩。有学校愿意请他做老师，家长放心的把
孩子交到他班里，孩子们尊重他，这些人默默
给予宽容，
让我感动至极。
@方枪枪：
喜欢这样的轻松愉快的励志电影，笑中带
泪。 我们最缺的点在于有时候会为了顺服这
个社会而忤逆自己的直觉和坚持，就是在这样
的一步步之中，我们变成了体制化社会中的一
员，坚持自己，就会过的内心自在但现实艰难，
妥协的话，就会现实顺利，但内心煎熬。我喜
欢主人公对自我的坚持和执着。
@Doublebitch：
笑中带泪的活课本，他不是不自卑，只是
他用自己的乐观把这种悲悯心理转化为力量
和鼓励，克制自己的愤怒和自我否定，逼自己
奋进，
最终他成功了。
记者 柳苗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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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很温馨，影片中不存在距离我们很
遥远的个人英雄主义。布莱德所做的每件事
都是平凡且真实。不仅仅是因为布莱德的故
事是根据真实故事所改编的，更是因为布莱
德的故事没有给人带来距离感，仿佛感觉它
距离我们很近，似乎就在我们身边。布莱德
并没有被描绘成一个完人，相反，他也会有受
到歧视后的悲伤与愤怒，他也会对自己产生
怀疑，尽管影片中的布莱德是乐观且自信的，
但他也会表现出情绪失控。
影片最打动人心的是布莱德洋溢着的乐
观、自信以及为梦想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
为什么我们容易被主人公所打动？是因为我
们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布莱德被拒 24 次后
才最终找到一所愿意聘用他的小学。期间，
挣扎的过程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许，
对于我们来说，被拒十次、二十次的时候，也
会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怀疑。但是布莱德只是
说自己没有找到对的学校，拿起地图一家一
家的学校找下去。
“ 不抱怨”是我看到布莱德
最 man 的一面。

网友评论

推荐理由

剧情简介

BoBo（詹 姆 斯·沃 克 James Wolk
饰）患有先天性的妥瑞氏症，这种严重
的痉挛疾病，导致他无法控制地扭动脖
子和发出奇怪的声音。而这种怪异的
行为，更是让他从小不被周围的人理
解，在学校里老师经常批评他，同学们
更是对他冷嘲热讽，就连他的父亲也对
他失望透顶。只有他的母亲一直是他
的坚实臂弯，母亲的坚持与鼓励，让他
能够在正常人的生活里艰难前行。然
而面对这个不能理解他的世界，BoBo
一直在痛苦的漩涡里挣扎。直到在一
次全校大会上校长在众人面前巧妙的
让大家了解了 BoBo 的真实情况，让他
有了成为一名关爱学生的教师的坚定
梦想，即使因为这个病症让 BoBo 在寻
求教师梦想的道路上遭到众人怀疑，屡
屡受挫，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这份梦
想, 为了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自己的学
校，不抛弃梦想，不放弃信念，默默的努
力。而他曾经曲折的人生道路在他的
坚持下也开始慢慢好转…
该片根据布拉德·科恩的真实故事
改编。

前段时间，大若岩镇银泉村的银杏树被市民们“追
捧”，
那一树黄，
成了冬日一景。近日，该村的“一抹红色”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
这个名为“永嘉县古玩红色民间收藏艺术馆”于去年
12 月初正式开馆，无偿向市民开放 。这是该村年已古稀
的陈继兴大半辈子的心血。
陈继兴 18 岁参军，退伍后回村里卫生院工作，当过
医师和文员，经历过文革，因为对红色革命有别样的情
怀，从参军起就开始收集与红色历史相关的“老物件”，从
各种军功章到毛泽东画像以及语录等，承载着“红色记
忆”的收藏品，大大小小超过 5000 余件。用陈继兴的话
来说，
“喜欢，
就去收藏，
过去是，
现在也是，那些为祖国奉
献出自己的力量乃至于生命的人们，
值得我们去怀念，去
铭记。”
随着社会城市化的飞速发展，
红色记忆已经从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去，
但是总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用了大半
辈子的时间来收集这些红色记忆，
并将之无偿公之于众。
其初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喜好，
更多地是为了传承革命
先烈们勇于拼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陈继兴便是众多红色
记忆收藏达人中的一位，
就在上个月，
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开
设了一间
“红色记忆”
收藏展览馆，
免费向大家开放。

人物

《叫我第一名》

陈继兴：
半个多世纪的红色收藏史

两层展馆“藏”
了近百年历史
近日，记者驱车来到银泉村。
71 岁的陈继兴穿着黑色的棉外衣
和 淡 灰 色 的 棉 长 裤 ，着 装 整 洁 朴
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普通低调的
老人，是一位拥有约 5000 件红色记
忆收藏品的收藏达人。
陈继兴的展馆就在马路边，因
为银泉正在进行沿路房屋外立面
改造，展馆门口搭着许多铁架子，
为了让大家知道这里有家展馆，陈
继兴在这些铁架子上，拉起了红色
横幅，
非常惹人注目。
在陈继兴的带领下，记者参观
了整个展馆。展馆分为两层，每层
只有二三十个平方米，虽然面积不

大，但四周的墙上都挂满了已经装
裱好的画卷，室内摆满了展柜，就
连楼梯的过道上也摆放了一些油
灯、提篮等老物件，给人一种浓厚
的历史沧桑感。
主要以含有红色记忆主题的
藏品为主，有画像、头像、铜章、银
章、陶瓷等各式藏品。其中画像与
头像均经过精心装裱后挂在墙壁
上，凑近了仔细观看，这些画像大
多是丝织品，在一幅名为“一九六
六年七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快艇甲
板上检阅正在与江水搏斗的游泳
大军”画像前，记者注意到画像的
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1967 年，新

华社记者摄影，民族出版社出版，
定价：0.08 元”。虽然它们静静地
挂在墙上，但是从可以感觉到画像
中当时的情景是多么豪迈、壮阔。
陈继兴告诉记者，整个展馆目
前只展出了 2000 多件藏品，
还有近
3000 件藏品堆放在家里没有展出，
藏品大致可分为军功章、毛主席像
章 及 语 录 、一 些 字 画 和 普 通 老 物
件，这些都是他 18 岁参军后经过
52 年的收藏成果，
“ 年份最早的要
数清朝末年的一枚军功章，有近百
年历史呢。”陈继兴一边向记者介
绍，一边脸上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对
藏品的喜爱之情。

52 年收藏路，
对军功章有别样情怀
当问及为何要走上收藏红色
记 忆 之 路 时 ，陈 继 兴 眼 中 充 满 喜
悦，
“自参军起就热爱这个，毛泽东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军事
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就是热爱他，有一种从内心萌发的
荣誉感和自豪感，心理就有一种声
音，去收集有关毛泽东藏品，将历
史传承下来。”陈继兴凭着一股子
热爱之情，
走上了收藏之路。
“藏品基本上都是从古玩市场
收来的，有时就去村民家里收，只
要是看上眼的，我就买回来。”为
此，陈继兴辗转于上海、山东、扬州

等地，寻找流落在民间的“红色记
忆”，收集之路有苦也有甜，更多地
还是收获心爱之物的喜悦。
“记得有一次，为了一枚军功
章，我连续 5 天往古玩市场跑，这枚
军功章是在一个村民手上，开价四
百块钱，这在几十年前可是比较昂
贵的，我嫌太贵，就跟他砍价，最后
软磨硬泡，100 元卖给了我……”陈
继兴说，他在当兵期间获得过 3 次
五好战士以及特等射手称号，深知
军功章获得来之不易，因此对收藏
军功章就会有别样的情怀，所有藏
品中光是军功章就有超过千枚，占

了总藏品的五分之一。说话间，陈
继兴还兴致勃勃地打开展柜，邀请
记者观看军功章。
除了军功章，墙上那些毛泽东
的画像，更是陈继兴心中的无价之
宝。一说到画像，陈继兴就不由自
主地来到一幅名为开国大典的画
卷前，
“这是开国大典的记录画像，
是新中国诞生的时刻，讲话的是毛
泽东，身后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继兴告诉记者，这是他最
喜欢的藏品，有人曾经开价 3000 元
想买，都被他回绝了，陈继兴的言
语中透露出些许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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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去壳去虾线，留尾壳装饰用，上锅蒸熟（也可
以完整的虾蒸熟后剥壳留尾壳）

想巡回展出，苦于资金短缺

5
烤盘包上锡纸，
锡纸扫一层油，
放上芝士虾球。

2

土豆稍放凉一点然后捣泥，捣个八
成左右加生粉和盐再继续捣。

先捏适量的土豆泥搓成圆，然后用拇指在中间
按一个洞（底部不要太薄），放虾和适量的芝士，包好
搓圆，
留出虾尾。

6

放入烤箱中层，190 度 15 分钟

陈继兴告诉记者，
这个想法不完
全是自己的，
也是一些来观展的市民
的建议，
他认为有道理，
就萌发了巡展
的念头。据陈继兴不完全统计，
展馆
开设一个多月以来，
已经有几千人入
馆参观，
不管是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
客都是点赞声一片，
不过游客的高峰
期来自村内的赏杏期。
有了好的想法，却苦于启动资
金和维护资金，
“想要展出，
处处都要
花钱，这个展馆是租的，一个月要
2000 元，
这些裱框都是自己弄的，
一
个就要近百块。
”
据陈继兴估算，
为了

这个展馆顺利展出，
就已经花费2万
余元，家里还有 2000 多件没有装裱
和装饰，
巡回展出一个人肯定忙不过
来，
还要雇佣专人。另外，
现在的藏
品基本上都没有文字介绍，
还需配上
必要的解说词……一系列的问题都
需要陈继兴去解决。
陈继兴表示，收藏之路他还会
继续走下去。如果要创办巡展，一
个人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
有一定的资金和人员来支撑 ，不知
夙愿何时方可实现？
记者 金展鹏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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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件红色记忆藏品，不管是
从时间花费，还是金钱价值都已经
无法估算。
“ 老一辈的革命家，先
烈，他们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去纪念
去传承，我收藏这些，更多地是想
将这些记忆传承下去。”陈继兴说。
为 此 ，陈 继 兴 有 这 么 一 个 想
法，
“我想弄一次藏品巡展，不光要
让广大市民重新认识这段光辉历
史，更要传承革命先烈们不屈不挠
的奋斗精神。还要将巡展搬进校
园，让孩子们重温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