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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一个寒冷的冬日，上海下起了蒙蒙细雨。
天还没亮，许多人冒雨赶往附近的邮政网点。这一天，

《壬寅年》虎生肖邮票发行。
寒冷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凌晨5时，上海卢湾邮政

支局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不少人头一天晚上就在此等
候，为的就是第一时间抢购到虎年生肖邮票。

每当邮票首发，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抢购的场景。一
枚小小的邮票，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

“邮票于方寸之间凝聚中华文化，诠释民族精神，
讲述中国故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邮政业务部原
总经理王志奇向记者介绍说，邮票作为“国家名片”，
铭刻着国家民族的前进步伐。

方寸之间，见证历史时刻

这个冬天，全世界都在期待一场奥运盛会。王志奇
也不例外，但他的期盼中，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月4日，当北京冬奥会开幕时，《第24届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开幕纪念》邮票也将对外发行。

中国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
会，邮票将成为这一盛会的重要见证。中国邮政为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设计了一系列纪念邮票，包括《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雪上运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冰上运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等
以及即将发行的 《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纪念》 邮票。

《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的设
计者为中国集邮有限公司设计师郭志义。郭志义说，
设计方案的修改和完善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期
间，他反复听取冬奥会专家意见，还专门前往冬奥场
馆进行实地调研。仅背景中雪花和山丘的形状，就修
改了数十次。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每一枚邮票都值得被精心设
计。翻开一本本集邮册，一件件历史大事跃然纸上。

回望刚刚过去的2021年，我们看到的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邮票
忠实记录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2021年7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0枚，纪念封1套1枚。《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是建党周年系列邮票中
发行枚数最多、表现内容最广、发行规格最高的一套。
邮票采用连票设计形式，以红色、金色为画面主基调，
运用油画写实手法表现，并采用连绵不断的飘带贯穿整
体，寓意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纪念封采用党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金色字
样、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标识、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大型漆壁画作品 《长城颂》 等作为表现
元素。

7月1日早上，全国各地的邮票销售网点前排起了长
龙。许多人手持红旗，目光里充满欣喜与期待。

从邮局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纪念邮票、纪念封，将其小心翼翼夹在书册中……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邮政支局，市
民张长龄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纪念邮票。“这套20枚
的纪念邮票浓缩建党百年的大事件，珍贵无比，一定要
收藏！”张长龄说。

在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邮政支局，买到邮票的黄先
生兴奋地说：“我6点就过来排队了。这次发行的纪念邮
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昌盛的百
年历程，非常有意义。”

一枚枚邮票串联成历史的时间轴。顺着时间轴，回
首极不平凡的2020年，映入眼帘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
疫大战。

2020年5月，中国邮政特别发行了《众志成城 抗击
疫情》 邮票。该套邮票采用连票的形式，邮票图案中

“众”字将两枚邮票紧密连接，寓意着面对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凝聚起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王志奇向记者回忆说，这套邮票凝聚了设计者大量
心血，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雕琢、反复修改。“例
如，邮票中有医务人员身着防护服的形象。在设计草图
中，手套套在了防护服袖口的里面，国家卫健委的专家
指出，手套应该套在袖口外面，我们立即进行了修
改。”王志奇说。

小小邮票，方寸之间，见证历史时刻。1949年10月
8日，新中国第一套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诞生。从此，邮票的发行始终与国家
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王志奇说，“每一年，邮票发行计
划的编制都是以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大脉络为前提、为主
线。新中国成立以来，邮票几乎没有缺席过国家社会发
展的重大历史时刻。”

匠心独运，弘扬中华文化

用曾侯乙编钟演奏的中国古曲 《竹枝词》，您听
过吗？

曾侯乙编钟是国家一级文物，自面世后仅有三次
演出，其中一次就被著名邮票设计家邵柏林收录在

《曾侯乙编钟》邮折的微型唱片里，以邮票的形式永久
珍藏。

如今，邮票不仅仅是寄托牵挂的“邮资凭证”，也
可以当作获取知识的“百科全书”，成为稀有罕见的

“艺术品”“收藏品”。邮票的设计、开发和发行，在弘
扬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等方面，
正在发挥着鉴古知今的传播功能。

2009年9月，中国发行首套多媒体邮票《唐诗三百
首》，具有可视、可听、可触、可闻的特点。这套邮票
以中国传统水墨画为边饰，以《下江陵》《望岳》《琵琶
行》《无题》《望月怀远》《登鹳雀楼》6首诗歌配图作为
邮票内容。

翻开《唐诗三百首》邮票，我们顿时走入诗情画意
中：可以踏歌下长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
一日还”，也可以登楼唱黄河，“白日依山尽，黄河
入 海 流 ”； 可 以 登 临 泰 山 望 岳 ， 询 问 “ 岱 宗 夫 如
何”，听答“齐鲁青未了”，也可以凭栏遥望星空，
与对岸同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以低
吟无尽的缠绵，“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
残”，也可以聆听琵琶声声，“嘈嘈切切错杂弹，大
珠小珠落玉盘”……

这套邮票还利用当时最先进的雕刻制版印刷技术，
将《唐诗三百首》约二万五千字悉数镌刻在一版邮票之
内，雕刻的每个字都可以如同碑刻一样被触摸到。其设
计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邮票设计师王虎鸣感叹：

“整个《唐诗三百首》一本书，我们都浓缩于一版邮票
上了！”

邮票在手，可以读唐诗，也可以览二十四节气。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认知
天象、物候、时令和大自然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与社会
实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历时

5年，中国邮政推出《二十四节气》特种邮票及特殊版
式“小全张”（把全套邮票印在一张小型纸上的邮票），
成为集邮爱好者争相收藏的精品。

“我们将四套24枚邮票形成一个圆，既表达了地球
是圆的，四季周而复始、气韵流动的理念，同时也传达
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圆满、圆融的概念。”王虎鸣介绍，

“小全张”边饰使用了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著作中的
元素，如日、月、星斗等，描绘了古人如何通过观察自
然来确定二十四节气，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邮票中心
展现了太极、地支、黄道度数与二十四节气的对应关
系，表达了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讲究天人合一的思想。

设计过100多套邮票的王虎鸣认为，邮票的语言不
是纯粹的绘画语言，是一种高度的浓缩，通过对主题进
行升华，从而赋予邮票更高的美学价值。

邮票设计和制作不仅在艺术上倾注匠心，还及时
引入最新科技成果。从全真彩荧光到变角度隐形，
从多媒体视听到 AR （增强现实） 互动，邮票越来越
有“科技范儿”。2021 年 9 月发行的 《江山如此多
娇》 特种邮票小型张，看似简单朴素，但“暗藏玄
机”。用紫外灯对着邮票照射，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手
书 《沁园春·雪》 清晰可见；用手机扫一扫，还能观
看配乐诗朗诵版的 《沁园春·雪》，收获视觉与听觉
的双重享受。

以“邮”为媒，促进中外交流

1月14日，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宣布，为庆祝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召开，联合国将发行主题为“体育促进和
平”的邮票。这是联合国首次为冬奥会发行邮票。

邮票在国际舞台上同样广受关注。中国邮票题材对
国际邮票发行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生
肖概念发行邮票，据统计，全球约有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发行过3500多种生肖邮票，扩大了中国生肖文化的影
响力。近日，澳大利亚邮政局推出虎年生肖邮票和纪念
币，庆祝中国农历虎年的到来。

海外邮政机构在设计生肖邮票时，经常请华裔设计
师执笔设计，以便更好地呈现中国文化。华裔艺术家麦
锦鸿多次参与设计美国的生肖邮票。他说，自己在纽约
华埠的个人成长经历，为他的艺术设计生涯提供过无数
灵感。从小在中国城过春节的热闹场景一直都是他艺术
创作的源泉之一。他从灯笼、舞狮、舞龙、对联、爆
竹、红包、贺岁果盘、倒福字等众多中国年俗符号里获
得设计启发。

王志奇认为，中国邮票和集邮产品在国际集邮界有
着很大的影响力，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
使者。

长期以来，邮票还在外交中发挥独特作用。
2021年12月11日，中国和伊朗建交50周年纪念邮

票发行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这是庆祝两国建
交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中伊建交50周年》邮票图案分别选取中国的广济
桥和伊朗的郝居桥。广济桥画面采用45度视角，展示了
广济桥梁舟结合、造型古雅的艺术风格；郝居桥画面展
现了古桥独特的艺术风貌。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外联合发
行邮票应运而生。“中外联合发行邮票多数是用于共同
纪念两国建交，联合发行邮票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
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外双方在选题设定、图稿设计
和邮票印制发行上精诚合作，通过邮票发行这种方式促
进了双方人民的互相了解。”王志奇说。

从《诺尔曼·白求恩诞生一百周年》邮票，到《中
伊建交 50 周年》 邮票，中外联合已经发行了 49 套邮
票。这些邮票的题材十分广泛，涉及人物、动物、植
物、器物、风光、建筑、绘画、体育、民俗等各方面，
充分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悠久历史。2022年计
划发行《中墨建交五十周年》邮票等。小小邮票就这样
成为友好使者，刻印着各国人民的友谊。

共建“一带一路”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
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邮票
也深受海内外欢迎。

中国邮政先后发行了“一带一路”主题直接相关邮
票6套20枚，以邮票的形式弘扬丝路精神。以2021年发
行的《丝绸之路文物（二）》为例，该套邮票共4枚，邮票图
案内容分别为海上丝绸之路4件珍贵文物——凸瓣纹银
盒、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执壶、波斯孔雀
蓝釉陶瓶、龙泉窑青釉菊瓣纹盘。

民心相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
邮票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打造以邮票为主题的
交流合作平台，对深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民
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1月17日，春运第一天。9时46分，从黑龙江
乌伊岭站开往佳木斯的6274次列车驶入西林车站，列车
长高福林在站台上组织旅客乘降，直到关闭车门的刹那，
他才恋恋不舍地看向距离车站不远处的那片小屋，那是他
的家。

在高福林的家，团圆饭几乎从未团圆，以前，缺席
的是父亲，现在缺席的是他。

43岁的高福林家在黑龙江省伊春市金林区，周边都
是山区和大片的原始森林，素有“天然氧吧”之称，这
里的南乌铁路 （南岔到乌伊岭） 始建于上世纪 40 年代
初，距今已有近80年历史。高福林的父亲高真强就曾在
其中的白林站工作过40年。

白林站，曾是南乌铁路上的一个四等站，由于地处
小兴安岭腹地，当地林木资源丰富，新中国成立后，这
里是木材南运的重要车站，51年前，20岁的高真强在这
里担任扳道员，和同事们在冰天雪地中引导列车安全进
站、出站，看着一列列“木龙”（拉满木材的列车）从这
里驶出支援国家建设，高真强心里更为自豪。

高真强没日没夜地奋战在车站，和家人聚少离多，

年幼的高福林就在小站边长大，闻惯了空气中的木香，
看惯了川流不息的车龙。

从小对铁路的耳濡目染，让穿铁路制服成为高福林
的一个向往。1996年，高福林考取了铁路院校，毕业后
成为了铁路的列车员，他值乘的列车，正好就是南乌线
上的6274次列车。这趟列车已有50多年历史，经停27个
车站，包括10个乘降点，全程410公里，最低票价只有1
元，少年时的高福林就常坐这趟车去探亲、上学。在高
福林的印象中，每逢过年，村民们从车上下来，姑娘捧
着花布，男人背着年货，脸上喜气洋洋，这趟列车在他
的心中，更像是神奇的年货列车。

1999 年，高福林作为列车员重新踏上这趟列车时，
感觉既陌生又熟悉，经过近20年的变迁，列车车体已经

变了样，曾经的木制座椅换成了软包，列车运行的时间
也缩短了。熟悉的则是车上的旅客很多都是老面孔，今
年春运，这趟列车更变为空调车体，旅客出行更加方
便、舒适。

高福林上班的那天，高真强把坚持了一辈子的信念
传承给儿子。高福林在这趟车上一干就是22年，从列车
员成长为列车长，从年轻的小伙子到如今鬓边也有了白
发，如今，他依然在这趟车上忙碌，只是回家看望父母
的机会更少了。

近年来，随着林业工人转型，沿线居民大多当起了
采山客，山上的木耳等山货成了紧俏货，这趟车上又成
了村民的致富车，赶在春节前去城里兜售山特产的旅客
多了起来，高福林积极向车队申请，把2号车厢一侧的洗

漱间设为大件行李物品存放处，并将自家的钳子、细铁
丝、编织袋等物品拿来供有需求的旅客使用。

“这几年能过上好日子，真的要感谢这趟慢火车，把
我们的山特产品拉出了大山，让我们山里人过上了好日
子。”一位进城贩卖山货的旅客满意地说。“福林是我从
小看着长大的，这孩子跟我们山里人有感情，不仅服务
热情，找他帮忙，有求必应……”今年已经70多岁的旅
客于庆涛也接过话来说道。

仿佛感应到儿子的挂念，出乘前一天，高真强给儿
子打来电话，“儿子，你好好值乘，别惦记我们，注意安
全 。” 列 车 徐 徐 启
动，沿着小兴安岭
下的汤旺河一路南
下，自家的小屋渐
渐 变 成 了 一 个 白
点，高福林返回车
厢，脸上再次扬起
微笑，延续着父子
俩半个世纪的承诺。

林区铁路，父子接力坚守
张学鹏 侯继尧

小小邮票，凝聚中华文化，见证国家发展

“国家名片”里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严 冰 潘旭涛 叶 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 资料图片

《二十四节气》特种邮票 资料图片
1月1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家邮政局拍摄的虎年生肖邮

票和纪念币。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