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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舟缘起

从小在福建漳州长大，大海，如
同刻在许路骨子里面的印记。

上世纪90年代，在“留学潮”影
响下，许路曾自费前往澳大利亚墨尔
本读书。回国后，他在广州从事与远
洋船运有关的工作，租住在一位中山
大学老教授的家里，而这位教授书柜
里的藏书，重新联结起了许路与自己
儿时记忆中的古船。

“有本书我爱不释手，是论述中
国古代海上交通的 《七海扬帆》。这
激发了我对航海史、对中式帆船的
浓厚兴趣。”许路脑中的中式传统帆
船仿佛回到了一千年前，船只纵情驰
骋于彼时的贸易网络，港口马如游
龙、川流不息。一个热切的愿望渐
渐在他脑中成形：他想要学习和保
存古老造船工艺与航海技术，验证
古代中国科技水平，复现中式帆船
跨洋远航的场景。

许路最终决定，要用“实验考古
学”的方法，造一艘复原的古帆船。

实验考古学，是一种用来检验、
评价及解释考古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
方法、技术、假说和理论的系统方
法。基于考古学的资源，在一种可控
制的模拟实验条件下复原过去的历史
场景，以再现创造那些影响考古记录
的过程，并检验可能影响考古结论的
假说。

简而言之，就是弄清楚古人在做
什么，为什么要做，怎么做。虽然实
验的过程和生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
古学证据或历史再现，其用于实验的
工艺或许也不是或不完全是原始工
艺，但却能借以实现及获得与考古实
据在形体和功能方面近似相同的成
品，为破除一些无法举证的假说提供
参考。许路说，他的任务，是要研究
祖先们是如何扬帆起航、亲近大海
的，以及帆船所映射出的人与大海的
关系。

“太平公主号”

漳州月港，明代中后期中国著名
的外贸通商港口之一，至今延续中国

帆船的造船传统。在月港的溪口边，
竹林掩映着一座古朴的造船作坊，郑
氏造船家族在这里建造木船已经传承
至第七代，许路在这里结识了造船大
师傅郑俩招。作为造船家族第五代掌
门人的郑师傅，当时已是八旬高龄，
他与许路一见如故，谈起中国帆船有
说不完的话。“郑师傅收我为半个关
门徒弟。‘半个’指的是我只能拿笔
学设计，学不来斧头劈原木。”

许路说，漳州月港的帆船营造法
式，是以龙骨长度为船体木结构的度
量单位，来权衡整艘船全部构件的尺
度比例。也就是说，在古代，船东只
要跟造船师傅说他要造一艘具体什么
用途的船，造船师傅会跟船东确定下
来龙骨有多长，接下来便可放心交给
师傅。即便换一位造船师傅另造一艘
船，也是如法进行，造出来的船大同
小异。

“中国帆船的船体，类似于一个
两端稍微上翘的空心半圆柱体，中间
和前后都是一道道隔板，如同一段纵
向劈开的竹子。一道道平行的横向隔
舱板，是竖立在一根粗壮的纵向原木
枋上——这根木枋，像人体的脊柱，
也像是木构房屋的大梁，名叫龙骨，
造船工匠用龙骨的长度来决定这艘船
要造多大。隔舱板中间肥大，头尾尖
削。两侧用一条条木板和对开的原木
围合起来。”讲起造船，许路如同熟
悉自己的掌纹一般。

《造舟记》 中，许路完整记录了
他们复原明末清初时福船类别的赶缯
船“太平公主号”的故事，从走访、
研究再到造船。他笑称，这像是一本
造船手册，如果读者愿意，也可以自
行尝试造船。许路与团队近乎复原了

“太平公主号”上的977个部件，他再
请来之前田野调查时在福建沿海认识
的造船师傅，继续解读赶缯船构造。
群英“打擂”，福建晋江深沪造船厂
的陈芳财师傅最终揭榜。

2008年4月，“太平公主号”乘风
启航，历经 180 天漂泊成功横跨太平
洋。虽然在开航之时，许路已退出团
队，但一路陪伴见证“太平公主号”
的从无到有，让他像在理想与现实两
头间拔河，而帆船最终远航的一刻，
同样记录下了他的名字。遗憾的是，
次年回程时，“太平公主号”与一艘
商船意外相撞沉没，但万幸船上的11
人全部获救。

“‘太平公主号’只有二十几
吨，而与其相撞的船有十几万吨。一
艘木船和机动船相撞，木船并没有立
刻散架、船上无人丧生，这也证实了
传统中式帆船横向隔舱结构的坚固性
和可靠性。”许路说。

继续出发

2018 年 5 月，由三艘巴朗盖古法
木船组成的菲律宾巴朗盖探险船队抵

达厦门港，30 余名船员在厦门、晋
江、北京、德州等地开展了一系列文
化交流活动。许路作为巴朗盖船队到
访中国返程时的唯一中国籍船员，登
上了苏禄苏丹号木帆船，从厦门国际
邮轮码头启航，开始了自己另一趟别
样航程。

这支船队的船只以1976年发现的
巴朗盖木船为原型复原建造，凭借风
力驱动，是甚至没有加装辅助动力的
纯传统帆船。面朝大海，敢于探险的
勇者在这里相遇。“以船只作为媒
介，不同国度的劳动者虽然远隔千山
万水，但大家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智
慧与巧思是相通的。”造船法式、营
造密码、设计模式各有不同，但底层
的技术逻辑却类似，“人与大海的关
系，人与土地的关系，也非常相像，
超越了时空距离。”

在此之前，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
的“大溪地自由号”独木舟上，许路
同样有一段难忘经历。2010 年 7 月，
这艘独木舟从大溪地出发，在沿南太
平洋航行了 110 余天后，成功跨过 10
个国家，最终到达目的地——中国福
建福州的马尾港。

当时的船长易利亚是个中国通，
曾在北京留学，毕业后在中国待了十
几年。易利亚说一口流利中文，一路
上与许路相谈甚欢，俩人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许路现在还记得，独木舟高
高的桅杆上挂着沿途经过的10个国家
的国旗，其中最大最显眼的，便是一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谈及未来，许路说他已有了新的
方案。他计划造一艘更加精干的小
船，重续航海实验。这一趟面向汪洋
大海的追梦之旅，他依旧在路上。

“记忆和梦中的迷雾慢慢散开，儿时从诏安
老家来的大帆船，时隔三十年后重新明晰起来。
从梦想回到现实，能否再找到一艘尚能行驶的青
头船或艍船，或是其他老式帆船，驾着它重新出
海远航？”在许路近期出版的新书 《造舟记》
中，他用这几行字写下了自己与造船魂牵梦绕般
的执念与牵绊。

解读中国造船法式，复原建造古帆船，进行
再现式航行实验……20多年时间里，许路执着于
一场坚定的淬炼——让梦中的船出海远航，驶向
现实。

“造舟人”许路——

我有“古法”可制船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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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勇、周凯、蒋彪）
重庆市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总人口约 85 万
人，42 万农村人口中约有 26.5 万人在外务
工，绝大多数是青壮年。谁来种地？谁来振
兴乡村？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认为，既要服
务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也要通过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公共服务，吸引对农
业农村有情怀、有能力、有资源的“新农
人”下乡，培育乡村振兴生力军。

在龙河镇洞庄坪村的涂溪湖畔，以农耕
研学、凤凰文化为主题的凤鸣湾乡村振兴田
园综合体正在紧张建设。该项目的参与者、
37 岁的徐鹏既是“海归”、作家，如今也是

“新农人”，在村里租了房子长住，和驻村干
部一起推动乡村振兴。

热心公益的徐鹏去年底来到洞庄坪村，
被这里的优美生态所吸引，但发现村里年轻
人多数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多，仅靠捐款难
以推动乡村振兴。于是，他发起了乡村振兴

“鸿鹄计划”行动，捐出 70 多万元稿费成立
“鸿鹄教育基金”，和自己的几位“海归”朋
友一起为洞庄坪村规划产业、改善基础设
施、服务留守儿童。

“我们向留守儿童捐赠图书，带他们去城
市开阔眼界；改善乡村道路、吸引年轻人返
乡，田园综合体建好后，让村子能‘自我造
血’，从而达到我们‘鸿鹄计划’做强一个产业、美化一片村
落、培养一批人才、激活一方文化的目标。”徐鹏说。

据统计，丰都县现有种植业、养殖业、电商、文旅等不
同领域的“新农人”727人，带动2.2万多户、7.8万多名村民
增收就业。张国忠说，丰都县正着力构建“心回家、人回
乡、力回引”的服务机制，谋划成立“新农人互助会”，通过
政府扶持、资源整合培育更多“新农人”，促进乡村产业、人
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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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计划”志愿者正在讲授“月球车”制作课程。叶俊妍摄“鸿鹄计划”志愿者正在讲授“月球车”制作课程。叶俊妍摄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张漫子） 记者从
2022 中关村论坛“展现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
政策成效活动”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北京市
已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3 万余项，成交额突破
3000 亿元。3000 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背后，
是近年来北京围绕优化创新机制开展一系列
先行先试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效。

北京聚焦高精尖产业重大共性问题，支
持组建创新联合体，由市场主体联合高等学
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集聚技术创新领军人
才、强化知识产权创制和共享等，深化推进
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打造自主可
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立足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
域，北京率先支持小米、兆易创新、旷视、
天智航等 7 家领军企业牵头实施“强链工
程”。小米集团技术委主席王斌说，在小米的
智能工厂里，创新联合体中企业、高校院所
研发的关键技术都将有机会在生产线上进行
验证。

同时，北京通过推出揭榜挂帅、报备即
批准、先使用后付费等多项政策支持市场主
体创新创业。“我们获得了中关村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扶持政策相关资金支持的数
百万元，用于公司生产工艺改进及生产能力
建设，推动国产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的成果
转化并推向市场。”华科精准 （北京） 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文博说。
在创新机制的推动下，高校科研成果加

速从实验室走上“货架”。清华大学电子工程
系黄翊东教授团队研制出国际首款实时超光
谱成像芯片，实现了从单点光谱仪到超光谱
成像芯片的跨越。

“中关村的先行先试政策走在全国前列，
解决的都是‘硬需求’问题，比如对于技术
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人才的支持等内容。我
们每年都会从北京获得技术转移机构建设等
方 面 的 支 持 。”
清华大学技术转
移研究院院长王
燕说。

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郑
钧天） 最近几天，第三届上
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和
2022 浦江创新论坛相继在上
海召开。会场之外，上海正
在加强制度创新，完善保障
性租赁住房体系和服务供给，
帮助青年创新创业者在超大
城市住有宜居、成就梦想。

谈起自己的创业历史，
21岁的胡宇至今觉得有些意
外。去年到上海来从事电商
行业的他，没想到今年在自
己居住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
区内找到了新机遇。

“因为疫情防控原因，当
时公寓内的居民几乎足不出
户。我和室友就主动报名做
志愿者，在网上联系供货
商，让他们把水果、蔬菜等
生活必需品运到小区门口。”
胡宇自豪地说，“上海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之后，我们
借着已经积累的人气，在小
区周边创办实体零售店，大
家都很照顾我们的生意。我
们也找到了事业发力点：做
好社区零售，为更多新市民
服务！”

与胡宇住在同一社区的
孙玉龙，是一名财税服务咨
询领域的创业者。谈起上海
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他深有
感触：“首先是租金成本相对
较低，价格比周边同品质的
住房房租便宜 1000多元。对
于我们青年创业人群来说，
公司资金周转很重要，不得
不压缩个人开支。其次，创
业者经常加班，这里离公司
近，加班再晚也能回家洗澡
睡觉。第三，社区服务到
位，创业没有后顾之忧。”

今 年 初 ， 上 海 市 发 布

《上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
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对象不
限户籍、不设收入线，只要
在上海市合法就业且住房困
难的在职人员均可申请。在
租金方面，面向社会供应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价格
应在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
赁住房租金的九折以下，且
年增幅应不高于5%。

在闵行区马桥镇，计划
投资超 2 亿元、建设青少年
人工智能与教育机器人产业
基地的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遇到了难题：由于
公司发展速度较快，需要引
进大量的教育机器人技术研
发、测试与认证人才，但员
工的居住难题待解。

“在马桥镇政府的协调
下，目前我们已经帮首批管
理人员在马桥AI人才公寓申
请了住房，步行 700 米即可
到达单位，节省了大量通勤
时间。”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CEO助理廖斌告诉
记者，得益于政府在安居等
方面的支持，该公司目前已
累计销售教育机器人数十万
套，被评为上海市“专精特
新”企业。

“在上海阶段性居住困难
的、暂时买不起房的新市民
和青年人，这部分群体中的
大多数人目前正处于奋斗初
期，其居住需求主要是交通
便捷、离工作地近。”上海市
房管局建管处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期间，上海计划新
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47 万套 （间），累计建设筹
措 60 万套（间）以上，其中 40
万套（间）左右形成供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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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正在建造中的“太平公
主号”。 许 路摄

图②许路（右）与陈芳财师傅
研究清初赶缯船摆舵系统。

受访者供图
图③2018年5月，许路 （右

二） 与菲律宾巴朗盖船队在西太
平洋航行。

受访者供图

记载中国帆船营造法式的漳州月
港郑氏造船图谱。

上海持续发力保租房

让青年人才住得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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