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娟

“爸爸的人生看上去很开阔，而
妈妈的人生在 18 岁的我的眼中显
得狭窄，因为妈妈把她的人生都分
给了我。”中川雅也说。

中川雅也，又名利利·弗兰克，
毕业于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集作
家、插画家、美术指导、词曲作家、摄
影师等种种职业于一身，活跃于艺
术界与文学界。《东京塔》是他的首
部自传体小说，中川雅也用优美的
文笔、深挚的情感讲述了坎坷的成
长经历、与母亲相依相偎的一生。本
书是感人的亲情故事，也是伟大的
励志传奇，出版后好评如潮，连续三
年荣登日本各大畅销排行榜榜首，
并获得多项文学大奖，被日本读者
奉为“国民小说”。作者因此一跃成
为日本最为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
一。

雅也的妈妈很普通，独立抚养
他长大，总是忙碌，脸上笑容却不曾
失去。雅也的功课再烂，妈妈也不曾

对他的成绩发表任何意见，几乎不
会责骂雅也。买东西永远不会想到
自己，只想到儿子。为了让雅也早上
可以吃到好吃的腌酱菜，总是定好
闹钟半夜起床搅拌米糠。妈妈得了
胃癌后，怕死后麻烦别人，预先为自
己的葬礼每月存3000日元……

《东京塔》前几个章节缓慢、柔
和地一一列举作者从小到大的种种
经历：童年一次次的搬家经历，颓废
的高中，毕业后不务正业的无业游
民生活，借高利贷，不断租房……直
到年迈的母亲处境困难，最后不得
不投靠独自离家谋生 15 年之久的
儿子。虽然还是租房过日子，因为母
亲的到来，雅也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儿子每天被妈妈叫醒，一睁眼就能
闻到从隔壁厨房飘来的大酱汤和米
糠腌菜的香味。从妈妈到来的那个
瞬间开始，母子两人结束各自流浪
的日子，生活终于走上正轨。过去，
沉溺于堕落生活的作者，无论有多
重要的事情，总是一次次地起不来、
迟到、爽约，然而在妈妈做的早饭还

有配合儿子起床时间做好的腌菜的
威力下，不可思议地，雅也糟糕的生
活慢慢被母爱治愈。作者觉醒过来，
希望成为一个让母亲可以依靠的男
人。

妈妈荣子像天底下所有的母亲
一样希望儿子成才，但当她得知儿
子读完大学四年却拿不到毕业证
时，并没有责怪，反而默默寄去一年
的学杂费，这是靠四处打短工挣来
的钱。母亲轻轻地问儿子：“你怎么
可以不努力呢？”对于儿子，母亲没
有太高的要求，就像她最后写给雅
也的信中所说：“在神面前，我首先
乞求的，是你能够健康。然后希望你
能成为一个率直的人。”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日本人
的日子是艰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消沉。妈妈去世前，告诫雅也要
更努力工作，不管是怎样的环境，都
要踏实努力面对生活。这是妈妈荣
子一生坚守的生活准则，也是她极
力要求雅也做到的事情。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他们曾

分开，最后却又接纳了彼此，一家人
终于在医院的病房团聚。世上有很
多种爱和思念，但是没有哪种比得
上父母对子女的思念和爱那么强
烈、那么执着、那么可靠、那么真实。

这本书处处流露出含蓄的日式
温情，传递着温柔的母爱——温暖、
坚强，给人慰藉。书中没有华丽的
辞藻，淡淡的笔调，所写全是生活中
的点滴琐事——叙述母子情、父子
情与夫妻之情，从中透露出日本人
对生命、对生活的态度。亲子情分中
有太多温润的东西，需要我们细细
去体味、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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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波

纪实作品《大地上的亲人》的
作者黄灯是湖南人，文学博士，现
任教于广州一所大学。全书分三个
部分，详细地剖析了作者婆家、娘
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展示
了当今乡村的沉疴宿疾、人世浮
沉。今年 2 月，《大地上的亲人》
在“新浪好书榜”排名第二。

第一章《嫁入丰三村》介绍的
是婆家的人和事。黄灯的丈夫杨胜
刚是她读博士时的同学，湖北人，

两人于 2007 年结婚后，每年寒暑
假，黄灯会随丈夫前往湖北省孝
感市一个叫丰三村的普通村庄小
住，在与婆婆以及兄弟姐妹、侄
子侄女的交流接触中，黄灯耳闻
目睹了他们或贫穷或坎坷或无助
的人生境况——

哥哥嫂嫂到北京打工多年，因
业主单位拖欠工程款，10 多万元
的工钱打了水漂，等于白干了好几
年；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
童，从小由祖辈抚养长大，缺少父
母关爱，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基础教
育，勉勉强强混到初中毕业。他们
在户籍上是农民，但从小没有干过
农活，虽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没
有傍身的技能，又吃不起苦，因此
很难被城市接纳，前途迷茫找不到
出路；三姐由于不服从父母安排好
的婚姻，被继父毒打一顿后，服毒
自杀；婆婆对唯一通过读书改变命
运的博士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

“做官，最好做大官”，然而身为大
学教授的儿子除了从工资中匀出一
部分来接济穷亲戚之外，在很多方
面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者会赚钱
的包工头……

2016 年春节前后，这一章中
的开篇之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
乡村图景》在新媒体的推送下，迅
速传播开来，引发了全国乡村话题
大讨论，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

栏目组赶赴湖北，制作了一档时长
43 分钟的节目 《家在丰三村》。我
在阅读 《大地上的亲人》 的同时，
从网上找到这档节目认真看了两
遍，书中提到的婆家大多数成员在
节目里一一亮相，让观众直面华中
大地上一个普通村庄里的普通家庭
的真实面貌，他们面对镜头诉说着
自己的喜怒哀乐，就像邻居拉家
常。

第二章《生在凤形村》记录的
是黄灯自己的出生地——湖南省汨
罗市凤形村。黄灯的父亲是乡村教
师，还做过几年校长，母亲勤劳能
干，所以娘家的境况比婆家要好得
多。但是大家庭中的几个叔叔由于
种种原因，过得并不好，黄灯的父
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半的精力
用来应对亲人的求助，以至于黄灯
的母亲感叹“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
一大堆”。家族成员中出现麻烦事的
根源无非是贫和病：叔叔黄河水对
土地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畏惧情
绪，从来不安心于在故乡的土地上
耕种，26 岁那年丧妻，他抛下两个
年幼的儿子，南下广州讨生活，一去
就是 19 年。住在出租房里，没有固
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用在赌博
上；堂弟职培在广州打工期间，为
了讨薪，竟然站到了一幢高楼的楼
顶；婶婶瑛国靠一台缝纫机在广州
的街角做点缝缝补补的小生意，攒

钱供儿子读书。儿子大学毕业没多
久，她自己却得了乳腺癌……人生
无常，对大多数漂泊异乡的人来
说，安居乐业是最基本的追求。

第三章《长在隘口村》介绍的
是作者的外婆家——湖南省汨罗市
隘口村，黄灯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
童年时光。在与她人生经历紧密相
连的三个村庄中，外婆家所在的隘
口村经济条件是最好的，但是物质
生活上的富裕带来了精神上的空
虚，由此导致风气败坏。建舅的儿
子吸毒、女儿爱赌，舅妈不得不去
当保姆维持一家生计；满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办过织布厂，生
意一度红红火火，后来多年的辛苦
积累被一个合作伙伴骗了个精光，
从此一蹶不振；表弟鲁智年纪轻
轻，但赌博、吸毒、偷盗、坐牢已
经历了好几轮；只有二舅的生活最
阳光，他只有一个女儿，舍得在女
儿的教育上投入，女儿也不负厚
望，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创业，2015
年收入突破百万元……

很多学者称 《大地上的亲人》
为“微观史记”。家事即国事，大
地上的这三个村庄很不起眼，也正
是因为普通，所以更具代表性。作
者忠实于自己的眼睛，不掩饰、不
回避、不矫情，深入村庄的肌理，
以笔代刀，解剖社会现象，做时代
的记录者。

一个女博士眼中的乡村图景
——评《大地上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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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司南：中国古代科技名物论集》

《与孤独为友》

《现代艺术150年》

三味书屋

林金壹

“理想的茶席是自然、人文与生
命个体的境界融合”。此语道出喝茶
三境：饮茶之人内部身心协调，为一
境也；茶人于天地间静心品茗，不知
不觉间和万物浑融一体达到“天人合
一”，此二境也；茶人因茶际会，以茶相
交，用茶传递人文情怀，此三境也。

茶，既是饮品用以解渴，更有保
健的功效。《本草纲目》记载：“味苦

甘微寒无毒，主治廔疮、利小便、去
炎热、止渴、令人少眠、有力悦志、下
气消食。”炎炎夏日，酷热难耐，若用
山泉煮开一壶茶，于白石青苔之上，
浓密松荫之下，把一青瓷盏低头细
品，岂不清甜甘洌，沁人心脾？茶不
仅能清热解渴，同样能暖胃暖心。那
冬夜里在盐隆祠中煎出的数盏温热
茶水，一者驱散了前来吃茶之人的寒
意，二者滋润脏腑，蓄养体内元气。正
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
大经也”，喝茶养身，亦能修心。吃茶
是一件需要慢下来做的事，泡一壶
茶，从煮水、投茶、冲泡出香到出茶
再到品茶，从容有序，舒展自如。

一茶一水本是自然的馈赠，人
不过将两者融合再为己所用。吃茶
之人皆明此理，因而茶里茶外均求
一“自然”之境。《山水柏舟一席茶》
的作者王迎新，出生于云南普洱茶
文化世家，幼承家学，是一个怀有古
典情怀的现代茶人。读她的文章，心
也跟随她在大好河山间漫步徐行，
看茶席在四季中切换，在地域间迁
徙。深秋的富春江边，清澈江水略泛
凉意，通往山坞的小路边修竹翠微，
有山泉潺流而下。黄昏时在潭边汲
泉煮茶，看着夕阳，“将一壶琥珀色
的茶汤喝到极淡”，秋之安寂缓缓渗
出。初冬时携三五伴侣，共赴苏州东
山访一对故友，看东山雪白，嗅蜡梅

幽香，品一盅碧螺春，把茶“喝出冰
糖甜”，方“别过主人，乘兴而归”。一
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上，作者一袭
白衣，身披宝蓝色哈达，于苍穹之下
自在喝茶，目光如蓝天般平静澄明。
茶树环抱的云南公弄村寨里，弥漫
着新茶特有的青味，静听拉祜族老
人微含泪光吟唱一曲古歌，就着蘸
上蜂蜜的荞粑粑喝一口茶汤，微苦
带甜，味道恰恰好。

茶席外美景如斯，茶席上也是
别有洞天。无论行至何处，喝茶之人
都不忘精心布置那一方茶席好与外
景相衬：各色素雅的茶杯瓷具，蜜
红或淡绿的茶汤，其上多有当地应
时植物点缀。而茶案之上，往往设
有花器——许是蜡梅暗吐幽香，抑
或是竹枝显露苍翠。饮茶人身居茶
席，所饮之茶，所用之物，皆源于
自然。而茶人无意雕琢，去除繁杂
和矫饰，以无我之心虔诚事茶，于
天地万物间抿茶自悟，于透亮的茶
汤里照见本我。

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对
于茶友们而言，彼此交情“淡如
茶”：有水之润泽与淡然，还有茶
之韵味和情怀。“茶宜静却也可动：
静可一人细啜，独自体味；动则知交
把盏，畅快淋漓。”作者一路走来，有
山光水色相随，亦有知心茶友为伴。
伏虎寺里九位茶人远道而来，在巍

峨山川里品茶浓茶淡，看云卷云舒。
龙泉古观中老友聚集，观天蓝如美
玉，赏一树古梅含苞欲放，呷一口雪
水浸泡的茶，回味无尽。茶友会合，
或弹琴奏曲，或泼墨写文，或吹箫，
或吟诗，各显神通，让那一盏茶伴着
古音禅韵，共享岁月静好。

古人云：茶饭不思。可见茶与
饭旗鼓相当，为民生之必需。嗜茶
者如皇帝乾隆、才子袁枚就曾盛赞
武夷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
而古人之爱茶，爱的不仅是味道，
更是茶之品性：淡雅质朴，自然天
成，茶与人因此相通。今人饮茶，
品的是茶中滋味，更是先人寄寓茶
中的那份风雅与情怀。以茶为媒，
穿越古今，于历史长河中找到精神
向导。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古
人也好，今人也罢，爱茶之心里蕴
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和生活美
学的共同认知，唯此方能不囿于时
空界限，齐聚一堂，喝茶论世，把
盏言欢。

“白牛之步疾如风，不在西，不
在东，只在浮生日用中。”茶事亦如
禅诗所云，不为哗众取宠，不为功
名利禄，只为在慢饮细啜中体悟茶
之初心和本意。饮茶之人懂得静视
世间万物，在生活点滴中发现微小
而确切的幸福。相信那温润如水的
女子仍将在幽远的茶路上欣然前行。

浮生日用，茶香幽远
——读《山水柏舟一席茶》

闻人军先生是著名的科技史专
家，相信读过《〈考工记〉译注》的读者
一定对他印象深刻。最近，他的《考
工司南：中国古代科技名物论集》出
版，引起学术界新一轮的关注。

本 书 的 第 一 部 分 为《考 工
编》，作者对古书中所记的“磬折”

“璧羡度尺”“弓有六善”等内容详
加解释，让读者不由有一种“五体
投地”之感。

众所周知，指南针是中国的
“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雏形
称为“司南”，那么，指南针究竟是
如何发明的？用于航海的旱罗盘
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发明
的？1988 年，闻人军先生根据考
古资料发现旱罗盘系中国发明。
后来，他综合文献记载和新出考

古材料，对司南的形制以及各种
变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辨析，
认为指南针的原始形态应是“瓢
针司南酌”。在第二部分《司南编》
的《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

“瓢针司南酌”的发现》一文中，记
载了作者别出心裁地用半个花生
壳代替特小葫芦瓢进行模拟实
验、成功复原司南的过程。

第三部分为《杂学编》，内容涉
及古代度量衡制度、天地测量、名
物、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闻
人军先生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无
线电系学习水声工程，后进入杭州
大学攻读中国物理学史，所以他十
分擅长运用科技知识来阐释古书中
的疑难问题。比如在《谭峭〈化书〉四
种反射镜考辨》一文中，他就运用物
理学方面的知识，论证《化书》中的

“四镜”的确是四种反射镜。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封建

社会科学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由中
国人创造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光
辉成就也在这一件件科技名物中
得以体现。

（推荐书友：郑从彦）

“孤独”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
的一种精神现象。古往今来，以

“孤独”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在少
数，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
夫卡的《城堡》等。当我们在阅读
这类名著时，经常会被故事中主
人翁内心丰富的孤独情感描写深
深吸引。那么孤独究竟是一种什
么样的精神现象？我们应如何与
孤独为伴？这是每一个人不得不
面对和思考的哲学命题。本书的
作者是一位有着近 30 年临床从
业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本书既是
作者多年临床从业经验的总结，
也是一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孤
独、理性面对孤独以及学习与孤

独相伴的“精神指南”。
作者从“我是谁”“我因何来

到这个世上”为开端，帮助我们分
析产生孤独或“从众”心理的原
因，以及这一人类特有精神现象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利与弊，并
鼓励我们通过走进书的世界、增
加自身知识储备以及勇于暴露自
己的弱点等途径，去理性面对孤
独。同时，作者还强调，与孤独为
友，并非是去习惯或忍受孤独，而
是要在孤独中寻找知音，以此构
筑起对应孤独的屏障。反之，那些
看似交友甚广的人，如果没有一
个能倾吐心声与烦恼的对象，他
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孤独者。只有
找到真正的朋友，才能消解这一
难题。勇于承认孤独并主动提升
自己、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或伙
伴的人，要比因恐惧孤独而刻意
伪装的隐形孤独症患者拥有更加
积极的人生。

（推荐书友:熊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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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现代艺术品面前，很多
人的反应可能是：这是什么？太
丑了！

类似的认知很早就发生了。
1874年 4月，法国巴黎纳达尔展
厅 展 出 了 包 括 德 加 的 《舞 蹈
课》、雷诺阿的《包厢》、莫奈的

《印象·日出》、塞尚的《缢死者
之屋》 在内的 165幅作品。观看
者挤在这些画作面前呼喊：“荒
唐！无耻！亵渎！”

事后诸葛亮的好处此时显
露，否则我们怎么能知道 150年
前那场讥嘲将开启从那时至今，
鲜花与荆棘并存、荣誉与板砖齐
飞的现代艺术之路呢？

《现代艺术 150 年》 的扉页
放了一张折叠的“现代艺术交通
图”。从 1870年印象派起，经过
各个关键节点，曲曲绕绕，通向
今日艺术。其间标注了分支路
线，还有各处站点搭乘的著名

“旅客”。这张图很好地概括了

150 年的艺术历程，也很好地提
示了该书的线性叙述风格。

杜尚和他的小便器只是本书
的切入点，奇葩诡异的现代艺术
品多得很。塞尚的《有苹果和桃
子的静物》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画
了水罐：一个是平视，另一个是
从上方俯视瓶颈。毕加索的《亚
维农的少女》《三个舞蹈者》 等
作品，还有乔治·布拉克的《小
提琴与调色板》，都放弃了经典
的三维透视，展现画布的二维特
征……现代艺术如雨后春笋冒了
出来，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观
念艺术、极简主义……它们到底
是什么玩意儿？

贡培兹说：“创造性对艺术
而言很重要。抄袭物没有任何智
力价值，但在真品里有。”创造
性是现代艺术最大的价值，然
而，似乎也是最大的瓶颈。一个
个主义，一个个流派，它们出现
得太快了，刚刚形成独特品质，
就匆忙成为了历史。我们坐在

“现代号”列车上，艺术就是窗
外的风景，它不断向前，也不断
退后。150 年了，现代艺术留下
了什么样的痕迹……

（推荐书友：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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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欲无求的母爱
——《东京塔》读后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