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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命运将你推向一个未知
的旅途，不如勇敢地接受吧！这辈子
最幸运的事，就是在西藏做了气象
员。”于是，就有了 《那些年，在西
藏看“风花雪月”》这本书。作者
王元红，从一个专业气象员的角度
详细介绍和剖析了西藏神秘莫测的
气象奇观，也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
向读者展现了他镜头下的藏地奇
观。多年的实地工作让王元红对西
藏风俗与自然现象有了亲身体验与
研究，并巧妙地运用高超的拍摄技
术为读者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

大学录取通知书中夹带着的定
向协议，让作者毕业后成为西藏的
一名气象员。他来到了西藏开始他
的气象人生，一待就是 20 多年，他
将青春和全部的心血献给了西藏的

气象事业。在本书中，王元红以自身
经历为时间轴，讲述了他工作生涯
中所遇到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所
看到的风景。他以职业为圆心，以工
作范围为半径，以散文诗般的优美
文字，铺陈自己的西藏生活，描绘藏
地独有的气象风光与景致。

因为热爱，因为熟悉，所以在这
本书中西藏的美得到完美地展现。
在工作之余，王元红还进行科研工
作，他在定日县从事对西藏的云的
研究。他先是观测，识别云的类型和
形状，判断云的高度，记录云的多
少，然后用摄影机定格天空中不同
种类的云朵，并通过二合一的方式
记录下那些变幻莫测的云朵。专业
名词的深刻描述与科学数据的精准
表示，带给读者无穷的想象。你可
以一边阅读，一边想象蔚蓝的天空
中出现淡积云、层积云、雷暴云、

密卷云……此时仿佛你就是作者本
人，是一名藏地气象员，能亲眼看
到西藏的“风花雪月”。书中细致
的描写，让无法抵达西藏的人在千
里之外亦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屋
脊”，就这样静静地独自站在纯白
的冰天雪地之中，感受藏地的奇石
怪山……读者通过这一本小小的、
薄薄的书，观赏千变万化的西藏气
象，感悟起起伏伏的作者人生，品
味独特的藏地人文。

高海拔的地形使得西藏的空气
变得十分稀薄，紫外线也变得格外
强烈，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在懵懂
之中被命运分配到西藏的王元红，
一头扎进藏地的气象工作，回望自
己的青春岁月，有的只是释然与轻
松，留下的只有满心的欢喜。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从事什么
职业，经历什么苦难，我们都应该

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正如书
中所说：人生的道路不就是这样
吗？途中有艰辛与困苦，但也有美
景和希望！面对陌生的环境、变幻
莫测的天气、匮乏的物资，王元红
学会了苦中作乐和自娱自乐。

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的旅程，既
然无法避免艰难与险阻，那就大声
地笑吧，尽情地去享受吧！或许，
这就是作者最想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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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浙成

2017 年国庆长假，和家人相约
一起回家乡奉化祭扫了祖父的墓。
然后又转到溪口观瞻弥勒道场，游
武岭头。翌晨早起，蹀躞溪畔不忍离
去，又重游一遍，午后才风尘仆仆回
到杭州家中。进门不一会儿，接到乡
友裘国松君电话，他的大作《百代苍
茫：奉化历史人物略述》即将出版，
嘱我为其书写序。此时，我身上还留
着尚未拂去的家乡风尘，脑海里仍
盘旋着家乡的美丽山水，从乡友未
尽的言辞中，意会到这是同乡的一
片诚意和厚爱，没多想便应承了下
来。

清初家乡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言：“浙江东渡是宁波，人物由来此
地多。”奉化与府城宁波相倚相依，

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大陆海岸线
中段的浙江东部。唐朝开元二十六
年（738年），奉化隶明州而置县，到
2016年11月间，华丽转身为宁波市
奉化区。近 1300 年来，奉化历尽自
然的几多磨难和人文的无限沧桑，
一路前行，跨入 21 世纪的新时代。
奉化枕山濒海，山水殊胜著东南。其
山，属于四明、天台两条山脉走向的
交接地带；其海，处于物产丰饶的象
山港北岸；其江，分为剡江、县江、东
江，三水合流形成奉化江。

剡江、县江、东江的中下游地
区，形成了 370 平方公里之广的奉
化三江平原。从大山深处奔突而来
的三江，在这里变得异常从容徐缓，
年深日久，江流携带下来的两岸泥
沙，在此沉淀成富饶平原，人文历史
也在此丰厚叠加。继 1989年发掘出

5500前茗山后遗址之后，2016年又
发现了年代更早的5800年前的下王
渡遗址，作为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
存，诚为奉化大地最初的文明曙光。
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置郡县。会
稽郡辖下的鄞县，其县治就设在奉化三
江平原上的白杜。古鄞县统领的地域相
当辽阔，几乎囊括今宁波东半部及舟山
市部分地区。自秦至隋800余年间，古
鄞县县治白杜以及周边的奉化三江
平原，繁华富庶，长盛不衰。

多年前，我作为乡友受家乡政
府邀请回奉化观光，结识了裘国松
这位好学的小老乡。如今，他已是有
影响的地方文化学者，有多部地方
文化著述问世。他在奉化地域文化、
溪口民国史等领域富有研究成果，
先后担纲岩头、葛竹两个古村申报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的文字撰
写，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布袋和尚
传说》当代五位文字传承人之一。裘
国松还多次受央视和香港凤凰卫视
等媒体之邀，出镜介绍奉化的地方
历史与风土人情。

半由山水半由人，人物由来奉
化多。自唐而今，钟灵毓秀的奉化山
水哺育出一批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思
想家、艺术家、作家、诗人、高僧大
德、建筑师、园艺家等。在《百代苍
茫》中，作者以对家乡高度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凭借自己的史识，通
过“去伪存真”的大量史料比对和细
致深入的现场采风，立论公允地对
奉化历史上 56 位人物逐一进行或
详或略的素描和总体勾勒。他依照
史传惯例，在收录历史人物时以奉
化本土为主，兼收成名于奉化或隐
居当地的部分历史人物。这些人物
包括：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五代奇

僧布袋和尚，五代高僧智觉延寿，北
宋著名诗人林逋，宋代至明代的三
石村陈著家族，佛学巨著《五灯会
元》编纂者大川普济，元初东南文章
大家戴表元，明代宫廷画家王谔，近
代上海高层建筑开拓者何绍庭，近现
代中国重要政治人物蒋介石等。凭本
书已大致可见奉化历史人物全貌，实
属难能可贵。

《百代苍茫》系一本史料价值与
文学韵味并存的读物。它有人物传
记的基本属性，而作者又是位散文
家，善于恰到好处地在历史史实与
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因此也可将
此书视为历史人物散文集。

史因人兴，景因人胜，一个地方的
历史是当地人物活动的记录。从这个
意义上说，《百代苍茫》无疑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认识奉化的发展历史。

（作者为奉化籍当代著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浙
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半由山水半由人
——评裘国松《百代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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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洁

查尔斯·W·艾略特，哈佛大学
第 21 任校长，自 1869 年上任开始，
执掌哈佛40年，开启哈佛时代，是美
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之一，被罗
斯福总统称为“共和国第一公民”。

艾略特还有其他许多荣誉和功
勋，在此不一一赘述。你可能会认为
这样的伟人肯定有三头六臂，他的
出生也许就不平凡……但是，当我
读着《他缔造了哈佛：查尔斯·W·艾
略特传》来到他的童年，发现他甚至
及不上普通人，“这个刚刚出生的男
孩身上带有一块丑陋而显眼的胎
记，这片肿胀的猪肝色疤痕布满了
整个右半边脸颊，一直延伸到嘴
边，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这块疤痕
视而不见。”一出生就收到上天这样
的“礼物”，和所有平凡的人一样，
艾略特变得沉默寡言，他把自己封
闭起来。六七岁时上学读书，没有
迹象表明当时他除了家人陪伴外还
有别的朋友。他也有情绪，“于是他
们便带他参加了一次例行野餐，全
家人只顾围着篝火准备晚餐，把饿
着肚子的他撇在一旁，小家伙回不
了家，只好在不远处独自不停地转
悠，心头怨恨难平，急剧膨胀，他

突然大发雷霆，抓起几块石头朝野
餐者和海鲜锅扔去。”

这时也许读者会想，艾略特肯定
另辟蹊径发现了新的才能，如画家失
明之后成了音乐家，不擅长学习的人
在艺术方面有特殊造诣等。然而，他
在拉丁学校中的表现说明不是这样
的，他每一次的获奖居然全是因为上
场朗诵，正是一次次的朗诵证明了他
是怎样毅然克服自己的缺陷的。他在
15岁之前似乎就已经告诫自己，绝不
要因为脸上的疤痕羞于面对听众。

艾略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
佛，那时的他也如大多数人一样，为
择业而烦恼，他反复思考了一个冬
季，确定教学和科学研究是他热爱
的方向。于是，留校担任助教 4 年，
之后担任助理教授、理学院代理院
长。由于在化学研究上没有专业的
基础和高深的造诣，在“罗姆福特教
授”席位的竞选上失败了，自此离开
哈佛，成了一个失业者。他却毫不懊
恼地决定，去欧洲游学。旁人觉得他
是去弥补化学研究专业上的不足，继
续深造，他却一路访问各大中学校，
探究他们的办学机制和管理方法，探
究如何取得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平衡。
他甚至去医院、药店，询问人们的教
育程度、工作时间……他带着观察的

眼睛，随时准备接收新的知识。
旅欧两年后，机会来了，新生

的麻省理工向艾略特抛去了橄榄
枝。随后艾略特首次撰文公开探讨
教育问题，在题为《新教育：它的
组织》的文章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
观点。他喜欢将学院工作想象成一
项“开创性”的事业，对于改革，
他是如此坚定。

1868 年秋，在文章发表后不
久，艾略特刚刚开始在麻省理工学
院的又一年教学，他获得了哈佛校
长的提名。尽管如此，这次校长的
遴选，还是经历了水与火的交战，
这也是新思想与旧制度的交战，哈
佛不仅仅在选一位校长，更是在选
哈佛的未来。“恕我直言，你比 10
年前更能胜任校长一职……”从艾
略特的同学希尔写给他的信中，我
们可知，此时的艾略特较离开哈佛
前，已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改变。任
职 40年间，艾略特在哈佛进行了一
系列改革：行政改革，拓宽教学的改
革，改革专业学院，提倡文科教育，
建立研究生院……

改革哈佛，是艾略特一生中最
光辉灿烂的举措，但这种光辉是与
黑暗相伴而行的。阻力、困难、挫
折、伤痛，这一切在艾略特的眼

里，也许就是常态。艾略特面对反
对意见时表现出的耐心堪作楷模，
他可以自始至终参与一场讨论，神
态自若地听着别人批评自己，仿佛
批评意见涉及的是一个跟自己毫不
相关的人。他可以任用曾经同为校
长候选人的格尼为哈佛第一任系主
任，并与之成为并肩作战的好友和
合作伙伴。他可以在退休后支持新
任校长的工作，不干预与他之前大
相径庭的改革措施……他将生命视
作一个不断改变的动态的过程，才
可以对新事物如此接纳，对批评和
挫折如此包容。

哈佛的成长和改变，得益于改
变中的艾略特。从最初对自己容貌
的不接纳，到克服困难站上讲台；从
最初思考得出的教学与研究之路，
到更高战略层面的统筹眼光，管理、
改革乃至关注新一代美国公民，艾
略特一直走在改变的路上。

也许我们大多数人就像一只反
刍动物，遇到新事物，需要长时间反
复咀嚼反刍的食物，慢慢地使之易
于消化，接着是渐进而无形的吸收
过程。这一过程之缓慢使旁人乃至
自己都觉察不到，但，它确确实实
是存在的。让我们一起改变、成
长、前行、延续。

生命改变的力量
——读《他缔造了哈佛》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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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气象员眼中的西藏
——读《那些年，在西藏看“风花雪月”》

初见这个书名，让人不由地
想到但丁的经典巨著 《神曲》。
二书可谓异曲同工，同样采用对
谈方式，字里行间流露出追求真
理的执着，反映了磨砺灵魂的艰
辛历程。

《炼狱·天堂》 分上、下两
卷，即“炼狱”和“天堂”，是
韩美林和冯骥才两位大师对人
生、理想及艺术的诠释之作。众
所周知，韩美林先生在诸多领域
都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他不断致
力于开拓新的美学世界，被誉为

“天才造型艺术家”。而集作家、
画家于一身的冯骥才先生，近年
来积极推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
及研究工作，对当代文艺界产生
了深远影响。在这本书中，大冯

不仅展示了韩先生“永无穷尽的
精力与能量，不竭的艺术激情与
灵感，磅礴的源源不绝的创造
力”，还为读者解析了这位大师
级人物的独特经历。

“画家看画，看画上边的东
西。作家看画，看画后边的东
西。”韩美林曾遭受过严酷的折
磨，看到过许多丑陋的事物，但
是他的心灵深处依然渴望与向往
真善美，虔诚地挚爱着生活和艺
术，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仍
旧过着精神上富足的生活。大冯
对此感慨道：“背负着命运的黑
暗，艺术却向往光明。”《炼狱·
天堂》揭示了韩美林如何一步步
从黑暗的人生困境抵达通明的艺
术殿堂，堪称是一部难得的启示
录。

美国作家大卫·杜波有对音
乐家梅纽因的访谈，结集成《梅
纽因访谈录》 行世。无独有偶，

《炼狱·天堂》 同样呈现了大师
的人生积淀，挥洒自如间流露着
真知灼见，相信也会传之久远。

（推荐书友：戴骏华）

近日，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
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索菲娅被沙特
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并声称

“想有个家，想有个机器人女
儿”。此事件进一步刷新了大众
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人类对于
人工智能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心
理，既想借助科技力量减轻压
力，又害怕被“它”代替，甚至
被“它”奴役。曾获科幻作品最
高奖“雨果奖”的青年作家郝景
芳在其新作《人之彼岸》中，将
视角延伸到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
关系的探讨上。

《人之彼岸》全书分为两个部
分，包含六篇小说，两篇科普讨
论，小说按照人工智能发展的进
程逐层推进。郝景芳在书中塑造

了很多超级智慧体，它们不仅能
够帮助人类解决问题，并且拥有
欲望、感情、好胜心，甚至人类的

“意识”，更“演变”成为凌驾于人
类之上的宇宙神明。可以说，郝景
芳满足了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对
于人工智能所能做的一切设想。

当读到人类被人工智能奴役
的章节时，任何人都会被惊吓出
一身冷汗。郝景芳在两篇科普讨
论中，结合自己的相关经历，对人
们关于 AI（人工智能）的困惑进
行解答。在郝景芳看来，人工智能
与人类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不
懂情感，缺乏对世界的常识和创
造力。因此，人类最怕的是压抑情
绪和本我，将自己的一切都划归
到数字世界，听命于人工智能，最
后将自己完全数字化，这样就与
人工智能无异了。

未来，人类应该如何自处？与
其对“彼”无谓恐惧，不如对“己”
予以更加清晰的观视。正如书名
的含义，“人在此岸，AI 在彼岸，
对彼岸的遥望让我们观照此岸。”

（推荐书友：金永淼）

当看到“蜂巢”二字时，人们
会想到那种由若干细密六边形组
成的巢穴，想到金黄香甜的蜂
蜜，以及挥舞着透明翅膀的蜂
类。而在科幻作家刘洋笔下，

《蜂巢》 不仅是他小说集的书
名，更是小说中人类生存希望的
中转站。

小说《蜂巢》以流浪行星即
将撞击地球为背景，面对世界末
日，权贵们迁居到外星球，剩下
的人们只好听天由命。这时有识
之士提出一个大胆建议，人类抛
弃肉体，把意识放置在“蜂巢”内。
在漫长的等待后，人类获得了新
生。在刘洋的叙述中，意识是可以
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的。

这部集子的开篇小说为《开
往月亮的列车》，2032 年，一辆由
北京开往马德里的超高速列车行
驶途中，前方轨道出现异常爆炸。
乘客心魂未定之际，一名从事科
学研究的乘客突然身亡，一位老

人又急发病症需要医治。为救老
人，物理博士肖飞等人决定私下
启动列车化学推进系统，带着老
人乘坐一节车厢，弹射到有科学
家居住的月球上医治。经过惊险
的过程，他们取得了成功，而凶手
也渐渐浮出水面。小说不仅带有
明显的科幻色彩，更糅合了悬疑、
推理、讽刺等多种元素。

与《开往月亮的列车》里群体
危机不同的是，集子收录的另一
篇小说《肇事者名额》反映的是
个体命运变化。主人公不小心撞
死了一个来地球考察的外星人，
其他外星人便要求地球方面交出
肇事者，否则武力解决。主人公
迫于压力去自首，却发现已经有
很多人在自首，这些人出于成
名、金钱等各种目的而来。当肇
事者被认定为一个中年男子后，
主人公在解脱之余突然又有了失
落的感觉。看似荒诞的情节中显
然蕴含着深刻的现实寓意。

除上述三篇小说外，本书还
收录了《机械女佣》《幻树》《穴居
者》《星际逃杀》等九篇小说。对场
景的写意描绘，对心理的细腻刻
画，对人性的深入阐述，让刘洋编
撰的这些故事生动而立体。

（推荐书友：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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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之城 好书有约
人们说，宁波是书香之城。因为宁波人喜藏书也爱著书，历代个人

著述达8000多部。宁波，一直“精彩”在我们的笔墨里，“生动”在我们的
思绪中。

书香传统下的当代宁波人同样“爱读书、读好书，好著书、著好书”，宁
波作者和他们的出版物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书或严肃或文艺，或励志
或实用，或理性或深情，更因为其中的宁波元素而拨动我们的心弦。

新年伊始，《四明周刊·阅读》推出“宁波好书”这一全新栏目——您
可以用书评的形式推荐阿拉宁波人自己的好书。所推荐图书应是 2017
年 10月以来，宁波作者（包括在外地工作的宁波籍人士和在甬工作的

“新宁波人”）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包括文学（小说集、散文集、诗集）、
艺术（书法篆刻集、绘画集、摄影集、戏曲小品集）、地方文化、教育等各
门类，并注明版本信息。我们将适时进行“宁波好书榜”的评选。

因为一本书，爱上一座城；因为一座城，成就一本书。一切皆有可能。
投稿邮箱：gw@cnn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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