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
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特皇家军
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一起
被誉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
其中，伏龙芝军事学院主要培训
将校级指挥军官。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中央军委做出了选派优
秀军官到国外军事院校学习深造
的重大决策。1996年 9月，本书
作者与来自解放军总部机关、各
军区、军兵种部队及院校的 42
名校级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远赴
俄罗斯，分别在包括伏龙芝在内
的 5所军事学院留学。本书是作
者依据当年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
期 间 所 写 的 20 余 万 字 留 学 日

记、80 余万字课堂笔记和近 20
年来的俄罗斯研究心得而完成的

“总结”。
春节前夕，得作者赠送的此

书，甚是感动，遂在年三十夜晚
捧起阅读，当阅毕合上书本时，
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这一
夜，我的心灵仿佛跟着作者穿越
了 20 世纪 90 年代，穿越到了俄
罗斯，穿越到了伏龙芝军事学
院。作者描述的当年俄罗斯及伏
龙芝军事学院的点点滴滴和角角
落落，仿佛就在我眼前不断展
现，以至于整个春节 7 天假期
里，还时不时地把这本书中自己
感兴趣的插图和部分章节抽出来

“温习”。在书中，作者还对俄罗
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
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尤其是对俄
罗斯民族特性的观察，引人入
胜、见解独到，为读者打开了一
扇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的窗
口。

（推荐书友：熊光祥）

林颐

《杭州宋代食料史》的作者俞为
洁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
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农业史和饮食
史的研究。本书是俞为洁继《中国食
料史》之后，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的
一次扩延，是更加细致的地方饮食
史研究，列入“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
学术精品文库”。

杭州之兴，起于吴越王钱镠，
随着隋唐经济重心的南移，据京杭

运河和钱塘江之利，至北宋，杭城已
成为“东南第一州”。因此宋室南渡
之后以此作为驻跸之地，亦是顺理
成章。南宋定都杭州，不仅是中国
政治史的一个转折点，也带来了中
国饮食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大改
变。

吃在南宋，舌尖风华引人遐
思。这类饮食文章不在少数，《杭
州宋代食料史》独特之处在于不囿
于餐桌上的津津乐道，不止于菜肴
的色香味笔谈，而是扣紧“食料”
二字，专注研究农田、庄园、山
野、丘陵、水塘、江河等区域种植
物的来龙去脉。宋史研究有个好处
即典籍丰富，《杭州宋代食料史》
的特点，就是立足于各种历史记
载、笔记和谱录，由作者爬梳、缀
连而成。全书分为 11 章，整体架
构很清楚，大致是对粮食和经济作
物的分类考察，兼及生产领域的各
种变化，以及由饮食衍生的社会习
俗的变化。

南宋与饮食有关的诗文笔记存
世极广。除了“东坡肉”名动天
下，苏轼还写过 《煮鱼法》《菜羹
赋》《论食》 等，而俞为洁更多撷
取的是“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
将安所置之”这样的文章，以此见
证苏轼作为杭城太守对西湖水利工

程和经济作物栽培的思路。《武林
旧事》《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等
笔记屡现书中。比如，林洪的《山
家清供》，收录了 100 多种宋代的
食物，涉及菜、羹、汤、饭、饼、
面、粥、糕团、点心等。俞为洁几
次引用《山家清供》等笔记，目的
并非常人那样谈吃论喝，而是由笔
记中的食材引向它们的生产源头，
让这些文人书写进入史家研究的视
野，成为史料的辅证。

最有价值的材料来自对各类经
济谱录的提炼。谱录是关于某一种
物品的专志，比较详细地记载该物
的种类、来源、分布、生产、加
工、使用等信息。宋代是修撰谱录
类书籍的高峰时期，仅从《四库全
书》 即可见一斑。《四库全书》收录
谱录类书籍56种，其中宋代所撰38
种，占三分之二强。宋代谱录撰写之
所以众多，与当时经济文化的繁荣
息息相关。茶、酒、糖霜、荔枝、橘、
香、菌、菇、鱼虾蟹等，纷纷修撰成
谱，这些食料的生产技术、使用价值
和消费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独特
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杭州宋代食
料史》的底蕴。

南宋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商业发展。农耕者超越了自给自
足的水平，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并

将产品放到集市上贩卖，再用收益
购买食物，于是某些产品的市场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这些变
化可谓影响深远。更多的食料可从
市场购得，食物的多样性也大大提
升。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农产
品的商业化，一部分是由于增加进
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原本产量有
限的作物在南宋时得到广泛种植，
如茶叶、糖等，使得昔日的奢侈品
变成日常生活用品。食品与其他商
品一道参与跨地区贸易，在划定的
集市区域中售卖，新兴的商人阶级
逐渐形成。

这些变化也促进了杭州的城市
发展。南宋时杭州的餐馆能提供原
生态的淡水鱼和海鲜，此外也提供
红肉、家禽和面条等常见的北方食
料。杭州城内，不仅满是口味挑剔
的贵族士绅，还有逗留此地的生意
人和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因此杭
州饮食业必须能满足不同地域的口
味，这就促使食料朝着奢华和大众
饮食水平两个方向发展。这种多重
化的饮食结构，反过来又促使杭州
成为多元包容的大都市。

《杭州宋代食料史》书不厚，语
言平易，内容紧凑丰富，人文气息浓
厚，是了解杭城物候掌故、经济史、
社会生活史的必备书籍。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赵青新

书画鉴赏有门槛，若得专家引
导，当能事半功倍。

朱万章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多
年，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
员、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有《书画
鉴考与美术史研究》《书画鉴真与
辨伪》 等论著。这部 《鉴画积微
录》是近期出版的新作，汇集了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7 年 6 月在

《中国文物报》《收藏》《艺术市
场》等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散落
在作者合集里的部分旧文。

该书附录的《做大学问，写小
文章》是《中国美术报》编辑徐新
芳对朱万章读书生活的印象。徐新
芳称朱万章读书涉猎广泛但有脉
络，特别喜欢读“闲书”，读书是
坚持每天读，写作是每周一到两篇
小文章。徐新芳的文章从侧面向我
们展示了一位美术史论家的养成。
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自古文章书
画是一家，好的美术史论家，必定
也是好的读书人。书末还有朱万章
自己写的后记，谈写作的缘起，与
之前出版的论著相较，“本书同样
以鉴定与收藏为主题，所不同者，
乃文章所涵盖的内容涉及宏观，也
有微观；既有金石碑帖，亦有书画
考辨。”

正文共 28 篇，分上、下卷，
分别名为“书画探微”与“鉴画访
谈”。

上卷 16 篇，除第一篇 《唐代
画家李昇钩沉》之外，其余皆为明
清和近现代画家的风格解读。高超
的判断力需要建立在熟悉原创者书
画风格基础之上，只有将自己日夜
熏陶于艺术之中，方可察觉超拔于
浮俗物质之表的真艺术。作者在文
章中侃侃而谈，不乏新意。譬如谈

到齐白石，大多数人就联想到虾，
其实齐老画物抓神韵，不单是活泼
的虾，静物蔬果也很好。《小题大
做：齐白石葫芦绘画研究》就梳理
了齐白石传世的葫芦题材作品近百
件，就葫芦题材绘画演进的历史、
齐白石葫芦画的特色及在其艺术生
涯中的地位等多方面展开论述。

朱万章 1992 年起供职于广东
省博物馆，主修明清以来书画鉴
藏，即使 2013 年离粤赴京，依旧
心系粤广，岭南画派是他的研究重
点，也是本书的书写重点。比如，

《明代广东书画漫议》 重现明代广
东文人独有的笔墨情趣；《岭南丛
帖所刊粤人书法考》，始于明晚期
李楩的《溪声堂法帖》和袁登道的

《水明楼帖》，至清光绪年间丁日昌
的 《百兰山馆藏帖》，探讨了 300
年间岭南丛帖对于广东书法史的意
义；《晚明岭南山水小品鉴识》，可
谓晚明岭南山水小品与明代后期广
东山水画风的集中展示。朱万章对
岭南美术史研究无疑起了推动作
用。

上 卷 16 篇 ， 篇 篇 是 风 雅 笔
谈，赏心悦目；下卷 12 篇，在平
易亲近的访谈中普及书画常识。近
年来，收藏进入百姓家，书画以其
文物价值、观赏价值、市场价值，
成为艺术投资者、收藏者青睐的类

别。然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巨大
的利益促发猖獗的造假。对于书画
爱好者、收藏者而言，掌握一些基
础的鉴别常识，的确很有必要，即
使不能拥有专家的眼力，至少能规
避一些风险。

书画造假手段层出不穷，归结
起来不外乎临摹、仿造、改款和添
款、移动题款以及对真品的改头换
面等，鉴别时抓“风格”是关键。
中国书画历史悠久，每个时代皆有
其特色，这是辨别书画的大根据。
衣服车舆风土人物，皆可入画，假
如熟悉特定时代的人物风情，便能
看出不合常理的装扮，这是辨别绝
大多数赝品的佳途。术业有专攻，
绘者无定法，画品有个性。笔墨气
韵是关键，印鉴题跋有讲究。“八大
山人”朱耷的署名，70岁之前，“八”
字 写 成“ > <”，像 是“ 哭 ”又 像 是

“笑”，70 岁以后则写成“八”，这可
以作为判断其不同时期风格的标
志。

上卷重钩稽与赏析，下卷重鉴
真与辨伪。上卷文气漫蕴，下卷对
话流播。上卷着重培养一颗慧心，
在长期的熏陶浸染中得窥书画赏析
的奥妙。下卷要求观者具备一双慧
眼，能识得细部小处那些不合时宜
的破绽。上下卷相辅相成，两方面
内容互相契合。

钩稽与赏析 鉴真与辨伪
——读《鉴画积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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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妈妈的唐诗课》

《我在伏龙芝学军事》

《有如候鸟》

蔡体霓

林少华翻译过将近80本的日本
文学作品，村上春树的占了一多半。
近两年来，他在一些地方报纸上开设
专栏，行文风格爽朗，似一位汉子在
开诚布公地告白。

虽说阅读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
爽利劲，但笔涉情感的，作者依然写
得缠绵而细腻。在翻译小林多喜二的
作品时，林少华读着原文对照译文，
当看到母亲“煮鸡蛋”字样时，不由得
放下笔，沉浸在回想之中。那年，他从
吉林的一所大学毕业初次出远门，正
是12月下旬的一天，刮着风下着雪，
母亲和弟妹们送他到离家不远的小
站“上家站”。等到火车开时，“母亲早
哭了，在车厢门前，她把一路搂在怀
中的一袋 20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
刚过 40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发，脸
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细瘦的脖颈
和薄薄的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
一直强忍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此
文题为《母亲的煮鸡蛋》，写的时候，

作者早已过了花甲之年，而 40年前
与娘分别的一幕，是他永久的记忆。

当然，谈翻译的文章在书里占着
主要的位置。有一篇叫《世界上哪儿
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他
在文中说道，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
非原创，因此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
艺术。林少华认为，村上文学在中国
的第二次生命是中文赋予的，说得严
格点，它已不再是日本文学意义上或
日语语境中的村上文学，而极有可能
是中国文学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他
又打了个比方，说村上就像演员，当
他穿上中文戏服演完谢幕下台后，已
经很难返回原原本本的自己了。这些
话，可助我们读翻译作品时的兴致，
在欣赏中亦能见译者之面影。

由于在大学里教书，放暑假的时
候，学生邀他去欧美度假，他屡屡婉
拒，说去那些地方，不如回乡下老家
读书。他以书为生，将在乡间的夏日
读书视作无比快乐的生活。又有《读
书：让心志脱俗》一文，说读书才能使
心志脱俗，一扫胸间庸俗之气，代之

以浩然之气，定然要回归阅读和内
心世界，以大丈夫精神迎接大时代的
到来。这句话让同为读书人的我觉得
满心愉悦。

在《对于我，那才是语文课》里，
作者忆及儿时在乡间读小学的往事。
他的语文老师在朗读课文时，会当中
打住，说：“喏，这句子多好，这词儿多
漂亮！”朗读完还会强调这些好句子
今后写文章时用得着。即使林少华后
来成为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还是
觉得那时的课堂所学，让他终身受
益。作者认为，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
我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应永远保
持一颗童心、一分敬畏之情。在《大学
是读书的地方》一文中，他提到当年
在生产队种田，有一次去镇里开会需
要上台发言，在谢辞面前放哪个词合
适，他事先斟酌再三，在“非常、十分、衷
心、由衷”几个词里，决定用“由衷”一
词。发言得到镇上重视，这与他后来被
推荐上大学亦不无关系。由此林少华
感慨：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记得冰心先生87岁时谈到散文

创作，希望文章写短些。她说，短
点好，短点别人爱读，别人说我护
短，其实我主张该长的就长，重要
的是有真切的内容。林少华的这本
书，我看中的就是文短、有识、情
真、有趣。有一文写到去乌镇，他
最想看的就是“林家铺子”，因他曾
以“林家铺子”为笔名在报刊上开
过若干专栏。而真正身临其境时，
觉得铺面早已改观，若要他当小老
板，不愿当，也当不了。

“小孤独”是林少华心中别样的
景致，不寂寞，且感动着我们。

坦诚别致的笔耕家园
——林少华散文集《小孤独》读后

品 鉴

作者

出版

日期

郝智慧

现代出版社

2018年1月

作者

出版

日期

郑春霞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7年10月

舌尖风华与历史物语
——评《杭州宋代食料史》

谈及诗歌，烙在中国人心里
最深刻、最熟悉的恐怕是唐诗，
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几首，长
大了敲入心扉的几句。那么，如
何去遇见唐诗呢？在这个快节奏
不断向前奔跑的时代中，我们往
往不由自主地在人生的拐角处丢
失了诗意。不妨来《中国妈妈的
唐诗课》中听一听快快和她妈妈
的对话，或许能从中收获最初、
最纯真的感动。

与其他诗歌读本不同的是，
《中国妈妈的唐诗课》 为我们展
现的不仅仅是一首首意蕴深厚、
淡墨晕染的唐诗，它还带来了关
于唐诗的一次次妙趣横生的亲子
对话。跟随书中轻盈而真挚的语
言，我们能够快速地进入到诗的
情境中，带着一颗天然的好奇
心，去追问，去探寻。

这是让人难以产生距离感的
唐诗课，不论身为读者的你处于
哪一个年龄段。人们总是说背诗
枯燥，殊不知诗歌实则来源于这
个世界最天真的一面，孩子才是
最好的诗人，他们简单就如“雨
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亦如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遇
见每一首唐诗，意味着遇见每一
个崭新的自己。在这本书中，我
也只愿变作一个简简单单的孩
子，用不同的视角重新去看待诗
歌中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当
读到《登幽州台歌》时，书中母
子俩探讨着“孤独”的话题。

“妈妈，孤独就是怕黑，就是灯
关了，什么也看不见。”“对，孤
独就是面对内心的黑暗，面对环
境的黑暗，面对社会的黑暗。”
就是这么平常质朴的语句，读来
却意味深长。作者在展现这些对
话的同时，能够精准地把握孩子
和妈妈的不同心理，在两个角色
之间切换自如。

与唐诗相遇，放下多余的包
袱，试着像个孩子一样去感受
吧。

（推荐书友：应瑾）

写作行为来自作家本身的内
在必然性，它不仅是写作者的自
我表达，同时也是其与自我之外
的世界沟通的独特方式，散文写
作尤其如此。周晓枫的《有如候
鸟》收录其近年来十余篇散文新
作，题材大多选择社会生活中的
基本话题，关注当下，抨击罪
恶，也赞美善良。在语词运用
上，更是一如既往的精确、自
然、微妙、真诚。《有如候鸟》
的独特之处在于保持“周氏语
调”的同时，融戏剧元素、小说
情节、诗歌语言与哲学思考于一
体，尝试完成文学的“跨界”，
充分表达了散文的丰富性与可能
性。周晓枫在自序中将这种写作
阐释为“寄居蟹式的散文”——

“掏空小说的肉，用更坚实的盾
壳保护散文，向更深更远处探索

散文写作的可能性。”
《有 如 候 鸟》 中 辑 录 的 文

章，内容涉及广泛——暴力、失
忆、恶念、欲望、食物链、逃离与
回归，这些小说家也难以把握的
锋利尖锐的主题，作者却力图用
散文的方式来重构、解读。在《初
婴如洗》一文中写道，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与不断丧失的记忆之间的
对抗，曾经的惊心动魄与念念不
忘在下一个瞬间被遗忘，从而提
取出“记忆对于自我既是所持之
物又是所失之物”的深刻命题；而
将近 5万字的《离歌》从屠苏之死
入手，通过层层解剖，挖掘出悲剧
之外的细碎人事，用散文笔调诉
说人物内心的挣扎、妥协与无
奈。在屠苏的悲剧人生之下，作
者探讨的正是被隐藏的人性。

周晓枫在后记 《关于写作》
中说：“唯有诚实运笔，表现自
身的混沌，我们才能把脆弱转换
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唯有完成
这个阶段，我们所追求和达至的
温 暖 ， 才 具 有 真 正 的 不 毁 之
力。”读罢此书，笔者已然被作
家内敛而尖锐的文字所震撼。

（推荐书友：严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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