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灵恩

“溪山明且秀，美景如越中。
投竿属清夜，扁舟若乘空。波流
澄素光，丝纶飏微风。绝胜寒江
上，急雪欺孤篷。”这是明代诗人
许继在他的 《观乐生诗集》 里描
写“剡溪钓月”的诗句，似一幅
水墨画缓缓展开：孤翁垂钓，一
竿下溪，悠哉闲哉；一叶扁舟，
顺流而下，如同空中的飞鸟……

“剡溪钓月”是千年古村宁海
前童镇竹林村“八景”之一。举
凡村落，多有“八景”之谓，如
前童八景、上金八景等，似成定
例。竹林村其他七景曰：“覆船晓
日”“松屿晴岚”“石屋栖云”“平
原 牧 唱 ”“ 下 岭 樵 歌 ”“ 兰 若 僧
归”“槐堂客宴”。

许 继 ， 字 士 修 ， 自 号 观 乐
生 ， 宁 海 人 ， 生 于 元 至 正 八 年

（1348 年）。曾经做过台州儒学训
导，敏而笃学，精思力学，后咯
血 ， 卒 于 明 洪 武 十 七 年 （1384
年），时年仅 37岁。他是明代大儒
方孝孺的笃志尚德之友，方孝孺
为他写了 《许士修墓铭》《观乐生

传》《祭许士修》《枯木图寄许士
修》 等诗文，并收录进 《逊志斋
集》。或许受这方水土的吸引，或
受掌修谱牒主事者之邀，或受友
人 盛 情 之 托 ， 许 继 留 下 了 难 得
的“竹林八咏”的组诗。

那么，许继是如何描写他眼
中不一般的竹林的呢？还是先从
他的《覆船晓日》说起：

神僧昔浮海，覆舟耀灵踪。
不随沧溟去，化作青芙蓉。

宿云晻暖深，夜雨苍翠重。
扶桑炫初旭，辉辉在高峰。

由神话传说入诗，是诗界创
作的一大传统，这无疑大大拓展
了诗歌的题材，强化了诗歌的审美
情趣，尤其丰富了咏景诗的人文意
趣。诗人从神僧浮海这个意象出
发，历经覆舟、耀灵，最后幻化成青
芙蓉，高高地矗立在村之东北的一
带远山上，从而固化成一个亘古不
变的景致。覆船山因仙而名，借其
谐音成“福泉”，也就有了后来的福
泉禅寺，不能不感谢诗人这番出奇
的想象与创意。

《松屿晴岚》 也是咏竹林八景
之一。诗云：

亭亭霜雪干，隐隐烟霞岛。
孤绝幽势多，澄湾下相抱。

暝光淡将夕，霁色浮初晓。
时有辽东鹤，飞来海天窈。

这首诗描写冬日里的竹林，
皑皑的雪霜仿佛把静静的村落变
成了一个烟霞岛。依稀有几户人
家袅袅的炊烟透露，这里是世外
桃源。有几只孤单的鹤禽自北边
飞来，迁徙路过……

《平原牧唱》 这首诗，清新上
口，诗曰：

长林带丰草，旷衍二三里。
纷彼放牧儿，村谣忽中起。

声将夕风远，迢递来山市。
取乐唯任真，宁复谐宫徵。

这诗美在童真童趣，蓝天、
白云、绿草地，风声、歌声、嬉
闹声，低头吃草的牛羊群，欢快
追逐的牧童，这些元素叠加在一
起，本身就是一帧绝美的图景。

再来看诗人的《下岭樵歌》：
石磴绂绿苍，负薪下层峭。

歌声相应发，山木闪残照。
近惊幽谷响，远答清猿啸。

欸乃江上音，烟波岂同调。
如果说 《平原牧唱》 是写实

风格的话，《下岭樵歌》 则有着大
写意的意味。幽谷之响与清猿之
啸相对比，营造出山深岭峻的感
觉。结语又应上“欸乃一声山水
绿”的视觉效果，这就是大自然
的魅力。

《槐堂客宴》诗云：
南柯郁云青，庭户荫遗芳。

高堂多豫暇，爱此清昼长。
熙熙集群彦，衎衎陶华觞。

愿言念先德，永矢在弗忘。
世居竹林村的王氏属三槐堂

系世，村里原有一座三槐堂的建
筑，是竹林王氏心目中的神圣之
地，也是族中老少商讨宗族大事
之地，更是日常聚众摆宴待客之
地。宾客盈门，高朋满座，举觞
畅饮，盛况空前。用“熙熙”形
容人气鼎盛之状，用“衎衎”形
容快乐酣饮之态，作者将“槐堂
客宴”的盛况用诗化的语言加以
再现。

时序递嬗，旧梦难寻。竹林
八景，遗踪难辨。而今，我们只能
通过诗篇凭想象去复原旧时胜景。
竹林，什么时候能铺展出一幅“新
八景”画面？这值得期待。

随时随地翻看手机，一个接
一个地参加大小会议，在便捷的
网络时代手忙脚乱，在繁杂的工
作中不断切换注意力……现代人
看起来非常忙碌，甚至在不自觉
地享受这种忙碌，但这样的忙碌
真的能转化为不可取代的生产力
吗？《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
一点脑力》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
计算机博士卡尔·纽波特尖锐地
道破真相——知识工作者 60%以
上的工作时间花费在处理此类浮
浅事务上，而这些工作不仅产出
的价值有限，还会永久性地损害
人们深度工作的能力！

作者创立了“深度工作”的概
念，意为在无干扰的状态下进行
专注的职业活动，使个人的认知
能力达到极限。

作者发现只有两类人能够在
新经济形式下成为人生赢家：一
种是能够利用智能机器进行创造

性工作的（迅速掌握复杂工具的
能力），一种是自己所在领域的个
中翘楚（在工作质量和速度方面
都达到精英层次的能力）。而这两
类人或两种核心能力均依赖于进
行深度工作的能力。要想较好地
运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各种机
器，现代人需要培养出快速掌握
复杂事物的能力。而且，掌握复杂
事物的过程永远不会结束。之后
还必须将潜能转化成人们珍视的
实在成果。成为赢家的另一项要
点是：如果你不持续产出，就不会
成功——不管你的技艺多么纯
熟，天资多么聪颖。

用更简洁的语言总结：如果
你无法深入学习，深入工作，就无
法取得成功。本书所有的讨论都
围绕“深度工作”而展开。第一部
分，作者从神经科学、心理学、哲
学等角度，客观地分析了在新经
济形势下实现深度工作的重要
性。第二部分，则系统地传授了在
日常生活中践行深度工作的具体
策略，如将深度工作纳入日常工
作进程、提高大脑的深度思维能
力、远离社交网络等。

（推荐书友：桢子）

罗鹏飞

周静书先生主编的《宁波民间
工艺精品集》，大开本，硬质凹凸
面，内芯高档铜版纸，无论印刷质
量还是装帧设计，都堪称一流。全
书辑录了宁波民间工艺界 100余位
翘楚的近 300件精品力作，绝大多
数是获过国家级和省级大奖的名家
名作。书中汇集了朱金漆木雕、清
刀木雕、骨木镶嵌、泥金彩漆、金
银彩绣、彩线刺绣、木根雕、石
雕、灰雕、泥塑、竹雕、竹编、越
窑青瓷、农民画、剪纸和其他工艺
共 16 大类的实物图像，并配有对
应的工艺种属、工艺品藏处及作者
背景文字简介。

这些作品个性独特，工艺精湛，
作品的选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共同特点是在传统中体现时代
精神，于继承中展现创新风貌，堪

称宁波民间工艺的精髓。制作者大
多身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
中朱金漆木雕、骨木镶嵌、泥金彩
漆、金银彩绣和越窑青瓷等已相继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竹根雕、农民画、剪纸、石
雕、灰雕、竹编等被列入省、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作的核心是保护与利用，保
护有多种形式，除了手把手教授技
艺的活态传承外，还可以固态传
播，譬如记录出版、陈列展示、录音
录像、收藏传世等。本书尝试借助
记录出版对非遗保护有所贡献，希
望人们通过阅读，发现器物之美以
及背后的工艺之美、匠心之美，从而
滋养出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宁波的民间工艺源远流长。
7000 年 前 的 河 姆 渡 文 化 遗 物 表
明，远古时期的先民已经能够创造
出精美工巧的象牙雕刻碟形器、线
条流畅的猪画陶器、精致美观的双
鸟朝阳纹牙雕、刀工细腻的透雕管
乐器骨哨，并且拥有精湛的木雕工
艺和漆器技艺。大批出土文物足以
证明，我们的祖先具有超凡脱俗的
聪明才智、丰富多彩的美学想象
力、旺盛不衰的文化创造力和无比

强大的艺术追求力。唐宋时期，宁
波将大量丝织品以及陶瓷、漆器、
木器、石雕等出口到世界各国。与
此相对应的是，宁波籍工匠跨出国
门，走向世界，传播技艺。

优秀的手工艺匠，首先是一位
思想者，风格就是手工艺匠自己的
背影。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器物，无
不蕴含着工匠精神。凡是精品，都
不是一蹴而就的，虔敬态度辅以琢
磨功夫，方能百炼成钢。民间工艺
经过历史的风云变幻、大浪淘沙，
积淀着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
情感。

大力弘扬宁波优秀传统文化，
留住“最美记忆”，延续民间工艺
血脉，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民间文化及传承人正在急速消逝，
抢救、记录、传播民间优秀文化，
时不我待。毋庸讳言，很多非遗的
传承者，还处于相对困难的生活状
态，尤其是散落在乡村的那部分匠
人。许多非遗项目市场萎缩、后继
乏人。非遗文化如果因循守旧、自
我封闭，不能通过市场的流通获得
造血功能，产生良性循环，其寿命
就很难长久。唯大胆创新，博采众
长，让传统焕发活力，才是最好的

保护。
尊重传统手工技艺的原生土

壤，鼓励在地创造性转化，手工创
造的天地将愈发广阔，手工艺蕴含
的文化基因也将不断得到释放。让
传统技艺重新进入现实生活，在日
常中绽放光华，如果能做到这一
步，非遗就不仅是精神财富，也可
以成为物质财富。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痕 墨

原以为《贝多芬的头骨》只是
一本比较另类的西方音乐史，读完
才觉低估了它。该书将那些音乐
家、作曲家、乐师的音乐故事集中
到了一起，不管是确凿发生过的事
实，还是后人杜撰的传奇，抑或是
因为年代久远，大家添枝加叶、以
讹传讹后的真假难辨的怪谈，作者
一一叙写了出来。也许风格有些暗
黑，但完全能反映音乐天才们身上
真实的人性特质。最关键的是，此
书所载的内容是正史类高头讲章中
绝对不会出现的，也是你所购买的
音乐 CD内页中看不到的。正因如
此，《贝多芬的头骨》 里所呈现的
音 乐 大 师 们 才 是 一 个 个 鲜 活 的

“人”，而不是“人间万姓仰头看”
的音乐之“神”。

该书分“作曲家们奇特的生
死、命运”和“黑暗古怪的音乐杂
章”两部分。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
序进行介绍，从古希腊罗马时期、
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
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
时期一直写到现代时期。一方面是

“江山代有才人出”，另一方面，出
众的才华也挡不住诡谲的命运。像
古希腊音乐的代名词特尔潘德的死

亡就极具戏剧性：在斯巴达的一次
演出上，有位热心观众向他投掷了
一个无花果，以表敬爱之情。结果
特尔潘德当场被这个无花果噎死
了。还有以频繁迎娶皇后闻名的亨
利八世，对女人常常移情别恋，对
音乐的热爱倒是至死不渝，亨利擅
长演奏琉特琴 （一种曲颈拨弦乐
器 ， 流 行 于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的 欧
洲）、羽管键琴、管风琴及竖笛。
当然，出众的才华势必会影响世人
对音乐家们的态度。弗朗茨·约瑟
夫·海顿，一个一生顺遂的艺术大
师，还教出了像贝多芬这样可遇不
可求的学生，但海顿的悲剧大概要
从他的尸骨被改葬那一天算起。那
天，人们发现大师的头颅被人盗走
了。直到 150年后，海顿的头颅才
和身躯复合在一起。这中间究竟发
生了什么？无人能够详细说明。再
来看帕格尼尼，西方音乐史上最伟
大的小提琴手，当时的人们理解不
了他为何能拥有如此高超的音乐才
能，便诽谤他是“女巫崽子”，说
他将灵魂卖给了撒旦，才换来了富
有魔力的音乐力量。对此，帕格尼
尼毫不介意，他穿黑衣，蓄长发，
乘着四匹黑马拉的车子穿街过巷去
参加音乐演出，看上去还真有些诡
异。

书的下半部分是一些关于西方
音乐的杂谈，读来趣味横生。其中
最著名的当属俄耳甫斯的故事。这
位远古歌手的妻子欧律狄刻死了，
俄耳甫斯心碎之下，所唱的哀歌令
众神落泪。地府的冥王和冥后也甚
为动容，于是同意欧律狄刻重返尘
世，条件是俄耳甫斯必须走在妻子
前面，不到人间，不许回头。可俄
耳甫斯失误了，他回头一顾，从此
这对恩爱夫妻真正天人永隔。在这
个音乐神话中，其实渗透了强烈的
古希腊悲剧意象，也映射出人类挣
脱不了自身命运的痛苦情状。在西
方，古老的精灵是原始力量的象
征，这些“小人精”总爱弹起竖琴
去引诱大众。所以有种训导流传甚
广：不要被精灵音乐迷惑，一旦你
听到了这些旋律，就会舞蹈不止，
力竭而亡。至于“彩衣吹笛人”的
故事起源背景很可能是瘟疫横行、
幼童死亡率极高的中世纪。据说当
时曾有一大群老鼠来到德国北部的
某小镇，镇长悬赏找人驱鼠，结果
一个穿着彩色衣服的吹笛人，用音
乐将老鼠引到河里淹死了。然而此
人并没有拿到那笔应得的报酬，出
于报复心理，他再次吹起笛子，将
镇上的孩子引到了一座高山上。此
后，便无人见过吹笛人和孩子们

了。这部分内容很像是神话传奇中
的音乐史，有神明，有精灵，还有
吸血鬼德古拉，及各种匪夷所思的
诅咒。既然神奇的音乐诱发了人类
的无穷想象，那么浪漫美好的背
后，自然也少不了荒诞和血腥。

撇除音乐史上为尊者讳的传
统，《贝多芬的头骨》 的作者正视
了一点：怪诞和平庸一样，都是人
类普遍经历中的组成部分。所以读
完此书，与其说读者们会为那些令
人瞠目的故事着迷，不如说会更加
欣赏其内容上的丰富性。书中所
载，有的滑稽有趣，有的深刻悲
哀，有的婉转凄美……音乐大师们
也有悲欢离合和旦夕祸福，他们的
生命同样被无数不可知的因素所左
右，甚至还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难解
的音乐之谜。令人欣慰的是，那些
美好的旋律永恒，至今抚慰着世人
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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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西域简史》

《深度工作》

《幸福的最小行动》

工艺之美 匠心之美
——由《宁波民间工艺精品集》说开去

西域为汉代以来玉门关、阳
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唐代诗人王
维在 《送元二使安西》 诗中有

“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句，这容
易让人联想到西域是人迹罕至之
地。其实，在这片区域中，历史
上先后有过数十个国家，这些国
家不仅有灿烂的文明，而且还与
中原王朝有过交往。展读《西域
简史》，不禁感慨“西出阳关有
故事”。

《西域简史》的作者萧绰是定
居新疆的四川人，为写作本书，他
几乎跑遍了新疆各地，查阅了大
量的历史文献。远古时期的西域
历史，因时间久远而变得模糊，萧
绰以代代口述的传说，结合考古
来讲述。他从西域的西王母国传
说起笔，描述了周穆王西游昆仑，
和西王母见面的场景，认为西王
母的故事是西域文明的源头。传
说不一定真实，却给冰冷的历史

带来了一丝浪漫的温情。
到了汉武帝时期，西域归属

汉管辖，初有三十六国，《西域简
史》第二章《三十六国本传》就讲
述了它们的兴盛衰亡。有的国家
规模有限，甚至只有几百人，比如
车师都尉国，其规模相当于农村
的生产小组。这些国家不断发生
吞并、分裂，或由于自然灾害等原
因而消失在历史红尘中，留下了
一个个未解之谜。

楼兰是相对较大的西域古
城，在汉朝势力未到之前，属于匈
奴的势力范围。后汉武帝派兵攻
下楼兰，极大震慑了西域各国。武
力征讨是一方面，但汉及之后的
朝廷也采取了和亲政策，有力推
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

在最后一章《两汉时期的西
域三十六国风云录》中，可以看到
傅介子、常惠、郑吉、段会宗、班
超、粱慬等出使西域先行者的事
迹，他们为维持西域稳定、维护国
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
丰功伟绩见诸史册。

西域历史是中华历史的一部
分，借助《西域简史》，仿佛和那段
岁月有了真切的对话。

（推荐书友：李晋）

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一个很虚
的目标，一方面是因为标准不
一，另一方面因为它是一种主观
感受，很难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在《幸福的最小行动》中，哈佛
心理学专家刘轩试着将“追求幸
福”这一看似很虚的目标，拆解
成一个个切实可行的小行动，指
引大众提升幸福指数。

作者在书中结合积极心理学
的理论与自身多年的实践经验，
总结了 8个让自己幸福起来的思
维工具与行为方法，内容涉及培
养健康的婚恋关系、轻松克服拖

延症、积极对抗负面情绪等。刘
轩跟他的父亲刘墉一样，习惯以
小见大、见微知著，用生活中经
常遇到的实例将原本复杂的心理
学原理一一加以阐释。比如他用
男女朋友间翻看手机的行为解释
了心理学中的“确认偏见”，进
而提出“带着预设立场查看手
机，只会加剧彼此之间的不信
任，将原本和谐的关系搞得支离
破碎”。

刘轩身兼作家、企业讲师、
品牌顾问、音乐制作人和节目主
持人等多重身份，还获得过《我
是演说家》第二季总冠军，已出
版著作 12本。“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充分运
用了积极心理学，将每个目标分
解成一个个小行动，他才能以有
限的时间和精力，实现自己跨界
的多彩人生。

（推荐书友：金永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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