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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翅与花椒》的作者扶霞·邓
洛普是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
她的中文名叫“扶霞”。1992 年，扶
霞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补
助，到四川大学留学一年。这期间
她对中国美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访遍成都大小餐馆，又游历大江南
北，边走边吃边记录。

扶霞对中国美食是痴迷的，她

爱刨根问底，有时为了解某一食材
的原产地，舟车劳顿到偏远地区考
察。比如跟着四川大学的一个博士
生到他的老家甘肃农村体验年俗
文化；到扬州古城吃一顿炒饭；十
月份到江苏阳澄湖一日游，只为品
尝大闸蟹；在北京待上几个星期，
与故宫的管理人员喝茶聊天，为的
是研究皇家烹饪；在福建的路边餐
馆，她想感受最地道的蛇肉吃法，
就请老板杀了一条蛇。老板把蛇血
和蛇胆分别放进两杯烈酒里，她也
喝下去了；川菜里有一种香料叫花
椒，最正宗的花椒产自四川省西南
山区汉源县清溪镇，扶霞长途跋涉
而去，在田间地头听当地农民介绍
花椒的种植与采收，还买了半公斤
带到英国去。此外，她翻阅中文资
料，从《诗经》中得知花椒的象征意
义是“多子”，从其他史书中了解到
汉朝皇妃们的寝宫之所以叫“椒
房”，是希望能“子孙绵延”。也许，
很多中国人对花椒的了解还没她
透彻。

《鱼翅与花椒》的每一章节后
面附有一道中国名菜的详细做法，
比如回锅肉、鱼香茄子、毛氏红烧
肉、木瓜炖鸡等。扶霞还出过两本
英文版的中国菜谱，分别是《四川

烹饪》和《湘菜谱》。在《鱼翅与花
椒》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自己为写
作这两本菜谱深入四川、湖南农村
采风的经历。

扶霞同样执着于学做中国菜。
她说自己“对川菜火一般燃烧的热
情，鞭策着我不断调动自己的耳朵
和舌头，迅速地学习着方言”。作
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高才
生，扶霞在语言学习上有着独特
的优势，当然，她学四川话是为
了研究川菜，习得厨艺。在四川
大学一年的留学期满后，她申请
延长在中国的逗留时间，到成都
的 一 所 烹 饪 学 校 自 费 学 习 三 个
月。烹饪学校里通常是 10 人一组
操作，扶霞这一组的另外 9人是小
伙子，他们对一个外国女生学习
川菜很不以为然，一个小错误就
能引起他们欢天喜地的嘲笑。但
扶霞是认真的，比如她可以娴熟
自如地使用菜刀：“菜刀不仅是用
来切菜的，较钝的刀背可以用来
捶 肉 ， 捶 得 松 松 的 好 做 成 肉 丸
子。木把柄的头可以作为槌杵，
把花椒放在小盅里研磨成粉。刀
的两面和菜板配合，可以用来拍
姜，让姜汁渗出。刀面可以当铲
子，菜板上有什么东西，都可以

铲起来丢到锅里……”返回英国
前，她还特意到成都的一个菜场里
买了把菜刀带回家乡。

烹饪学校一周上六天课，扶霞
仍然不满足，空闲的时候，她到处
探寻馆子和小吃店，请求老板让她
到后厨偷师。经得同意后，她就站
在炒锅旁边飞速地记录着。一些小
饭店不愿意让人参观后厨，她就软
磨硬泡。有家豆腐主题餐馆的老板
说，你进去先给我们做个菜吧。她
二话没说，走进厨房，做了一盆麻
婆豆腐。现场的几个厨师品尝后，
一致认为做得还可以，于是老板答
应 她 “ 想 在 厨 房 待 多 久 就 待 多
久”。烹饪学校的课程结束后，扶
霞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攻读中国
研究方向的硕士，她撰写的毕业论
文是关于川菜的。

之后几年，为了研究中国美食，
也为了写作《鱼翅与花椒》，扶霞又
多次来到中国。记录菜谱以及见闻
心得的笔记用掉了 130 多本，这些
笔记本叠起来应该比人还高。我想，
无论是谁，无论学什么，如果学习笔
记积累 130 本的话，肯定是某一领
域的行家里手了。如今，很多老外把

《鱼翅与花椒》看作是一本旅游指
南，来中国时会带上它。

一个剑桥女生舌尖上的中国
——《鱼翅与花椒》读后有感

写作，像呼吸一样自然
——作家张晓风甬城分享《不知有花》

《抵达内心的歌谣》 是李广
平先生跨越 30 年的流行音乐随
笔。作为著名音乐评论家、音乐
制作人、词作家，他从自己的经
验和专业角度出发，全面剖析和
描绘了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的发
生与成长、发展与成就。他以深
厚的音乐素养和文化底蕴，深入
理解民族音乐的精、气、神以及
流行音乐的特质。他用文字带我
们近距离感受每首歌曲的诞生、
歌曲背后的故事以及每一位音乐
人的成长历程，其中包括刘欢、
王洛宾、梁弘志、罗大佑、周华
健、汪峰、李春波等。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聆听生命”是对音乐人的挖掘
和对音乐能愈合伤痕的感动。第
二部分“抵达内心”阐述音乐能
与听众产生共鸣。总的来说，第
一、二部分侧重于音乐创作、编
曲旋律等内容。第三部分“心跳
歌唱”侧重于声音，是关于歌者
表演的分析，举了许多歌手的例
子。第四部分“往事如歌”则是
作者回忆自己年轻时的流行音
乐，在每一首歌曲中能读出青春
故事和往日心境。

全书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
述及“城市民谣”“摇滚”“民族
音乐”“中国风的音乐”以及其他
的一些流行乐，一步步让读者领
略 30 年来中国流行乐的风云变
幻。李广平先生把流行乐重新拉
回到平凡人的生活中，道出喜怒
哀乐，直击听者的内心。

（推荐书友：王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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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梢上的中国》

《抵达内心的歌谣》

《日用之道》

学者梁衡先生长期从事新闻
工作，业余时间热爱写作，出版了
多部作品集，并有九卷本《梁衡文
集》行世。当年他的《数理化通俗
演义》面世之后，可谓洛阳纸贵，
重印 30 余次，至今仍是畅销书。
近年来，梁衡先生跋山涉水，参照
典籍，寻访、记录中国古树的前世
今生，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创
作了这部具有通达视野的《树梢
上的中国》，值得一读。

《树梢上的中国》收录了 20
余篇美文，从远古写到当代，相互
勾连，前后贯通，以神州大地上的
人文古树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
一段邈远飘逸的往事。一棵古树，
在林业工作者眼中是一堆木材，
在科学家眼中是一个气象数据
库，在旅游者眼中是一幅风景画，
而在梁衡先生眼中是一部历史教

科书。记录历史的形式多种多样，
通常会想到语言文字、历史文物，

《树梢上的中国》却从另一个角度
观察古树，认为树木是语言文字、
历史文物之后的第三部人类史
书。作者在《百年震柳》中感慨：

“地震揪断了它的根，却拔不尽它
的须；撕裂了它的躯干，却扯不断
它的连理枝。”

人与树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
段，由单纯使用的物质关系、保护
环境的生态关系逐步转向保存历
史的人文关系。中华文明之所以
博大精深、绵延不绝，就在于文化
的多元与统合。其中，森林文化与
人类共生共息，承继千年而未中
断。在书中，作者考证严谨，见解持
正，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人类
今日面临的问题与处境，创造性地
提出了“人文森林”理念，从文化层
面协调人与森林的关系。

精心之作，必然传之久远。
阅读这些古树特写，如能唤醒人
类沉睡已久的植物情怀，心灵向
自然回归，是古树之幸，也是人
类之幸。

（推荐书友：戴骏华）

作为设计师、策展人的高一
强“深话浅说”，通过日用器物
来思考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当然
更多的是传达了他的个人情怀。
本书涵盖“以物抵心”“日用之器”

“日用之道”“文化转徙”“看见设
计”“日用之美”六个方面内容。

在作者看来，器物之中，藏
着生命，藏着文化，也藏着变
迁。而生活的美，藏于器物之
中，更存在于我们和它们的各种
纠葛中。他讲述《惺惺相惜暖水
壶》的故事，从很多年前在姥姥
家见过的那个陶瓷暖炉起笔；

“午后，坐在窗下，阳光透进来
……一团绒线，两根织针，线团
随着织针的飞快穿梭滚动着，这
或许是最自然最美好的生活场景
之一吧。”《织毛衣》能勾起一代
人的集体记忆；“坐在后座上，
双手紧握住车架。遇到颠簸的路
段，父亲总会提醒，坐稳了，抓
牢了……”作者在《自行车承载

过我们的青春》里的描述，让我们
意识到，日用器物的美好价值取
决于它在生活中是否真正被使
用，并留下或温暖或懊恼的回忆。

在“看见设计”这一章节
中，融入了作者更多的专业性思
考。他提出，今天当我们越来越
依赖物品来感知现实世界、确定
身份和位置的时候，其实只消费
了一样东西：梦想中的我。所有
的商品需求都带有一个基本属
性：通过拥有来构建自我。也就
是说，我们在选择器物的时候，
真正的受众恰恰正是我们自己。
器物对于我们，是自我价值和审
美的投射，也是区分社会位置的
符号。

日用器物的美，是随生活所
需而产生的。例如一口铸铁锅，
要经得起持续高温的考验，也要
满足冷水的瞬间冲击，还要应对
使用过程中的各种不小心磕碰。

“器完而不饰”，每个日用器物以
简单的造型、朴素的材质，呈现
着日用之美。作者感慨道：“无
心之美，时日动人。”这种美不
需要伪装，正如洪晃在序言中点
评的：“ 《日用之道》 对我们生
活最有意义的就是回归到中国文
化中去寻找时尚的感觉。”

（推荐书友：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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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 寓教于乐
——读《葛仙翁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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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人说

记者 陈青 通讯员 胡燕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
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10
月底，著名散文家张晓风携《不知有
花》现身宁波书城、镇海蛟川书院等
地，与甬城读者面对面。这位年近八
旬的女作家谈起阅读和写作神采奕
奕，“写作像呼吸一样自然”。

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的张晓
风，曾教授国学及文学创作 50 余
年，2009 年获中国文艺协会散文创
作荣誉文艺奖章，为享誉华人世界
的古典文学学者、散文家、戏剧家和
评论家；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吴三
连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

《你还没有爱过》《这杯咖啡的温度
刚好》《星星都已经到齐了》《送你一
个字》《玉想》以及戏剧《武陵人》《和
氏璧》等。

张晓风是空灵、精致的象征，读
她的文字，就像置身于一场唯美的音
乐会，能感受到温暖而美好的情绪。
余光中曾撰文《亦秀亦豪的健笔》来
赞扬张晓风的文学成就。蒋勋也写过
关于张晓风的文章，“这些近30年前
读过的文字，在春茶的新新的喜气得
意的滋味里，一一在沸水中复活了。”

“17 岁开始发表作品，一甲子
过去了，也没有去算到底写了几
部。”在张晓风的概念里，10本戏剧
做成一本集子是一部，如果作品翻
译成英文等其他语言的只算原来的
那一部。这样算来，她说自己差不多
有30部书。

此次甬城之行，张晓风带来的
是散文精选集《不知有花》，收录了

《初心》《不知有花》《遇见》《常常，我
想起那座山》等文学价值极高的文
章，还特别挑选了《行道树》《我喜
欢》等入选语文教材的佳作。从儿女
情长到山川河流，从季节轮回到人
生曲折，她用温暖而有力的文字，阐
述了生命的丰盈与饱满。

在书中，她传达了一种思想
——学会寻找生活中那些微小的美
好，懂得从生活的各个角落感悟意
义的存在。她写道：“每一种生物都
尊严地活着，巨大悠久如神木，神奇
尊贵如灵芝，微小如阴暗岩石上恰
似芝麻点大的菌子，美如凤尾蝶，丑
如小蜥蜴，古怪如金狗毛，卑弱如匍
匐结根的蔓草，以及种种不知名的
万类万品，生命是如此仁慈公平
……”读来既有柔软的细腻感，又充
满了情怀和力量。

关于散文创作，张晓风说：“作
者写散文，重点是想要表达诗意。比
如苏东坡的《赤壁赋》，我们是把它
当散文看待的，其实苏东坡是想要
表达他的诗意。”她认为 2000 年来
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在散体的文章里
体现浓浓的诗意。然而随着实用性
很强的白话文的出现，文章跟诗意
的距离远了，她想做的是把中国传
统的诗意找回来。

她说，造就一个真正的散文家
需要各方面的条件和滋养。“要有一
些西方文学的知识，如果英文、意大
利文不好的话，至少要读翻译的作
品。此外，要吸收文言文的典雅和纯
粹。也不要忽略民间的语言，民间的
语言有时候非常动人。”

第一次来宁波的张晓风，请陪
同的工作人员用宁波话说“闲话一
句”，并和上海话的“闲话一句”做了
比较。“两种方言是差不多的。我觉

得这句话非常美啊！你看，我跟你生
意场上来往，不要打契约，不要见证
人，我们就是闲话一句，明天你给我
送多少货来，哪天我给你钱，就是一
句话！这是多么大的文化力量在背
后支撑。可能50年前、100年前说这
句话的人不识字，但是他能说出这
样的话来，就是民间语言的强大之
处。”

在张晓风的散文中，能看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她对生活的细
腻观察。她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我
比一般女性辛苦很多，尤其是年轻
的时候，睡觉时间很少，因为要应付
各种稿约。我的信仰是人活着不都
是为了自己，只要我做的事对别人
有好处，那对我也是一种收获，也就
值了。”

面对是不是还在坚持写作这一
问题，张晓风笑着说：“写作是一件
自然的事，就像呼吸一样。我不会坚
持呼吸，但我会一直呼吸。”她至今
保持每天阅读的习惯，“这次为《不
知有花》举行签售，要出来 9天，对
写作是一个打扰，但也有收获，可
以借此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

60 年，她就是怀着这样的心
态写作，理解文学的其中一个作用
就是重温生命里的某些经验，就像
免费吃到第二球冰激凌那么愉悦：

“我们需要一个形象来画给自己
看，需要一则神话来说给自己听：
千年不移的真挚深情，阅尽风霜的
泰然庄矜，接受一个伤痕便另拓一
片苍翠的无限生机，人不知而不愠
的怡然自足。”

时 中

民间传说通过民众口头创作和
传播来反映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
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传奇，给
人以精神享受，有着独特的魅力。
同时，由于传说中寄寓着民众的世
界观、道德观和社会理想等，因此
对当今人们的生活仍有着很大的教
育意义。由北仑区文广新闻出版局
组织编辑、宁波出版社出版的《葛
仙翁的传说》，就是在民间传说这
块丰沃土壤上开出的一朵鲜花。

东晋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和
医药学家葛洪曾经在北仑灵峰炼丹
传道，为民施药治病，由此被当地
人亲切地尊称为“葛仙翁”，并留下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葛仙翁的
传说》一书由北仑区民间文化工作
者和爱好者在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基
础上汇编而成。全书分《善行义举
传说》《行医施药传说》《民间敬仰
传说》和附录四个部分，共收录了
50则故事和4篇相关文章，是对葛
仙翁传说的一次集成，能够让广大
读者对葛仙翁这个人物有更加深入
的了解，并从他的故事中获得感悟
和启发。

如《背母逃生》《望洋岗的由来》
《草鞋赠乡亲》《桃芽济贫困》等故
事，刻画了葛洪孝敬长辈、关爱邻
里的感人形象，传递了中华传统美
德。书中还用较大篇幅记载了葛洪妙
手造福百姓的诸多故事。每年农历七
月初七，北仑很多地方的女子有采摘
槿树叶洗头的习惯，而这个风俗的源
头就在葛洪。《巧用槿树叶》中讲到，
当初葛洪与母亲在瓶壶山居住，边上
有一种灌木，采下叶子揉捏几下就会
散发清香，用它洗手后双手光泽清
凉。于是，葛洪就揉捣出许多汁水，用

盆吊在屋檐下。葛洪母亲不小心撞
到，满盆的叶汁泼在头上。葛洪唯恐
伤及母亲，急忙为她洗去头上的叶
汁。不料这一洗，居然发现母亲的头
发变得光亮柔软、乌黑清香。从此，
用槿树叶洗头就成了此地风俗。这
样的民间故事，读来自有一股温情。

在《千年灵峰葛仙翁》一文中，
提到了葛仙翁的传说对后世的深远
影响。宁波籍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研
究员屠呦呦提取了青蒿素，对国际上
的各型疟疾，特别是对抗性疟疾具有
特效，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屠
呦呦自幼耳闻目睹葛仙翁文化的兴
盛和传播，了解中医中药治病的奇
妙，并从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一个
医治疟疾偏方中受到启发，最终提炼
出了青蒿素。这可以说是对葛洪医
学文化传承的最生动实例。此外，

《捣药抗疟疾》《莘草治疟疾》《野草
疗腹泻》等文章，讲述了葛洪当时用
各种草药治病救人的故事。

民间文艺家乐炳成、王重光在
他们合写的《葛洪遗迹与民间信仰

文化》一文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进
行了深入思考：葛洪采药炼丹、遍
游天下，毕生著述达 600卷，对化
学、医学有卓越贡献。他被列入影
响中国的 100个重要人物。葛洪留
下足迹的灵峰，承载着葛洪信仰，
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民间传统文
化。相对精英文化和典籍文化，民
间传统文化是大众用心灵和双手自
发创造的一种生活文化，是世代相
传的文化财富。

《葛仙翁的传说》通过生动的故
事，进一步弘扬了葛洪所代表的中
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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