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痕 墨

书如其名，作者刘勃所探究的
“传奇中的大唐”，既存在于彰显唐
人最高文学才华的“传奇”体例中，
也不曾脱离新旧唐书这类严谨端
正的史学文字。他让真实的历史环
境和奇幻的文学世界互为镜像，呈
现了千年之前朴素的现实和唐代
文人们寄存在那些美丽篇章中的
浪漫想象。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传奇的地
位很高，有人将其和唐诗并列，称

为“一代之奇”。也有人将其与明清
时期的白话小说并举，认为它们共
同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两大高峰。
其实，唐传奇之所以能呈现瑰丽神
奇的唐风唐貌，最离不开的是它的
创作环境——那个具有宏大气魄
和优雅风致的王朝。

首先，唐传奇的作者大多是
当时极为优秀的诗人或散文家，
有些还是著名官僚。陈寅恪先生
就 认 为 中 唐 传 奇 的 盛 世 ， 是 韩
愈、白居易、元稹等搞古文运动
和 新 乐 府 运 动 的 文 人 打 造 出 来
的。当时的文坛名士并不觉得创
作 此 类 作 品 有 何 不 妥 ， 比 如 写

《任氏传》 的沈既济就说自己创作
传奇，是为“著文章之美，传要
妙之情”，言辞间颇有自豪意味。

其次，唐传奇的文笔奇佳，
可说是用最精粹、典雅、简明的
文言书写的。《柳毅传》 中写钱塘
君那段，“语未毕，而大声忽发，
天坼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
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
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
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
下，乃擘青天而飞去”，可谓自带奇
幻大片的既视感。之后柳毅的诗，

“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
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
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则

带有楚辞韵味。既追忆了龙女在泾
河边的孤苦，也表达了洞庭君父女
重逢的喜悦，还抒发了自己思念家
乡依依不舍的心情，写得比那些
明清小说里的口水诗好多了。

再次，唐传奇也有一定的史
学价值。《李娃传》《任氏传》 里
对于长安城里坊的描写，能与很
多 史 料 记 载 和 考 古 发 现 相 互 对
照、印证。《霍小玉传》 中对李益
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介绍也相当
详细，能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

反映在唐传奇作品中的很多
理念，说明当时文人的思想开放
程度远超后世那些被宋明理学束
缚的小说作者。《虬髯客传》《红
线传》《聂隐娘》 等虽算不上悲
剧 ， 却 也 没 有 为 了 迎 合 读 者 趣
味，走曲终奏雅的俗套路子，故
事结局更多是随着主人公的性格
特点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自然形成
的。唐传奇在塑造人物个性上也
是一绝。《莺莺传》 中的张生聪
明、英俊，可这也没能遮掩住此
人始乱终弃的秉性。张生在玩弄别
人的情感后，还想方设法让自己占
领道德高地，避免被大众舆论谴
责。《霍小玉传》 中的李益也有鲜
明的人性弱点，冲动让他付出代
价，软弱又使他无力承担责任，
偏偏李益骨子里还蛮老实，困境

来临时不知道耍滑头，在伤害霍小
玉的同时，自己内心也饱受折磨。到
了《柳毅传》，落第书生的见义勇为
和俊爽热忱跃然纸上。至于红拂女、
红线女这样美丽聪慧、敢作敢为且
并不一味娇滴滴的女子形象，似乎
也只可能出现在有着硬朗风气的唐
传奇中。哪怕是被抛弃的崔莺莺，多
年后在张生要求再见一面时，她果
断拒绝，写出了“弃置今何道，当时
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这样坚强透彻的诗句来。她既不会
用死亡来昭告自己的爱情遭遇，也
不愿和负心汉再有任何拖泥带水的
牵连。在人格气质上，真是完胜那
些死活走不出情感阴影的所谓“痴
情女子”。

唐传奇中的很多优秀篇章对后
世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有着各
方面的深远影响。比如白行简的《李
娃传》就不仅开创了“才子佳人”的
小说模式，也开创了“落难公子中状
元”的情节模式，后来的《玉堂春落
难逢夫》等作品就是对它的一种

“高仿”。
唐传奇全方位展现了大唐之社

会纷繁和人心幽微，采用了文学特
有的虚实手法，彰显了一个时代的
风骨面貌和精神态度。鲁迅先生曾
赞誉唐传奇为“唐代特绝之作”，
实非溢美。

千年之前的朴素现实和浪漫想象
——《传奇中的大唐》读后

给每个孩子戴上一串时光珍珠
——评《写给孩子的宁波历史故事》

《春时樱，秋时叶》是日本作
家德富芦花的散文集，共 97 篇，
11 万字，配有 43 幅插图，是著
名版画大师川濑巴水所绘。全书
分春夏秋冬四辑，篇数不一，春
最多，夏最少。作者记录了“自
耕自食，晴耕雨读”的美好生
活，也写尽了四时之景：春天樱
花飘落，夏天飞雨蒙蒙，秋天红
叶映水，冬天富士雪重。

德富芦花是小说家和散文
家，他的文字简约精练，且多短
句，多用四字，像散文诗。他观
察仔细，比喻巧妙，文风清秀。
他的描述画面感很强，读此书可
让我重温儿时的农村场景。日本
历史上长期受汉文化影响，很多
风俗和我们接近，如书中提到了

十多个节气。而吃艾饼等食俗，
则和江南吃麻糍、青团等相似。
日本人也吃野菜，如 《春七日》
一文中提到的鸡儿肠，一查资
料，就是宁波人所说的马兰。他
们汆水就吃，所以苦味很重，宁波
人将其与肉丝、笋丝一起炒，就美
味多了。《碧色的花》一文中的露
草，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鸭跖草，晨
时带露开放，中午凋谢，色碧如
玉，短暂而凄美。《梅雨时节》的开
头这样写道：“雨，下下停停，停停
下下。鸦啼蛙鸣，争唱雨晴。”不禁
想起宋代诗人赵师秀的诗句：“黄
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迎魂火》写的是盂兰盆节，
这是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的佛教祭
祀节日，道教中则将这一日称为
中元节。作者描写日本人在河边
烧稻草的场景，让我想起儿时在
老家插地香的习俗。《大河》中，作
者站在大河畔，直接引用孔子的
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来表
达心中的感慨。

（推荐书友：仇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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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赏词如风——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Ⅰ》

《春时樱，秋时叶》

《就这样走到了故乡》

每一个试图品词的人一定对
词有发自肺腑的爱，在王立群先
生的文字中，读者不但能够从炼
字、情感赏析两个方面了解词作，
还可以通过作者对词人的生平、
词作的社会背景及词中所蕴含的
历史文化的延展与解读，深层次
领会词作的内涵。除此之外，作者
还贴心地增加了“美词玉屑”一
栏，将相关的典故原文、诗词链接
及名家词附在文后，让读者收获
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

从李白到李煜，从林逋到李
清照，从岳飞到徐君宝妻，《赏词
如风》共收录了唐、五代、宋代词
作 35首，其中既有李煜、苏轼、李
清照、辛弃疾等名家经典之词，也
有不太为读者熟悉的赵令畴、徐
君宝妻等人的优秀词作。王立群
先生用极为细腻的笔触表现了自

己对每首词作的独到见解，凭借
清新优美的语言和精辟深刻的观
点，娓娓讲述词人们的故事。

本书选取的大部分作品是宋
词，宋词是一朵美丽的情花，也
是一个繁华古城的剪影，这个古
城就是开封。那里孕育了太多绮
丽的情思，词人在此挥洒笔墨，
一首首旖旎婉丽的词作便跃然纸
上。而王立群先生就是一位从开
封走出来的文化学者，这样的生
活体验无形中增加了他对宋词的
感情。他就像悉心介绍自己的故
乡一样介绍着宋词，而这种异常
熟稔的口吻也让文字充满了温
度，让读者倍感亲切。

在序言中，王立群先生感叹
道：“我们喟叹着相似的境遇，抒
发着相似的情感。他们经历过的，
我们正在经历着；他们感怀过的，
我们正在感怀着；他们遭遇过的，
我们正在遭遇着。他们的人生，便
是我们的人生。”这句话我反复咀
嚼，愈发认同，那些扎根于文字的
情怀抱负适用于任何时代。

明月如霜，好词如风。
（推荐书友：章雨恬）

《就这样走到了故乡》收录了
台湾诸多名家的散文巅峰之作，
字里行间透露的人生真味，让经
典绝响重生。

本书分“这些人，那些事”“味
道日常”“有趣生活”“浮生有
情”“某处的余温”“就这样走到
了故乡”六章，余光中、梁实
秋、林海音等 21 位台湾知名作
家以不同的风格，娓娓诉说对故
乡风土人情的感恩与怀念。他们
用至真的文字描述心底思念的家
人、日夜回忆的故乡、曾经陪伴
的朋友以及逝去岁月里的真挚情
感，掀起读者思绪上的涟漪，产
生思想上的共鸣。

林海音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日
常生活，小中见大，质朴中透着
清丽的神韵，对人性的洞悉，又
使她笔下充满温暖的理解与同

情。从《豆腐一声天下白》中对
每日早起迎接太阳的卖豆腐妇人
的关心，以及作者因无意间戳穿
收旧报纸者的假装老实而感到内
疚的心情，可以看出收放自如的
文字背后，是女性独有的细腻心
思与丰富情感。

《旧城一老人》 写的是居住
在旧城的作者叶石涛清晨散步所
见与所感。当抚摸老狗时，他不
禁自问：它是只老狗抑或我才
是；而想到喂养老狗的老妇人，
不禁思索：其实我比她更老也说
不定。作者表面上写他人，实际上
写的是自己，这种深入的自我解
剖，令人震撼且感慨良多。

本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
方，就是每篇散文都附有导读文
章，有助于深入了解作者的背景，
并对作品进行精准的分析，指出
亮点所在。

故乡，就是你走过的路和曾
经爱过的那些人。只要记忆的河
流不断，人就可以诗意地存在。

（推荐书友：朱延嵩）

江南物象的一次集结
——读邹汉明散文集《江南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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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峰

当人们说到江南时，浮现在眼
前的，是小桥流水，是粉墙黛瓦，是
石板路，是烟雨巷，是蜻蜓，是燕子，
是各种各样与柔美有关的物象……
总之，心里会有惆怅，会有甜蜜，会

有忧伤，会有喜悦，有一股说不清道
不明的情绪在心中，欲罢不能。现
在，邹汉明把这些珍珠一般的江南
物象，一个一个搜集起来，整理成一
本词典。

是的，这是一本词典，共搜集了
153 个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并加
以解释。比如 B，以 B为声母的有八
仙桌、白粉墙、白果树、蚌、布鞋；又
如 J，以 J为声母的有机埠、机耕路、
韭、旧井、旧桥、菊花。每一条解释都
是一篇散文，且自成一体。拿《八仙
桌》来说，首先给出一份解释：“江南
普通农家，每户一张。厢屋里，正中
央，八仙桌一摆，自有‘做一份人家’
的尊严。”接下去，作者用自己的经
验告诉读者，八仙桌“横竖一公尺见
方，的角四方，乌黑桌面，油光锃亮；
四条笔直的桌脚，正好与桌面垂直。
桌子下面靠边处的牙板，雕刻着吉
祥的通俗图案。”接着，说到八仙桌
的年代和来历，大概在明代已成定
制，与八仙过海的传说有关。又说到

《沙家浜》里阿庆嫂家的八仙桌，以
及大作家汪曾祺眼中江南茶馆里的

八仙桌。然后笔锋一转，说到与八仙
桌有关的童年往事：“单以我家的八
仙桌论，朝南的位子总归我的父亲，
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一个尊贵座位
……乡下人家，只有儿子当家之后，
才可以雄赳赳坐到朝南的位子上
……所以，看到八仙桌朝南位子的变
更，一场家庭革命势必已经悄悄地告
成了。”最后，作者写到八仙桌的没落
是由于圆桌的出现。圆桌的好处在于
消弭了长幼之分，大家围坐一起，气
氛自由，民主平等。

看到这里，关于八仙桌的那点
事，谁还有不明白呢。

153 个词条，153 篇散文，组成
了一本《江南词典》，每打开一篇，就
能了解每个词条的来龙去脉和与作
者记忆有关的往事。邹汉明从小生
活在塔鱼浜，这本词典就围绕着塔
鱼浜这个江南小村展开，江南的风
情也随着这 153 个词条，像一阵风
细细地朝你吹来。

江南的地理概念最早出现在先
秦两汉时期，后来江南即指今上海、
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

西东北部等长江中下游以南的部分
地区。历史上，随着中原汉人大量南
迁，江南成为一个美丽富庶的地区，
以才子佳人以及生活富庶著称。这本
书像一艘夜航船，带着读者往深处驶
去，驶入江南的腹地，驶入名不见经
传的乡野之地，驶入寻常庭院，对着
一堵白粉墙，打捞起遗失在江南民
间的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作者把
个人命运揉入整个南方乡村繁杂的
历史与命运之中。看了序与跋后，知
道作者邹汉明以诗成名，怪不得每一
篇散文既有深入的诗学认知，也有飞
扬的诗韵意象。

方言的运用令人尤为亲切，我
与作者同处吴语系，看到这些方言，
就像回到了家乡。比如的角四方、落
雨天、日脚、呒啥吃头，又如精瘦毕
骨、踢脚绊手、崭新壁笃、污泥出黑，
不用解释，就知道说的是什么了。

作者在纸上为家乡塔鱼浜建起
了一座博物馆，把文心、史识、乡
土情怀融入其中。这本书既可以视
作一本词典，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心
灵史。

午 歌

大学毕业后，我孤身南下来到
离家 1000 公里的宁波发展。那会
儿，但凡有亲戚来宁波出差，总免不
了替我奶奶苦口婆心地劝几句：“这
城市怎么样啊？早点找机会回老家
工作吧，一个人在外面太孤单……”
次数多了，我渐渐有了觉悟：接亲戚
下火车，不等他们找机会开口，我先
带着他们穿过共青路，沿着长春路、
三支街围月湖走上一圈。

“这里真美啊！”亲戚说。
沿途我随手指点，边走边说：月

湖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有 1000 多
年的历史；王安石在这里做县长的
时候，还在月湖边聘请大儒讲学，
号称“庆历五先生”；那边白墙之
后的建筑是天一阁，明代的私家藏
书楼，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
再看那边的柳树，“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写这首

《咏柳》 的贺知章，年轻时就在这
湖边读过书，说不定咏的就是眼前
的这棵柳树呢……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历史
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

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昔的迹象，
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时间的洪
流一去不返，身处同一地域的我们，
如果不了解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
事，是一件遗憾的事。幸好，我们的
祖先有记录历史的好习惯；幸好，宁
波这片土地，是诞生好故事的热土。

这部《写给孩子的宁波历史故
事》，从孩子的思维认知入手，以简
洁的笔触、翔实的史料、鲜活的情
志，系统梳理了从 7000 多年前的
余姚河姆渡文明到宁波解放前夜的
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大儒、清
官、商贾、高道、神僧、名将、志
士仁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慨歌天
下，忠魂相照，共同缔造了波澜壮
阔的超时空舞台大剧，足以让生于
斯、长于斯的人们铭记、颂扬、骄
傲。因此，让孩子或父母陪伴孩子
共同阅读这样一部简明而系统的历
史人文读本，极具教育意义。

读历史的孩子有格局，读历史
的家长不焦虑。

王应麟 9 岁熟读“六经”，18 岁
考中进士，在众学子一心追逐功名
之际，他潜心治学 16 年，成为南宋
近 50 年中唯一考中“博学宏词科”
的进士，终成一代大儒。

王阳明 5 岁时还不会说话，11
岁时立下大志——“人生的第一等
事就是读书，做圣贤，做圣人！”28
岁，他考中进士，35 岁时却受诬陷
下昭狱，被贬谪贵州。然而他一生勤
勉为学，屡立战功，终成为明代“立

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圣人。
阅读这样的历史故事，能激发

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
也让家长们明白，每个人有不同的
生命节奏，宁静致远的人生同样光
华剔透。

读历史的孩子心灵美，读历史
的家长重德育。

在《写给孩子的宁波历史故事》
中，作者用大量笔墨记录了历史长
河中的清廉好官和博学大儒：高风
亮节的严子陵，刚正不阿的陈秀实，
爱民如子的王安石，一身正气的方
孝孺，宁折不弯的张苍水，赤胆忠心
的黄宗羲……这些高尚的灵魂，在
为学、为官的沉浮颠簸中，矢志不
渝，散发着足以穿越千年的心灵之
光。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
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
醒一个灵魂。”我相信，书中总有一
颗高贵的灵魂能感动孩子，照耀孩
子，让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走得更
稳健，更辽远。

宁波城的历史也是一部波澜壮
阔的治水史诗。833年，王元暐兴建
它山堰水利工程，不但保证了南塘
河流经的千亩良田的灌溉和宁波城
的淡水供应，还能在汛期调节水量，
守护一方平安；1047 年，王安石担
任鄞县知县，率众治水，“限湖水之
出，捍海潮之入”，既保障了农业灌
溉，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岸绿水清、

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美誉的东
钱湖；1259 年，吴潜主政宁波，通过
实地勘察水位，在府治附近的平桥
边，开创性地设置了一块监测水位
的石碑“水则碑”，有效地发挥了汛
期预警的作用。水利兴则天下定，一
代又一代的宁波人，传承着治水大
业，今日的港城才得以在避水之害、
兴水之利中续写历史、传承文明。

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也是触手
可及的。诚如本书序言所说，书中
的故事“如同一粒粒的珍珠，用时
间的线串起来，串成一条珍贵而美
丽的项链。”这无疑是送给孩子们
最好的礼物。

读懂了一座城的历史，便能读
懂一座城的现在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