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流犹映昔时影
——读赵柏田《万镜楼》有感

这些年，关注健康的热度持
续高涨，社会上各种养生理论、
方法层出不穷。人们渴望身体健
康，但也愈加认识到，健康不仅
指人的身体没有疾病，人的心理
和精神也应当处于良好状态。作
为一种科学价值观，健康还意味
着人性的完满、家庭的幸福乃至
社会的和谐。

但是，再平凡的人生也会遭
遇各种挫折和痛苦。区别于我们
外在表现出的轻松、活力，内在的
病痛和伤害往往不期而至，生存
压力、悲欢离合也时常如乌云蔽
日。如何以健康观念观照、引导日
常生活，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
面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花开花

落、云卷云舒，从心开始，换种活
法——换想法，换吃法，换做法
……一个“换”字，赢得身心怡然，
可谓生活之大智慧。一如著名作
家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所说：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明白生活
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本书作者周芳女士是一位书
法家，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近年来，
她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健康养生
事业，又成为一名有理论也有实
践的健康养生专家。周芳先后主
编、出版了 《争取活过一百岁》

《生命的哲学》《快乐养生·幸福
生活》等书籍，发行了《养生有
道》电子有声读物。中国保健协
会会长吴大真评价说：“我对书
中新颖的健康理念和健康生活方
式的指导甚为推崇，感觉很有实
用性。希望这本书让更多的人受
益。”86 岁的胡永在老先生读后
赋联：“换活法促健康自得其
乐，摆事实讲道理令人心折。”

（推荐书友：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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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小小巴黎书店》

《换种活法》

《不负年少轻狂》

如封面所绘，一艘装满了书
的小船漂浮在巴黎塞纳河上，船
上住着书商佩尔杜，他独自经营
着这家叫作“水上文学药房”的
书 店 ， 并 自 称 是 “ 文 学 药 剂
师”。他相信唯有文学才能治愈
人心，他的独到之处是细致地观
察购书者和身边的人，找到他们
灵魂中欠缺的东西，再把自己视
为“解药”的书推荐给对方。

尽管佩尔杜为人体贴和善，
自律慎独，内心却深藏着不为人
知的痛苦。21 年前，恋人曼侬突
然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封信。佩尔
杜坚信曼侬抛弃了他，回故乡嫁
给了一直等待着她的未婚夫。他
以为信中只是一些无意义的措
辞，所以始终拒绝拆开这封信，作
为对失恋的逃避。21 年后，佩尔
杜因转让封存着信的桌子，意外

得悉了信中的内容。原来，曼侬当
年离开他是别有隐情的。于是，佩
尔杜当即决定驾着“水上文学药
房”，带着深深的悲伤、愧疚以及
无处安放的爱情，扬起曼侬亲手
缝制的旗子，从塞纳河出发，前往
曼侬的故乡普罗旺斯。与佩尔杜
同行的，除了船上那几只与书为
伍的野猫，还有因为灵感枯竭而
刻意逃避的畅销书作家马克思。
不久后，船上又增添了一名在旅
途中认识的满世界寻找爱人的意
大利厨师库尼奥……

佩尔杜顺水而行，一路上有
挫折也有欢乐，有忧伤也有温情
……在故事的结尾，佩尔杜半辈
子的遗憾和情伤最终得到治愈。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小巴
黎书店》的每一章节里，妮娜·
乔治向读者推荐了各类书籍，组
成了“文学急救箱”。这些被推
荐的书，提炼出疗效、适用人
群、用量和副作用等信息，令人
不由叹服作者的博览群书和蕙质
兰心。

（推荐书友：赵鲁璐）

青春是一个美妙又复杂的
词。95 后年轻作家王东辉，用
文字向我们细细描述了他眼中的
青春模样。

本 书 由 13 个 公 路 故 事 组
成，收录了人们坚持梦想不断奋
斗的经历。在南京路，在一家小餐
馆里，我们见证了两对老夫妻的
爱情故事；由无数张火车票连接
起的异地恋，让我们看到爱情的
坚毅纯净、忠贞绚丽，可惜最终却
被现实埋葬；在酒吧的灯光下，在
吉他的弦音中，人们嘶吼着对世
界的质问、对梦想的呼喊，也释放
着伤痛……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故
事，不同的感悟。“我”走过大江南
北，听过许多人的故事，看过许
多青春生长的方式。每一个故事
在“我”的青春里留下了深刻的

印记，成为“我”奋斗的动力。
这本书就像是一首献给青春

的民谣——普遍、平凡、渺小、
浪漫、热烈、哀婉、冲动、沉
重、坚韧、执着……青春有千百
种模样，终也凝成一种模样。无
论是背井离乡开拓前行，抑或是
按部就班安稳工作，青春都在为
着心之所向散发着自己的魅力。
一个又一个追风的少年，用眼泪
与坚持，演绎着各自“不负年少
轻狂”的青春。对这种力量本质
性的揭示，我想正是《不负年少
轻狂》最令人动容之处。

果戈理说，“青春终究是幸
福，因为它有未来。”巴金说，“我
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
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青
春，亦如辛尼加所说，“并不是生
命中一段时光，它是心灵上的一
种状况。它跟丰润的面颊、殷红的
嘴唇、柔滑的膝盖无关。它是一种
沉静的意志，想象的能力，感情的
活力，它更是生命之泉的新血
液。”面对青春，我们当全力以赴，
去仰望与追逐。

（推荐书友：吴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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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颐

听长辈讲从前，跌碎的瓷碗、
漏口的汤盆，他们都会小心收起，
等着挑担的匠人经过门前，叫住
了，修修补补、涂涂抹抹，还能
用。这门修补技艺，我们叫“锔
活”。日本也有类似手艺，使用朱
合漆直接粘补，加上金粉，叫“金
缮”。

金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室町时

代 （1336 年－1573 年），最初由茶
道发端，用于修复价值较高的物
品，比如珍贵的茶碗、花器或一些
古董艺术品。不过，近年来金缮修
复越来越多地进入日用品领域，乃
至逐渐形成了一种惜物的生活理
念。

《金缮》讲述的就是日常世界的
金缮故事。器物的欣赏，制造者的心
得，使用者的分享，采访者的感慨，
人与物的相亲，人与人的交流……
作者小泽典代通过系列访谈，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发掘美好而有趣的
题材。

修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
你 看 过 纪 录 片 《我 在 故 宫 修 文
物》，一定会明白其中的感受。金
缮乃至古文物的修复，不仅是技术
活，而且要求工匠有足够的知识储
备、无限的耐心和审美的旨趣。器
物的缺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怎
样利用自己的所知所能恢复它们的
原貌，赋予生机活力而且不能偏离
突兀，达至浑然天成的意境呢？每
一次修补，都是一次考验，也是一
场修行。

修碗修盆修花瓶，补盒补盏补
陶器，修补之物，皆是杂器。杂
器，是我们每天使用的物，构成了

家的基本氛围。风格、品位、情
趣、光润、温馨、柔和……翻开

《金缮》，我立刻联想到许多赞美它
们的词语。这些杂器通过光线、环
境的营造，展示着风韵与雅致，体
现了工艺的美感。而在平常的家居
生活里，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
难得用外视的眼光发现习以为常的
内在的美。

我很爱书中这个场景：三浦产
的白萝卜放在颜色相近的白色碗
里，汤是浅黄色的，浮着几条萝卜
丝。咦，金缮在哪里？顺着碗边爬
下两条金线，不细致观察很难发
觉，因为金缮早就成为物的一部
分、生活的一部分了。类似的场景
也出现在宇南山女士的年节招待席
上，没有人会认为用破的碗碟招待
客人是失礼的。一餐一饭一饮一
啄，配着金缮的器物，有着特殊的
风情。它与主人的心意、客人的默
契，十分相称。这就是日本工艺

“用之美”的要旨，也是民艺大师
柳宗悦所强调的健康之美、闲散之
美，在“用”里去体会“美”。

金缮的美，更在于化腐朽为神
奇的力量。修复后的器具，带着斑
驳的伤痕，盘曲冰裂，虬结错杂，不
循常规，自由不羁。支离破碎的粉引

茶碗上，每一道金纹，顺着伤口的断
面延伸，是人力无法刻意设计的自
如的线条。盘口边沿的补缺，打破了
器物原来的固定模样，新加入的部
分化作了“龙睛”，有一些仿佛偶然
飞至的小虫，增添了动感。面对它
们，完好的原物反而会显得平庸，没
有经历一番寒彻骨，哪来可堪回味
再回味。有弥补的机会，有新的好的
开始，这样的象征意义或许也能给
我们一些安慰——生活固然无常，
残缺未必绝望。

日常器具是为了使用而制造出
来的，因大量生产而廉价，不像文
物那么珍贵。在现代社会中，物质
已经不再稀缺，随手抛弃的物品越
来越多，何必“修复”这样麻烦？
花费金钱，而且很可能以比原物还
贵的价格去修补，值得吗？我想，
值不值得，因人而异。也许某物有
特别的纪念意义，也许单纯就是因
为喜爱。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
别让快消品堆满星球。如果我们的
后代拿起某件器物，骄傲地说，

“这是我妈妈、姥姥以前用过的
呢！”应该为这样的骄傲而欣慰。

我们总希望能拥有一些长情的
陪伴，让日子在奔跑中有所顿步。
器物的陪伴亦是如此。

残缺之美与惜物之心
——由《金缮》想到的

陈 峰

谁都知道，二十四节气和时
间、空间有关。在《书写中国：二
十四节气》一书中，来自国内东西
南北中的二十四位优秀散文家，用
自身的感悟书写不同地域的节气风
情，呈现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
在魅力。

小时候，我们通过教科书背会
了古人沿袭下来的 《二十四节气
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

冬小大寒。”这首节气歌，蕴含了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独特的智慧。节
气，是农时，也是人事，是天地人
与万物相互应和的时间刻度。

《书写中国：二十四节气》是一
本集生活哲学与思维方式于一体的
百科全书。由不同地域的散文家来
描述二十四节气，这一创意本身就
不同寻常。庞培、祝勇、陆春祥、赵荔
红、周晓枫、沈念、黑陶、汗漫、傅菲、
柯平、于坚、周华诚……出现在目录
上的这些作者，是国内一流的散文
名家，他们的名字就像一颗颗星子
在文学的夜空中闪耀。

开卷品读，惊艳不已。
“雨水”过后是“惊蛰”，散文

家陆春祥书写惊蛰这一物候，“什
么东西才能启蛰？雷。”“雷是什么东
西，能惊醒万物？”第一节便从这两
点向读者道出事物原委。读陆春祥
的散文，像有一股子学院派的风吹
过来，他请出不同书籍中的人物，走
向读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那又是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会那
样。“没有雷，万物似乎还在懒睡着，
暖洋洋，懒洋洋，如果不打卡，谁愿
意早起上班呀！”作者的这段话带上
了幽默的因子，一下子放低了姿态，
亲民起来。在第二节中，陆春祥回忆
了少年时代的一次惊险遭遇：被蛇

咬。在第三节中，他说，“惊蛰起，万
物生，十二生肖的老鼠们，此时，正
忙着嫁女呢。”从中可以看出，人与
动物其实生活在同一场域，人类应
该与动物和谐共处。在第四节中，陆
春祥借采访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女
士之机，把读者带到《二月里来》的
现场。最后一节讲的是一个美国人
娶了个东北女人，概括出“惊蛰有
预言味”，这个视角出人意料。

看到这里，谁还会不懂惊蛰
呢。文中掉的书袋，恐怕够读者咀
嚼一阵子了。

据说，西汉皇族刘安，就是那
个传说中发明豆腐的淮南王，和门
客终日躲在今安徽寿县郊外的八公
山中，搜肠刮肚，集体编写出诸如

“春分”“霜降”“立秋”“寒露”这
般有意境的系列节气专有名词，每
一个都诗意盎然。此后，二十四节
气出现在古代乐府、民歌、诗赋
里。立春、夏至、立秋、冬至，绝
非简单的词汇和符号，它们如四季
的歌谣，给每个中国人的童年带来
无限的欢乐。立春，挑马兰，吃春
卷；夏至，摘松花，吃麻糍；立
秋，抓知了，吃西瓜；冬至，上祖
坟，吃汤果。

这二十四个美丽的汉语词汇，
呈现出蓬勃的生命色彩。周晓枫以

清晨、上午、正午、午后、黄昏、
夜晚六个时间节点为一天，写了夏
至这天从早到晚的心情。清晨，她
回忆了好友苇岸的离去。苇岸是位
优秀的散文作家，是扎根于大地的

“自然之子”，他过早离世，未能完
成计划中的二十四节气的写作。苇
岸走的时候 39 岁，用节气类比，相
当于人生的夏至。上午，周晓枫翻书
发现植物标本，听到各式虫鸣，看见
蜘蛛和蝴蝶。正午、午后、黄昏、夜
晚，她在书上、在旅途中、在遥想里，
与一个个人物握手交谈。“黑暗渊
深，无数流星向我飞行，彗尾留给看
不见的虚空。这是我的星空。星空背
后，藏着我想象力的魔法、写作中的
未来……我知道，覆盖所有睡眠者
之上，苍穹遥远，夜空清凉，上面
种植着星星点点的海棠花。”

二十四位散文名家通过二十四
节气，端出了二十四道不同风味的

“菜肴”，令读者大快朵颐。这些文
章，有书信，有笔记，有评论，有诗
歌，甚至一篇文章糅合了多种元素，
每位作家的魅力也得以呈现。

散文家赵荔红书写了 《立夏》
一文，同时她也是本书主编之一。
在后记中，她写道：“这本书是二
十四位作家共同致敬古老的华夏文
明。”深以为然。

时间和自然的百科全书
——读《书写中国：二十四节气》

品 鉴

戴骏华

当年，宁波作家赵柏田的《让
良知自由：王阳明自画像》曾引起
两岸热读。4 年前，《南华录：晚
明南方士人生活史》一经问世，便
洛阳纸贵，短短数月间多次重印，
由此他荣膺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
大奖“年度散文家”。赵柏田被誉
为“左手小说，右手散文”，由

《万镜楼：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
可见一斑。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
万绪。10 多年来，赵柏田穿梭于
茫茫书海间，以各种史料或笔记为
主要依据，精研整理各种掌故，即
使是残章断简也不轻易放弃。其思
索由读书而起，杂览闲读之后所写
的精彩随笔及文化小说，呈现出奇
特的时空横截面。赵柏田极为推崇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感慨：

“丢失了的历史，会在叙事中涌现

出来。”作者精选了 8 篇短篇小说
和 9 篇历史随笔，辑成《万镜楼》一
书。篇幅或长或短，形式不拘一格，
文笔流畅，语言精练。若论其风格，
借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概念，
可谓“雄浑、劲健、流动”。《万镜楼》
钩沉史事，趣品人生，谈名人逸事，
论时运际遇，通过画家、诗人、隐士、
刺客、书商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讲述
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展示了

“心灵世界的镜像”。
时间犹如明鉴，望风怀想，能

不依依？作者面对时间深处的中
国，感叹万物皆为镜子。考证明末
江南的文化风韵，想象一个青年画
师的慕道历程，探察张潮的扬州一
梦，叩问诗人的前世今生……越是
充盈的生命，越能感受到孤寂，

“我轻轻一跃，一头冲入了镜子”，
生命的苦与乐都被赵柏田这个动情
的观察者描写了出来。《万镜楼》
让人们认识并体悟到中国文化之不
朽，找回生命本体不必再向外界追
寻。对徐渭、罗伯特·赫德、苏曼
殊等传奇人物，赵柏田以独特的视
角加以认知、解读，让读者领略了
一个个看似孤独却又闪闪发光的灵
魂。他凭借着对生命的直觉与感
悟，说古道今，探幽究微。其中的

奇思妙想、精言妙语，俯拾皆是，
极具生命张力。作者将思想、人文
和生活紧密相连，让我们在历史烟
尘中有迹可循，回味无穷，不愧是

“史景迁与黄仁宇的合体之作”！
“一道霞光从东海冉冉升起，

它越过万顷波涛，越过早春潮润的
空气，落在被城墙和壕沟拱卫着的
宁波城的大街小巷上，落在城外河
流停泊的三桅帆船上。”在 《万镜
楼》中，我们能找到许多宁波的影
子。听，鼓楼的钟声敲响了！作者
借洋人之口道出“宁静的波浪”促
成“使波浪宁静下来的城市”。站
在制高点，俯瞰昔时宁波的城门
——长春门、望京门、永丰门、和
义门、东渡门、灵桥门，人来人
往、川流不息，令读者无限畅想，
真想和书中人物一起“游六门”。
赵柏田还借助时任鄞县知县段光清
的自撰年谱及中外史籍，试图还原
清咸丰二年(1852年)春夏的一段宁
波史事。正如古罗马大哲西塞罗所
昭示的那样：岁月会消灭谬误，而
确证自然的判断。随着作者的足
迹，读者仿佛经历了其中的一切，
感受不同的生命脉动。此时，传奇
早已超越时空。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人物
及事件具有固定性、唯一性，历史
学家严格遵循历史时序，其叙事形
式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是为了解释
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后人对历
史的解读却是一个逐渐累积、不断
变化的过程。《万镜楼》 视野开
阔，立意深远，对历史文化、风土
人情、群体性格等，进行了多向度
全景式的直观呈现，却不因“大”
而略“小”。从往昔生活着眼，发
掘文化本相，找寻生活实感，这与
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

《万镜楼》 精心制造了虚幻而
又深刻的镜中世界，而镜子之间彼
此折射的光，又呈现出智性与诗意
交织的全景维度。述往事而思来
者，本书留给读者深邃的思考和启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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