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书友赠我一册新出
版的《山羌图书馆》，一见作者连
俞涵的名字，想起 4 年前改编自
白先勇先生小说《一把青》的同名
电视剧热映，有一位看过该剧的
老师盛赞台湾姑娘连俞涵将“朱
青”这一角色演绝了。相信她的这
部新著将带给读者新的惊喜。

作者精选 50余篇散文随笔，
辑成《山羌图书馆》，篇幅或长或
短，形式不拘一格。全书分为“昨
日书”“明日书”“雨日书”“晴日
书”4辑，以类相从，钩沉往事，趣
品人生，谈时运逸事，述所见所
闻，以充满诗意的笔调，揭示生活
的美好，寻找人性的光辉。作者以
小见大，致尚未老去的梦，讲述了
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展示了
原生态的生活，清新而质朴，含蓄
而流畅。

关于“山羌图书馆”这个书

名，连俞涵在自序中坦言，她很喜
欢山羌，觉得自己的守护灵可能
就是山羌。这种身形娇小、像鹿又
像羊也像狗的草食性动物，胆怯
怕生，低调害羞，不喜群聚，习惯
在山林中独来独往。作者以此自
喻，体现了“低调生物，回忆森
林”，拥有最日常的快乐。连俞涵
从小就爱窝在图书馆看书，长大
后记得最牢的一串数字，不是身
份证号码，而是她的第一张借书
证号码。连俞涵从小与文字结缘，
梦想以后能当编辑，小学三年级
开始剪报，收集喜欢的文章放进
文件夹里，将剪下的素材拼贴成
自己喜欢的版面。后来她又向报
刊投稿，盼望自己的名字能印成
铅字。

有人说，人活着是为了灵魂
的淬炼，是为了在轮回中不断提
升。连俞涵深得自然之意趣，犹如
一头山羌，在山林中恣意地奔跑，
她对世界的善意永不止息。《山羌
图书馆》为读者开启了镶满珍珠
的记忆宝盒，等待着我们进入这
间独特的图书馆，追寻属于自己
的广阔天地。

（推荐书友：戴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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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的天空》

《山羌图书馆》

《女司机故事集》

意大利作家马西米利亚诺·
威尔吉利奥在新作《那不勒斯的
天空》中，继续走他的平民路线，
讲述了一个散漫、纠结又懒惰的
年轻作家贷款买房的故事。

米歇尔在 30 岁那年，艰难地
买了一所房子并用心装修，走上
了年轻时极度鄙弃的父母的老路
——房奴生活。但他没有固定收
入，创作的作品也未大卖。与家人
意见分歧，女朋友的离去，使米歇
尔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所幸他
得到了一份为纪录片做编剧的工
作，这可以帮他解决还贷的压力。
他与家人的关系也慢慢好转，与
年轻美丽的芭蕾舞女演员克利奥
也进入了暧昧期，一切似乎都在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次贷危机

的来临、父母的年迈以及突然得
知身患绝症，让米歇尔再次陷入
了生活的危机。

现实中如同米歇尔这样的小
人物很多，威尔吉利奥通过情节
的不断反转，用平淡的语言道尽
了平常如你我的小人物在生活剧
变之后的喜怒哀乐。但米歇尔仍
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在亲情、友
情、爱情等萦绕之下，走出了自己
的精彩人生，一如书中所说“我成
了我可以成为的人，我活出了我
应该活出的人生”。威尔吉利奥透
过米歇尔说出了自己对某些人生
终极问题的思考，比如我们无法
避免的死亡、内心的孤独、自由和
生活的意义等。

《那不勒斯的天空》中的那不
勒斯就是个外壳，去掉这个外壳，
里面包含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
可以发生在世间的任何一座城市、
任何一个家庭。因此，我们可以在
书中找到很多自己的影子。

（推荐书友：何小美）

北京是一座我非常喜欢的城
市，正如作者“大望路女司机”
所说，喜欢这座城市的包容和多
元，这里友善、可爱，充满活力
也充满了未知，是一座“存在即
合理”的城市。《女司机故事
集》 里呈现的 26 个精彩故事，
既有普通平凡的，也有惊世骇俗
的。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边缘人，
他们都生活在北京，被这座包容
的城市所接纳，这就是北京的与
众不同之处。

在这本故事集中，作者以七
分写实、三分想象，对生活在北
京的一些群体进行了集体性扫
描，同时又有个性化的特写；既
揭示了人的劣根性，也反映出人
性的美好。如《高档写字楼里的
折叠人生》《零点逃离北京》 等

文章，反映了北京创业者的艰辛
历程。《你在哪个地铁口吃烤冷
面？》 一文更是通过四个创业故
事，生动地描绘了四个小人物的
奋斗史，这里面涉及留守儿童和
蜗居现象，也有年轻人对未来的
憧憬，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包容
的北京也有诸多无奈，譬如拥堵
的地铁、严重的雾霾，但在作者
笔下，北京人的风趣幽默弥补了
这些缺憾。这本睡前故事集之所
以受到很多读者喜欢，是因为它
讲述的内容离我们不远。

歌手汪峰在 《北京 北京》
中唱道：“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
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
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
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这首歌真的是对北漂一族
全景式的概括。这般错综复杂的
酸甜苦辣，读者也可以在《女司
机故事集》 里得到很好的印证，
懂得世界是深浅不一的灰色，而
非黑白分明。我们应有海纳百川
的胸怀，学会换位思考，去包容
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位有缘人。

（推荐书友：朱延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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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墨

西方的骑士精神早已成了一个
文化传说。我们如今只能通过电视、
电影、小说等文艺作品半有依据、半
凭臆造地想象曾经的“骑士世界”。
那些健壮英俊的青年，剑法精绝，气
概不凡，尊重女性，维护正义，为了
荣誉和尊严，血战沙场，单挑敌手。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传奇，哪怕在骑
士阶层消逝许久之后，这一富有男
性魅力的精神依然流传至今。

《图说骑士世界》一书从骑士阶
层的诞生一直介绍到它的消亡。一
般认为：骑士诞生于 11 至 12 世纪，
骑士的前身是古罗马士兵。到了十
字军东征时代，为了收复被占领的
耶路撒冷城，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
人们进行“献给上帝的战争”，很多
年轻人将十字军徽章别在了肩上，
从军入伍。由于战功能换来丰厚奖
赏，生活艰难的平民们也加入进来
……这样，骑士人数迅速增长，骑士
阶层逐渐形成。当然，不打仗的时
候，骑士们也会进行马上比武、狩猎

等娱乐活动。“马上比武”具有模拟
战争的性质，同时也是骑士们展示
新武器、新技术的绝佳机会。若某位
骑士在比武中胜出，便可一战成名。

其实“骑士”一词，开始是个军
事概念，主要指重装骑兵。后来随着
社会阶层分化，转变为介于贵族和
自由农民之间的独特阶层。在中世
纪的全盛时期，骑士们必须臣服于
城主或豪族。当然，那些希望从自
由民晋升为骑士阶层的年轻人，也
可以先凑点钱，配备一套包括头
盔、铠甲、马匹在内的装备，然后
外出寻找建立战功的机会。大仲马
的《三剑客》一开篇，年轻的达达
尼昂就曾因装备简陋而遭人嘲笑，
那时他还名不见经传，四处游荡的
目的就是想找到一个值得为之效忠
的权贵。而权贵们则通过举行“册
封骑士仪式”或“臣从仪式”，表
示愿意收你作为扈从。准骑士们很
乐于接受此种册封，它能彰显自己
未来身份的正规性和庄严性。骑士
们还有属于自己的团体，比如最早
的“圣约翰骑士团”（即“医生骑士

团”）。还有“圣殿骑士团”，它在几年
前曾因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小说《达
芬奇密码》而重回大众视野。它由修
道会发展而来，最大的特点是依靠

“银行业务”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
就是因为太富有了，招致法国国王
的觊觎，终被“团灭”。另外的条顿骑
士团转变为纯公益性质的修士会
后，尚有流风余韵存世。

再说回“骑士精神”。历史记载，
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骑士精神传
统中的八大美德已显雏形：谦卑、荣
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
正。但骑士精神并非一成不变，它是
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积累沉淀而形成
的。比如骑士得慷慨大度，这是因为
在世人看来，出手阔绰也是一个优
秀男子必备的品质。对女士的谦恭、
体贴以及愿意主动效劳同样是“骑
士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有意思的
是，后来连恋爱元素也被加到骑士
精神中来了。亚瑟王手下一众的“圆
桌骑士”中，为什么最受赞誉的是兰
斯洛特？因为他不仅具备一个骑士
应该具备的诸多美德，还和桂妮维

娅皇后保持有高贵的柏拉图式爱
情。对！大众就是喜欢这种骑士、贵
妇之间欲说还休的浪漫。

在我看来，骑士精神极具理想
色彩。试想，这种精神是在没有监督
机制的情况下，凭借内心荣誉感所
进行的自我约束，它的背后就是自
省力量和理想主义。骑士精神中的
那些美好品德尽管为大众所向往，
可常人因为人性的种种弱点而难以
恪守，所以就像卡尔维诺在《不存在
的骑士》中写的——风雅高迈的骑
士精神早就被现实中的凡俗伦理疯
狂吞噬……而这本《图说骑士世
界》，多少可被看成是对那种古典精
神的呼唤，或者说是隔空缅怀吧。

那份理想主义流传至今
——评《图说骑士世界》

郑从彦

普通读者了解一位传奇作家，
就像走迷宫，阅读其作品，是走出
迷宫的关键所在。若是能了解其不
为人知的另一面，那么走出迷宫的
速度就会大大加快。阅读就是猎
奇，只是当猎奇深入作家的隐私，
挖出那一点一滴的“秘密”之时，
读者的满足感骤然提升，这就如同
大众对娱乐明星的八卦始终充满热

情一样。
当读者能够窥视作家的书房，

当读者能够以上帝视角关注作家的
一举一动，当读者在脑海里能够召
唤出自己想要知道的关于作家的更
多未知，文学的热情就会被点燃。现
在，美国当代女作家、文学组织“文
学片光”的创始人之一西莉亚·布
鲁·约翰逊为读者带来了一份福利
——《怪作家：从席勒的烂苹果到奥
康纳的甜牙》。这本书，不仅是普鲁
斯特、乔伊斯、伍尔夫、海明威、纳博
科夫、毛姆、卡佛等 80 多位作家的
珍闻录，同时也称得上是一部另类
文学小史。

和众多读者一样，西莉亚·布
鲁·约翰逊是一位寻求与伟大作家

“直接亲密”的爱好者。正如她自
己所言，“我想赋予那些有着怪异
的安静的房间以生命力，正是在这
些房间里，名人们写出了开创性的
作品”。渴望寻求直接的亲密，进
而获得真实的秘密，这是她写作的
出发点和终结点。而作为一名“文
学侦探”，她的调查认真仔细，她
的研究别具一格，她的报告有滋有
味。从她的文字中，读者得以清晰
地获取那些名作诞生的细节，得以
了解大作家们写作的怪癖和执迷。

在这本由隐私与八卦堆砌起来
的小书里，读者可以了解大作家们
不同寻常的行为：席勒有意将苹果
放烂，利用这种“芳香”为自己带
来写作的灵感；巴尔扎克是咖啡的
重度依赖者，没有咖啡就没有巴尔
扎克；大仲马钟意用蓝色大页纸进
行小说创作，并以超乎常人的速度
工作；雨果是一个囚徒，以自己的
家为牢房，“进入他的小说，犹如
进入一座囚牢”；爱伦·坡拥有一
位深情的文学守护者，一只名叫卡
特琳娜的大斑猫；狄更斯似乎有一
点强迫症，他要求书房的每个地方
都有同样的设计，他保持着不变的
写作惯例，每天从上午九点写到下
午两点；普鲁斯特以软木为盾，用
来消除外面的噪声，为自己提供一
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乔伊斯在写作
时要穿一件白外衣，这外衣为视力
衰弱的他充当一座灯塔；纳博科夫
喜欢将写作与洗澡结合起来，在一
块高于水面的书写板上写作；海明
威成为作家的秘诀居然是为冰箱除
霜；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喜欢坐在
浴缸里，一边啃苹果，一边构思谋
杀；奥康纳写作时会一口一口地轻
啃香草威化饼，放纵自己对甜食的
喜爱……一件件异想天开的事，一

个个荒诞不经的举止，原来，作家
真的是一帮古怪的家伙。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完全
可以自由翻阅，翻到哪一页，就阅
读哪一页，因为每一页都有一个甚
至好几个惊喜在等着各位。作者自
己也承认，在整合这本书的时候，

“我并没有遵从一条从开始到结束
的 直 线 ， 而 是 采 取 了 迂 回 的 方
式”。也恰恰是这种迂回，让一桩
事实牵扯出另一桩事实，让一个作
家带出另外一个作家。作家们的怪
癖构成了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故事。

《怪作家》 一书中所提及的作
家们证明了通往伟大文学的道路，
是由独特的怪癖铺就的。但是读者
们千万要记住：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
一定！塞林格每天花16个小时写作
或修改文稿；卡夫卡没法在白天写
作，只能在夜里写作数小时后，带
着疲惫与困倦去上班；福克纳一边
做着发电厂夜间管理员的工作，一
边 连 续 熬 夜 完 成 《 我 弥 留 之
际》……确实，没有谁可以随随便
便成功，伟大的作家除了怪癖，一
定还有异于常人的毅力。

怪作家的怪，怪在荒唐离奇，
怪在才华横溢，怪在一直努力。

作家怪癖构成的另类文学小史
——读《怪作家》有感

汤丹文

郁伟年先生的新著《大规小矩》
近期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是继《百
谷千工》之后，作者又一部关于宁波
的民风、民俗之作。

历来宁波人的规矩意识是重
的。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被父
母、老师说“呒规呒矩”，可能是
最严厉的责备之一。宁波老话中对
小孩要求也是“坐有坐相，站有站
相，吃有吃相”。

什么是规矩？一般人的浅显理
解就是，在社会上，什么能做什么
不能做；做了说了，又要把握怎样
的分寸，才能让大多数人看着、听
着舒服。规矩，实际上是一种约定
俗成的集体价值观，它不同于法
律，没有明显的界定，却是社会的
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
里，规矩，也是维系社会秩序与和
谐的基石。

在作者眼里，规矩是“处事的讲
究，做事的忌讳，重大场合约定俗成
的礼仪……”大到敬天崇文，小到为
客交友，“大规小矩”中包含着助人
为乐、诚实守信、坚守正道、虔诚勤
勉、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道德规
范，在现今并不过时，值得人们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而贯穿于宁波人生

活细节中的规矩习俗，更如“人之骨
血，塑造了宁波人的文化性格”。

郁伟年先生现在虽是国家公务
员的身份，但他是从基层一线做起
的。多岗位的人生历练，自然让他熟
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方方面面。而
地地道道的宁波人身份，更使他对
甬上的民风乡俗有着切身的感受，
对诸多民间“老规矩”了然于胸。当
然，书中一些宁波“偏门”的规矩，也
是他苦心孤诣询问过来人、收集资
料、梳理出“经纬”方成。

民俗之书，当然要保留记录的
功能。的确，历史上的一些规矩习
俗，并没有诉诸文字，而是通过口
口相传、长行幼效而被保留下来。
有了文字的梳理和记录，系统化不
说，光是补了“一知半解”的课，
就值得一读。

比如，宁波人称交朋友为“凑
队”，交了狐朋狗友为“凑歪队”。说
实话，虽然以前我常说，但真不知道

“队”，就是这个“队”。以后知道了交
朋友也需“站队”，“站错队”交错友，
麻烦多多。再比如，宁波人在有些场
合说话，是要正话反着来讲的。米缸
里没米了，老底子的宁波人不能说

“没米了，没米了”，而是要说“米满
了”，否则当家人一定一脸漆黑。去
看望新生的婴儿，很多人的赞美之
辞也往往是这么几句“这小毛头咋
介难看了”“介小就会装意姿（读
ji）”。想想也是，这些说话的内中道
道，宁波人现在还是不经意地在使
用着。如果不懂这些“话里话外”的
意思，是要闹出笑话或者惹上不快
的。

一些老规矩是农耕时代的产
物，已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而另一
些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也显得不合
时宜了。40 多年前，人们生活困
难，如果家里人多，穿衣的规矩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而“新阿大、旧阿二、破阿
三”也是那时的宁波人为了节省，
家中小孩子穿衣的排序规矩。现在
看来，只会让人会心一笑。

对一些落伍于时代的规矩，作
者遵照“记录并加以述评”的手
法，亮明自己的观点。有时，也通
过作品中附录的“黎芗有语”点
评，一一“腾挪化解”。

宁波人对于老人过世后的祭祀
是比较看重的，像“做七”，一定要做
到七七四十九天，这是一以贯之的
民俗民风使然。但现实中，也有一些
人平时对父母不管不问，过世后却
要大操大办，这就非常不可取了。书
中就引用点评者外婆的话来说：“活
着不照顾，死了死考究，都是做给活
人看的，不做也罢。”一语中的。

如果有些老规矩与现实新要求
有了冲突怎么办？作者抱定的态度
是，老规矩要有新办法，要与时俱
进。托人方便办了点事情，送点小礼
物以表达谢意，是人之常情。但在现
实中，方便之门顺势大开，送重礼托
请甚至行贿办非法之事也大量存
在。对此，作者旗帜鲜明地总结出当
下社会“五不托”——“违反法律法
规的不托，让人家为难的不托，影响
公平公正的不托，会引起社会不良
反响的不托，影响人家进步的事不
托”。最后一条，更显作者的良苦用

心。而且，文中也点明受托者也要讲
原则，决不能收重礼。朋友之间，遇
上需要解难纾困时，可以加以关心。
这样做，才能达到“纪律在心，法纪
在胸”的新要求。

我常在想，大到一个社会一个
政党，小到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都是
有自己的规矩的，这是外在要求。但
最关键的，还是每个人心中有没有
规矩意识。有了内心生发的规矩意
识，那些规矩就不是束缚自己的条
条框框，而是行事立足的基本准则。

小时候，太外公家的厅堂里挂
着一副对联，上书：“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懂规矩或许
就是对世事的明察，守规矩也就是
人情上的练达，如此，才能在社会
上游刃有余。这亦是郁伟年先生这
部作品在当下的社会意义。

一本“讲规矩”的书
——《大规小矩》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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