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货币自成体系，至
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以
说，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
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
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军
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重要
影响。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
王永生在他的新书 《三千年来
谁铸币》 中，精心挑选了不同
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50 种钱币，
讲述这些钱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
事。

本书分为八个章节，从最早
的贝币开始，直到现在的人民
币，其中既有我们所熟知的五铢
钱、开元通宝、交子，又有新疆
红钱、西夏钱币、供养钱等相对
陌生的币种，甚至还有元末起义
军铸造的钱币。这些钱币虽然大
部分属于普通品，但它们要么与

重大的历史事件关联，要么在反
映货币思想、体现铸造技术、传
承民俗文化或者见证文化交流方
面具有代表性，因此，通过它们
能够将整个钱币历史串联起来。

比如，作者从币值改革的视
角解析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王
莽认为货币只有轻重大小各有一
定的比例，使用方便，民众才会
乐于接受。为此，王莽经过四次
币制改革，先后铸造了 37 种不
同质地、不同式样、不同单位、
不同比价的货币。其中最为著名
的就是“刀币”，体形较小，制作
精美。一种错有黄金，叫“金错
刀”，另一种未错黄金，称“契
刀”。虽然这两种虚值的刀币第二
年就被废弃了，但掠夺财富的本
质却一直延续了下去，最后直接
导致了王莽政权的垮台。

历史上，钱币的成功与失败
都是一面镜子，见证了社会的变
迁和制度的变革。这些钱币的故
事对理解当今的货币政策、普及
金融知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

（推荐书友：金永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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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三千年来谁铸币》

《老中医》

1735 年，25 岁的弘历成了
皇帝，乾隆盛世的大幕随之缓缓
升起——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
人口翻了一番，政治也空前稳
定。但表面光鲜之下，却埋藏了
许多的祸根。张宏杰在他的新书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
失》 中，通过对乾隆时代的解
构，在描绘一幅五彩斑斓的“盛
世”图景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
近代中国失落的秘密。

本书讲述了乾隆从一个被康
熙隔代赏识带回宫中养育的皇
孙，到雍正病逝后顺利即位的太
平天子，从小心翼翼依靠前朝老
臣，到逐渐成长为御下有方的皇
帝，直至老年逝去。乾隆，作为
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
统治者，凭借着自己的智商、能

力、政治手腕，把大清的统治推
向了巅峰，也把专制统治推向了
极致。当欧洲已经迈开近代化的
脚步快速前进的时候，中国却在
封闭、自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宏杰在书中通过大量的细
节和史料，摹画出乾隆王朝的众
生相，表面繁荣稳定，其实暗流
频生、邪教林立，整个社会死气
沉沉。而这既是维护盛世所必需
的，也是乾隆最为看重的。实际
上，大部分民众处于贫困的状
态，这种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
的，更是精神上的。这在张宏杰
看来，才是最为致命的。

乾隆盛世的出现，得益于乾
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
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
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而当
时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
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
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
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乾隆
盛世只能是饥饿的盛世、僵化的
盛世。

（推荐书友：何小美）

近年来，人们似乎比过去更
加相信中医，并愿意接受中医的
治疗，这既是中医发展的进步，
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表现。由高
满堂、李洲撰写的 《老中医》，
是一部旨在传播中医传统文化、
讲述近现代以来中医艰辛发展的
小说。该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在
央视热播，也催生了一波中医中
药热潮。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以来，
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的中医迅速
被西医所取代，中医的生存和发
展面临挑战。中医作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既有其精华，也
有其糟粕。正如作者所说，老百
姓需要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正
本清源”。为展现传统中医文化
的魅力和中医传承数千年的强大

生命力，作者潜心闭关三年打造
了这部《老中医》。

本书通过描写民国初年发生
在上海的七个中医故事，来客
观、全面展示中医及中医文化。
其中，既有江湖游医走街串巷求
生存的艰辛故事，也有中西医为
争夺“市场”相互打擂台的明争
暗斗；既有天降神医的传奇治病
救人惊险片段，也有部分不法之
徒不务正业、驱邪打鬼的滑稽场
面；既有不良中医与药材商勾结
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坑害百姓的
生动揭示，也有中医名流和仁人
志士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生
死勇于抗日的全景展现。正如扉
页上所写：“读懂了中医，就读
懂了人生，就读懂了根深叶茂的
中国传统文化。”

《老中医》 让我对中医、中
医文化有了更加全面、清醒的认
知：中医是一种文化，既需要辩
证地继承、发扬传统诊疗技术和
中医药原理中的精华，也需要不
断与时俱进、去伪存真、自我革
新，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推荐书友：熊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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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笔者曾和家人一起
去“味千拉面”尝鲜，原本以为能
吃到地道日本面食的我们大失所
望：“这不就是中国的方便面吗？”
说起味道，也的确和自己在家做的
方便面颇为相似，只是店里的配菜
多了些，整体口感偏于咸鲜。我在

沮丧之余也有些好奇，如此“中国
风味”，为何被冠以“日本料理”？
又是凭借什么在中国城市遍地开
花？不曾想到，自己的困惑在学者
顾若鹏的著作《拉面：食物里的日
本史》中得到了解答。

面食，这一在东亚地区饮食结
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食物，几经流
转方立足于日本餐桌。其间，中国
文化对日本拉面的形成起到了不容
小觑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目前被
视作日本代表料理的拉面本就是中
日文化交融的产物。因此，当拉面
以日本面貌输出至中国时，我们不
难 品 尝 出 里 面 亲 切 的 “ 中 国 味
道”。在交通落后的年代里，佛教
僧侣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坚力
量，他们不仅把中国面条带到日
本，而且因高超的制面手艺受到民
众追捧，以至于日本国内一度禁止
寺院售卖荞麦面，可见当时人们对
面食这一新来事物的消费需求之
盛。与此同时，僧侣们也把味噌酱
的制作工艺推广到日本，大大提升
了食物的风味。相比中国饮食，

“日本味道”融入了更多肉质厚实
的海味，从而呈现出独特的鲜美，
构成了日本饮食中的美味灵魂。日

本的拉面变革之路是从明治维新开
启的，正因为门户的开放，日本得
以博采众长，推动包括饮食文化在
内的多方面改革。反观彼时的中
国，却因闭关锁国而直到 1877 年
才有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
考察，错失了改革的良机，落后于
世界各大强国。

在全球文化融合的今天，日式
料理之所以能在世界美食中占据一
席之地，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日式
情调”。对于欧美国家而言，这样
的情调或许满足了他们对传统东方
图景的遐想；而对于中国等东亚国
家来说，日式情调往往给人精致、
坚韧和一丝不苟的感觉，伴随着对
过去岁月的怀旧和尊重。于是，我
们看到日本以喜多方市为代表的

“拉面城”的崛起。许多日本人渴
望到类似的地方一游，通过美食来
追寻被现代化所遮盖的“真正”的
日本。也是在这样的诉求下，如今
的日本在保护和珍视传统方面常为
他国称道，彰显出日本文化的悠久
魅力。然而，日本自近代以来着力
构建的“民族魂”是否真的完美无
瑕？历史早已给出了否定答案。

日本在世界各地掀起的“拉面

热”，带给我们关于打造国家文化
形象的颇多启示。在日本国内，早
在拉面热潮席卷全国之前，就已有
许多曲艺作品生动地演绎各样的美
食 故 事 。 如 14 世 纪 的 情 景 喜 剧

《卖昆布》、18 世纪的剧目 《目黑
沙丁鱼》、19 世纪的剧目 《2 号警
卫室的杂食》等。而当代日本，更
擅长以音乐、漫画和影视作品等形
式来生产以拉面为主题的流行文
化，并积极地向海外输出。在各国
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
日本拉面文化成功走向世界的例子
应该为我们所借鉴和学习。

作者顾若鹏在这本著作中，用
其严谨求实的考证为读者阐述了日
本拉面兴起的来龙去脉，带领我们
一起见证了大众美食上升为国家文
化招牌的蜕变历程。最令人欣赏的
是作者执笔时所秉持的开放心态：

“我们需要从狭隘成见中抽出身来，
把视线放低一点，看看不同时期社
会各个阶层所发生的故事，去欣赏
更为充分的社会变化和人们经历的
沉浮。”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位历史学
者的温情和人文情怀，他品尝到的
是美味拉面背后的历史滋味，描绘
的是包罗万象的文化景观。

拉面的历史滋味
——《拉面：食物里的日本史》读后

书人书事

蔡体霓

近日沪上暑气如蒸。这日上午
在南京路步行街稍稍走一程，旋即
折入浙江路来到福州路上的古籍书
店，入内见标明新书的台角上放着

《藏书票之爱》。这种精装的小开
本，是我所喜欢的。虽包着玻璃
纸，但封面上一句话讲得还是蛮有
意思的：“读懂一枚书票如结交一
个跨越历史、穿越时空隧道的朋
友。”再说，书内有 4 色全彩印刷
的 166 枚 经 典 书 票 ， 100 篇 的 文
章，又赠送藏书票一枚，怎不叫我
当即将它带回家。

子安所写，多为几百个字的小
文，他是藏书票的行家，解读亦很
得当。不过，在看藏书票的时候，
读者当然可以按自己的想象再玩味
一番。有一文为 《老友老书》，所
指书票的制作年代为 1897 年。此
票画面充满怀旧色彩，天使般的孩
童在花园树丛中仰望双手举起的一
本大书。敞开的书中写着几句票主
的英文座右铭，每句话里少不了怀
旧那样的词汇。在票主心目里，自
然觉得越是过去的、离他久远的事
物，越要珍惜、怀念。就像老友很

久不见当然要相聚，森林中的老路
若不再走走也许就会被遗忘。作者
话头一转，说即便是读过的老书，
再次翻看时，也能从中领略与之前
不尽相同的意境。老书如挚友，阅
读时，时而似在林中穿行，时而又
如在田野漫步。搁置书架长久未触
碰的书籍，多少有些可惜。

藏书票与爱书、买书、读书和
藏书的关系密切，里面有着不少掌
故和趣事。几十年来，世界藏书票
协会将藏书票作者的签名、印量、
年代及技法注释明文规范。从前没
有规范时，是无硬性要求的。书中
有一帧西班牙的藏书票，创作于
1924 年 ， 书 票 上 方 的 文 字 大 意
是：如水晶般清澈的泉水正解我口
渴。子安觉得南宋诗人朱熹的《观
书有感》中的名句可以与之对照着
读：“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意指一个爱书人心灵的
畅快、清澈完全源于从书中不断汲
取的知识。如此说来，那个书票作
者与朱熹心有灵犀，书票上，一本
敞开的大书中注入了一股清泉，源
源不断地流向池塘。一位男士右手
扶书页，屈膝跪地，左手捧清泉欲
畅 饮 一 番 。 此 文 题 为 《知 识 源

泉》，读来不禁会心一笑。
炎炎夏日，读那些轻松悠闲满

是情趣的文字，就有凉爽惬意之
感。子安妻子的娘家在波兰，他一
到波兰的波兹南，第一要事就是去
旧书店淘书票。他向店家说明来
意，店主的表情惊异，迟疑了一
刻，便从通顶的书架最上层抱下一
摞文件册。从册子上的积灰看得
出 ， 这 里 的 书 票 已 少 有 人 问 津
了，几打藏书票与老照片、明信
片放在一起。店家的藏书票都是
早期波兰木刻或胶版的，还有部
分线画的，也能挑到带签名的，
一枚才约合人民币 10 元、20 元。
子安见此，未顾议价，立即全部
包了下来。在文末他说：“记得，
当我离开那家书店的时候，店家
满意的表情里依旧略带着那么一
点的诧异和吃惊！”这种痛快劲，
令人不禁拊掌。

书中亦不乏当今藏书票界的相
关信息。如每两年一届举办的世界
藏书票大会，中国的画家藏家在大
会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本书作者现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常
务理事。在《为我的朋友制作藏书
票》一文中，他说，在几个晚上的

梦中，反复回到在国外生活的场
景，忆念朋友，眼中含泪，惜已失
去联系。遂想创作一枚藏书票，画
面内容是树下摘果的几位男女青
年，树根处摊满了书本。“我想在
我的每枚藏书票中，将朋友们的
名字刻上，有朝一日他们看到我
的藏书票，就会知道我还在寻找
他们。”

是的，相遇，永远值得珍惜。

夏日里的美妙邂逅
——略谈子安《藏书票之爱》

痕 墨

很长时间没有读到像 《童年
兽》这样用语迅疾、文风恣肆的小
说了。这部作品仿佛就是一个充满
了诉说欲望的人在用自己全部的生
命势能进行创作。读者甚至会在阅
读过程中，不自觉地被小说里既强
势又鲁直的文字裹挟，从而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批棋童的
世界中。那个世界有一些小美好，
小感动，然而也会时时隐现人生残
酷、岁月凶猛的真相。

“我”，陆小风，6岁那年被送
进体校学习围棋。彼时，正是聂卫
平棋坛封圣的时代，随着中国围棋
的强盛崛起，很多地方的体校辟出
专门教室，用来教导幼童下棋。

“我”的童年就是在体校围棋队度
过的，“我”本打算好好磨练棋
艺，胜过棋队的队友，然后在市
里、省里甚至全国比赛中获得好名
次。“我”更希望自己从业余段位
上升到职业段位，一战成名，万众
瞩目。可“我”骗不了自己，偶尔
的踌躇满志之外，是一次次无望地
发现自己无论如何超不过那些更具
这方面天赋、更愿意用整个生命去
下棋的家伙们。“我”看着他们，他
们有着叫我甘拜下风的执着和努
力，或者也可以说是癫狂，像一只
只小猛兽在拼命寻找生活的出路。

大抵是因为有光明的地方，一
定也存在阴影。体校的老师和领导
也并非个个是正人君子，他们中有
人恃强凌弱，有人蝇营狗苟。大人

总是低估小孩，事实上任何东西都
逃不过孩子的眼睛。小说中那些野
蛮生长的棋童们，无一不在承受枯
燥乏味的对弈生涯和这种生活势必
会滋生的、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匹
配的压抑情绪。于是他们只能找机
会反抗，以此彰显体内桀骜蓬勃的
力量。可“我”还是败下阵来了。
在经历了一次失利的定段赛后，

“我”带着无以言表的纠结，离开
了围棋队。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一
方面对体校严厉无趣的生活已厌烦
透顶，希望过一种更加自由随性的
生活；但另一方面，此间又是他幼
小的生命停驻了足足 6 年的地方，
难免会在离开之际，心绪复杂，频
频回首。

这部半自传性质的作品，与其
说是记叙了作者的童年，毋宁说是
回望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们孩提
时代的心灵成长史。20 世纪 80 年
代，是一个在很多人心目中散发着
理想光芒的淳朴年代。那时候，前
辈遭遇过的各种运动都结束了，国
家拨乱反正，随之百业振兴。也许
还有些清贫，但大家的幸福指数蛮
高，没有毒奶粉，鲜有人贩子，孩

子们唱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
园里花朵真鲜艳”茁壮成长。不
过，《童年兽》 多少有些颠覆了上
述怀想。陆源写那些弱小的、离开
了父母日常照顾的孩子，怎样在人
前摆出一副不惧一切、不可一世的
强者面目，事实上，又备受成人世
界强迫甚至摧残的现实。尤其是主
人公“陆小风”，他的压抑与狂放
带有一种漫画般的夸张和惨烈，他
诉说自己幽深内心的时候，又让人
感到震撼：原来，孩子能娴熟地伪
饰纯真和快乐；原来，孩子的世界
是这样的！

《童年兽》 的文学质感鲜明且
别致，作品营造了一种既粗粝又细
腻、既悲悯又残酷的氛围。传统小
说的章法和规矩在陆源笔下是看不
到的，这位年轻作家异常大胆地
遣词造句，自有他的一套方法。
其实他的章句段落中融会贯通了
不 少 经 典 文 学 手 法 ， 且 纤 痕 不
露，给人一种“安知清流转，偶
与前山通”的感觉。加之，他还
有一份生猛的想象力，促使整部小
说焕发出耀眼光芒。读来，酣畅淋
漓，自在痛快。

少小已识岁月凶猛
——长篇小说《童年兽》读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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