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收到《我有蒲草》时，我的
书桌上刚添置了一盆虎须菖蒲。
看着书，再看看案头的菖蒲，窗外
有淡淡的阳光洒在蒲草茂密的叶
丛上，把一片青翠色映现到我的
视线里。就这么读书赏草，不经意
间，我度过了一个慢悠悠的下午。

《我有蒲草》的作者王加婷是
一位爱蒲的女子，她在字里行间播
撒下青春、鲜活的气息，与菖蒲的
本性有几分相似。菖蒲的“菖”字，
有昌盛之意，指蒲类中昌盛者。菖
蒲有泥菖蒲、水菖蒲、石菖蒲等种
类，像我所养之虎须菖蒲属石菖
蒲，因叶苗细如虎须，故名。

国人养蒲历史甚久，亦有很
多佳话传世。王加婷在“旧时蒲草”
辑中记载了一些名士与菖蒲的故事。

《金农与菖蒲》一文，记叙画
家金农爱蒲成痴，不仅以“九节菖
蒲馆”作为自己的斋号，还雷打不
动地在每年四月十四为菖蒲庆祝
生日，“修剪根叶，积梅水以滋
养”。王加婷纵览传世的金农作
品，认为他的诗文、书画，奇古可
爱，无一不具蒲味。个性和兴趣造
就了金农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
让他的作品成了书画史上一个闪
耀的标识，这其中，蒲草不知给了
他多少灵感呢。

像他这样喜欢蒲草的还有北
宋文学大家苏东坡、海上画派名
家胡公寿、丹青圣手齐白石等。书
中收录的齐白石所绘《菖蒲蝴蝶》
色彩淡雅，细致工妙，似有暗香飘
荡。不难想象，齐白石在菖蒲上耗
费了无数的写生时光。

王加婷希望透过生命的瓶
口，去悉心了解一株草，以此去看
清世界。她认为，人生其实可以如
菖蒲那样活出自我，青绿中带着
鲜亮，柔软中透着韧劲，承接雨
露，无畏风霜，一切顺其自然。

（推荐书友：李晋）

曾看过一部名为《后天》的
科幻大片，讲述的是地球一天之
内急剧降温，美国曼哈顿摩天大
楼遭到强烈旋风袭击，大水吞噬
了纽约，淹没了整个国家。欧洲
也在洪水之下不复存在……影片
中的场景离我们真的很远吗？据
报道，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海平面
上升、冰川消融、干旱缺水等不
利因素正威胁着一些国家和地
区，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国家的
消失。

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人类社会将受到哪些影响？
我们又当如何应对？读一读诺德
豪斯的《气候赌场》显然是不错
的选择。因为对环境经济学尤其
是气候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诺
德豪斯获得了 2018 年度诺贝尔
奖，《气候赌场》 正是他在气候
经济学领域最新、最全面的代表
作，深刻而通俗，严谨而有趣。

本书指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
经济学原则和控制减排的根本途
径。诺德豪斯认为，价格可以引
导消费者使用低碳商品与服务，
引导企业使用低碳原材料与工艺
流程。他倾向于用税收的方法控
制能源消耗。的确，大多的能源
消耗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利
益，而通过税收调节使增收不增
耗，那么控制能耗也就成为一种
自觉了。《气候赌场》 是经济学
家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气候变化问
题，引入了“成本-收益分析
法”“贴现率”等概念，强调了
价格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
用。

气候环境问题不是单一的个
人问题或少数区域、国家的问
题，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
命运问题。诺德豪斯撰写这部作
品，不仅是要呈现自己的研究
成果和思想主张，更是要与广
大的社会各界读者分享，让大
家都能认识和理解气候变化的
严峻形势、恶劣影响及其应变
管控之道，进而形成共识并付
诸行动。

（推荐书友：朱延嵩）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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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我有蒲草》

《气候赌场》

《隐秘战争》

去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一直
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是美国发
动经济战的一种直接的方式。但
实际上，美国还通过另一种隐秘
的方式迫使西门子、法国巴黎银
行、阿尔斯通、空中客车等世界企
业接受他们的经济制裁，这就是
阿里·拉伊迪在他的新书《隐秘战
争》中所讲到的美国法律。因为其
本身的隐秘性，正日益成为美国
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重要工具和
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抓手。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阿里·拉伊迪用两年时间，
走访律师、法官、情报部门人员50
余人，围绕“美国法律如何被用作
经济战的武器”这一主题，调查完
成了本书。《隐秘战争》分三部分

剖析美国“长臂管辖”的几个重要
法令，它们产生的背景和效力；美
国曾经最亲密的盟友——欧盟的
跨国企业是如何受到侵害的；最
后重点写了美国的企业在最严法
令制约下，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
保持持续领先地位的。

美国长臂管辖法令是“9·11”
之后美国当局投票通过的一系列
标榜可应用于全世界的法律，并
升级了一些旧的反恐、打击犯罪、
反商业腐败的法律。它是美国在
经济竞争领域开辟的新战线，并被
当成重要武器，使欧洲经济沦为美
国经济的附庸。其实，近年来，美国
也频繁对我国企业和个人采用“长
臂管辖”，进而获取超额利益。因
此，研读本书，对于维护我国国家、
企业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作者在序
言中所说：“揭露这种邪恶，就是
为了在一切追悔莫及之前，努力
与之进行斗争”。

（推荐书友：何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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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

张新月

父爱如山。作者张旻受乔治·
奥威尔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自述
体散文 《如此欢乐的童年》 的影
响，写下了 《中国父子》 这部作
品。有人评论“张旻的感情有一种
惊人的稳定性”。阅读这些文字，
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在宁静家庭中
成长起来的极具修养的人，甚至不
难想象，这个家庭中的每位成员都
不急不躁。

《中国父子》 是张旻的一部自
述体文学作品。全书有一条连贯的
主线和一个中心：主线是一个家
庭、三代人；中心是作者本人前半
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
围绕主线和中心，讲述了三代人的
不同命运及生活状态，这本书堪称
作者的半生“大事记”。“20 世纪
中国社会的巨变决定了我们这辈

人，在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角色上的
困惑和尴尬。”父亲与爷爷之间超
现实的距离和沉默，“我”与父亲
之 间 的 朋 友 关 系 及 挑 战 式 的 对
抗，“我”与儿子之间的亲密与互
动，这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父
子“变奏曲”。《中国父子》 文字
平淡，语调自然而安宁；叙事沉
着从容，不为喧嚣的潮流所动。
作者透过自己与父亲、自己与儿
子两代父子关系的亲疏离合，反
映了中国式的人伦纲常，折射出
时代的更替变迁。

作者说，要成为一个小说家，
必须带着与生俱来的喜爱和自信，
拥有写作的天赋。作者力求排除杂
念，以纯净之心书写个体生命历程
的真实体验。他做到了，他像一个
旁观者娓娓述说过往与当下。《中
国父子》既是一本质疑之书，又是
一本释疑之书，作者询问了成长中

的诸多“为什么”，又用自己的方
式解释了“可能是这样”。这种心
路历程的梳理和阐释，对于我们每
一个人都会有所启发，书中内容看
似个人的私密记忆，却又体现着一
代人的集体记忆。作者将不同时代
的父子关系总结为三个关键词：

“信仰”“观念”和“利益”。
中国式的父子关系，是万千家

庭的缩影。看了本书，不由得想到
自己的家庭。对于我来说，爷爷去
世较早，父亲“放荡不羁一生爱自
由”。年少时，父亲留给我的印象
只有轻描淡写的几笔：写作业时的
叮嘱，犯错时的责骂。哥哥与父亲
的交流更少，他们之间的交流内容
属于国家政治范畴之类的事件。中
国式父子关系中，中国的传统伦理
观 念 造 就 了 父 亲 “ 隐 忍 的 爱 与
痛”。男人似乎天生就喜欢沉默，
习惯把情感积压在心底，不愿意也

不擅长表达。因此，父亲在家中始
终扮演着一个非常严肃的角色。在
这种情况下，我跟父亲相处时自然
而然会生出害怕的感觉。其实，父
亲的内心是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的。

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
只剩归途。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
一天天老去，无数感情尽在不言
中。这本书值得每一个做儿女的用
心体会。我们追根，我们溯源，只
为了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

父子情深，且行且珍惜
——读《中国父子》有感

章雨恬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
结，匹配同称。仅以白头之约，书向
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
这是民国时期结婚证上的一段佳
辞。而在当下繁弦急管已成常态、
年轻人高喊爱情成为奢侈品的年代
里，看到这些温柔的字眼与典雅的
意象，让人不由感叹古典爱情的诗
意与清新。古典爱情究竟是怎样
的？著名文化学者郦波先生的新作

《浮生有爱》，带领我们向时光深处
漫溯，感受古典爱情之美。

《浮生有爱》 一共收录了 22个
爱情故事，从围绕春秋战国时期美
女西施展开的爱情讨论算起，到清
乾隆年间文人沈复和妻子芸娘之间
的爱情佳话为止，前后一共经历了
2000 多年。因此，能够入选的爱情
故事可以说是它们所属的时代里最
动人的传说，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爱
情的理解。

什么样的爱情称得上美丽呢？
相信这是很多读者心中埋藏已久的
问题。有意思的是，人们往往会不由
自主地认为只有主角形貌美丽，至
少女主角容颜上乘，这样的爱情才
算华美。以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为例，
除了杨玉环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情外，西施、貂蝉、王昭君三人都是
作为政治工具周旋于王公贵族之
间，她们的感情生活似乎并没有多

少“爱情”的成分在，可是后人却从
她们倾国倾城的容颜中获得灵感，
为她们谱写了一段段爱情佳话。事
实上，拥有天赐容颜的人毕竟是少
数，绝大部分人只是披着平凡的皮
囊，抱着一颗对爱情的向往之心、对
生活的热爱之心寻寻觅觅，试图找
到心仪的那个人，经营一段长长久
久的感情。书中，郦波先生给读者讲
了一段经典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
角是东汉贤士梁鸿。梁鸿风度翩翩、
满腹经纶、品行高洁，是当时达官贵
人之女理想的婚配对象。但是梁鸿
的妻子孟光并不是如大众期待的

“佳人”。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孟光
“状肥丑而黑”，且力大如牛，在崇尚
早婚的古代年过三十还未嫁，无论
如何都不符合大众对“才子配佳人”
的期待。恰恰是这样一位看似才貌
远不够突出的女性，却陪伴梁鸿走
到了最后，原因就在于她的品格和
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浮生有爱》收
录的爱情故事的主角们所属的社会
阶层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大致可
以归为帝王后妃型、才子佳人型、士
人贤妻型等，而不同的身份也给他
们的爱情带来了很多机会或是挫
伤。如李隆基曾经因其国君的身份
能够给杨玉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
恩宠，但最后也因为国君的身份不
得不让杨玉环自尽，造成“此恨绵绵
无绝期”的结局；李香君与侯方域的

相遇、相爱与他们彼此的身份亦有
关联，但历史上造成李香君郁郁而
终的恰恰是她的名妓身份为侯家所
不齿；而沈复与芸娘虽然是在社会
底层挣扎的“贫贱夫妻”，但他们的
平凡日子因为芸娘对生活的执着与
热爱而焕发光彩……衡量一份爱情
是否美好，归根结底不是看它的结
局是悲剧还是喜剧，而是如郦波先
生所言，要看它是否包含着“丰富的
人生”和“人性的力量”。李隆基与杨
玉环的爱情虽然被政治力量所摧
毁，但杨玉环去世后，李隆基听闻夜
雨之声创作《雨霖铃》的那份深情不
可否认；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泡
沫终被侯家人戳破，但李香君的敢
爱敢恨让这段爱情成了绝唱；沈复
和芸娘的幸福点滴也是在他们共同
面对人生风雨后获得的，这些正是
爱情的动人之处。

在这些爱情故事中，朱买臣休
妻一篇是让我最有感触的。这个故
事凭借戏曲而广为流传，又因为牵
涉到中国古代少有的女性离婚，所
以显得独特。这是历史的真相吗？郦
波先生提出疑问。他从汉代没有科
举制、崔氏的性格自相矛盾等疑点
入手，质疑了故事的真实性。进而又
指出，在正统的史书《汉书·朱买臣
传》中，朱买臣和妻子离婚完全是因
为他的怪癖——喜好当众大声诵
读。妻子崔氏不堪朱买臣在集市里
读书引起别人侧目，赌气之下选择

离婚。而离婚之后，崔氏遇见穷困潦
倒的朱买臣还主动接济，这些细节
和戏文有很大出入，却更加贴近历
史的真相。那么戏文为何要将崔氏
塑造成一个悍妇呢？郦波先生也给
出了答案，他认为戏文是受到男权
社会的影响，一切为了朱买臣的“高
大全”形象服务。这样看来，一个有
关逆袭的励志故事就显得有些悲凉
了，因为朱买臣形象塑造得越成功，
就说明崔氏形象的牺牲越大。

并非所有的古典爱情如我们想
象中那样美好，有举案齐眉的幸福，
必然也有棒打鸳鸯的失落；有“归凤求
凰缱绻意”的圆满，必然也有“伤心桥
下春波绿”的遗憾；有“有情人终成眷
属”的佳话，必然也有“真心男女难为
知己”的无奈。在遥远的过去，或因时
局逼迫，或因观念不同，我们在看到古
典爱情圆满的同时，也得正视它的缺
憾。但那一份真挚、本能的爱意是亘古
不变的，“浮生写罢爱如磐”，值得我们
久久品味体会。

浮生写罢爱如磐
——郦波《浮生有爱》读后

赵青新

我一直以为，张抗抗是北方
人。最近读到《南方》《北方》，才
知道印象有误。自序有言：“如若
把我的人生地理节点连接起来，是
一条长长的斜线：广东—杭州—黑
龙江。中年以后，斜线回返，到达
北京并停留下来，目前已有 30 多
年。”原来张家祖籍广东新会，张
抗抗于 1950 年出生在杭州，19 岁
离开杭城去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

《南方》与《北方》是她回忆早年
生活的散文，陆续刊登于各类报刊，
这次合集，“借此回望，审视自己写
作的本源与变化”，也让读者看到地
域文化对作家写作的影响。

两部散文都洋溢着浓郁的抒情
色彩，张抗抗用毕生不忘往昔、不忘
故乡、不忘亲人师友的一支笔，写出
了对乡土人情的热爱。两部作品也
有所区别，《南方》温婉动人，《北方》
豪爽不失细腻，这些散文都是以张
抗抗自己的风格、本色去书写的，清
淡朴实，温和宽厚。

《南方》着重写名山胜水、湖畔
风光、小镇风物。杭州是她出生与成
长之地，永难忘怀的家园。张抗抗以

“西湖的女儿”自诩，《杨公堤随想》
《重识钱江潮》追溯古今历史，连西湖
的柔波、钱江的浪潮，仿佛都翻涌着

文化；独自走进偌大的学府，母校是
她成长的摇篮，《文学梦想开始的地
方》 纸短情长。写得最好的还是

“能不忆江南”“摇到外婆桥”两
辑，让我跟随她的脚步，一起走过
西施故里、乌镇松阳，也乘着夜航
船，在“咿咿呀呀”的桨橹声里入
梦。张抗抗说，梦里有时悄然回到
南国，尽管山重水复，父亲与祖先遗
留的足迹依稀可辨。

散文其实只是张抗抗的副业，
她更擅长的还是小说。张抗抗的小

说立足女性视角，同时超越性别意
识，既有个体对社会人生、自然宇宙
的审美，也有群体对一代人命运的
追问与思索。她的主要作品，比如

《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塔》等是知
青题材的，而《我要的不是这些》《飞
走了，鸽子》《去远方》等是大学生或
普通青年题材的。

但要理解张抗抗的小说创作，
离不开对她的散文的阅读。《北方》
里就藏着许多解密的“钥匙”。南方
来的水乡女子，要融入北地荒蛮的

环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
大荒原来这么大呀，我知道什么叫
广阔天地了！”生活习惯完全不
同，一切只能从头学起，耕地、种
菜、烧炕、抓鱼、偷白菜……一
次，土篮子里的灰没有及时倒，差
点酿成火灾，被批评“南方人，啥
都不明白”，心里那个难受哟！连
北方的蚊子都比南方个儿大，咬起
人来更疼。而家信是报喜不报忧
的，只好开个小玩笑，把夹在信里
寄回去的蚊子说成蜻蜓，想要撒娇
却不敢让父母挂念的小心思啊。桩
桩件件，在北大荒扎根，夜里梦里
心里，文学的种子也在抽芽。

在我看来，《北方》 要比 《南
方》更胜一筹，更厚重也更深沉，有
更多突如其来的冲击与仓惶无着的
抵御，烘托出氛围。那曲折、复杂、深
刻的心理叙写，真切朴实，生动鲜活。
最难得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苦难与
艰辛，但在张抗抗的笔端，从心里流淌
出来的清澈泉水，涤荡了污秽，融汇
了真善美，显得那么纯净隽永。

张抗抗曾说，她的早期教育深
受母亲的影响，因为母亲是一个生
活在童话世界里的人，一辈子充满
童心。张抗抗的散文，让我也有这样
的感觉。不管她在南方还是北方，不
管她走到哪里，水为肌体，黑泥化
骨，塑造了她独特的文学世界。

南方与北方，都是梦萦之地
——读张抗抗《南方》《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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