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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体霓

中秋节，儿子在上海书城买来
《在时间的河流上》这本书给我。想
想光阴也真快，他小时候，我常常买
书给他。

这本书装帧精美，青绿色的漆
布封面，凹刻着黑黑的书名，由董桥
先生亲笔题写。封面上没有作者的

名字，只留在书脊上。扉页上的竹叶
似泛着银色的月光，内页一行一行
的字间隔疏朗，眉清目秀。横刻在封
面上有两行小字：素瓷盛白雪，白马
入白芦。恰似秋日里的读书心境。

纸质书是有温度的，拿在手里
也觉丝丝暖意。陈卫新是设计师，他
相信建筑师赖特的一句话：“每一位
设计师都是，而且必须是一位诗人，
他必须是所处时代的有创见的解释
者。”作为保持实践的设计师，他觉
得设计灵感来源于生活，因此，对日
常生活里的人或事格外留心着，将
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汇聚成河。

书中有陈卫新收集的几张某城
街景老照片、旧书插图和他的建筑
速写，还有他用毛笔书写的唐宋诗
词以及张充和的书信。从内容上看，
风雅又厚重，透出的气味很能吸引
人。

他有一本张充和签名和钤印的
《张充和手钞昆曲谱》珍藏本，由此，
他用张充和诗句“酒阑琴罢漫思家”
为题作了一文，悠悠地说起从前的几
个人物，道出一点掌故来。说他朋友
买了一幅张充和老师沈尹默的扇面，
石湖《说虎轩夜坐》之作，是沈字上

品，张充和的诗用了其中一点意思。
怀念陈迹，不禁感叹时光之流逝。

作为设计师，陈卫新的文字颇
见功力。在《聊寄一枝春》里，他写
到，那一年，米芾在金陵拜见了王安
石，而后又恰好得到了王献之的《中
秋帖》，赏读临写，书法更见精妙。再
看看，王安石居金陵钟山，苏轼居常
州蜀山，米芾居镇江南山，似乎都是
历史的选择，或者说他们的选择成
就了历史。都说江南多山水，在山水
之间，在王安石常常走过的路边，修
筑一处喝茶聊天的空间，是一件特
别合适的事情。于是，陈卫新想到了
凭几观云，给喝茶的地方起了个“云
几”的好名字。

“水流云在”，他喜欢这句话，觉
得蕴含着空间与时间的变化。云几
的前院，在靠近溪流的地方，他设计
开凿了水池，与原先山溪形成一个
扩大体，将那山谷间几十亩的梅花
从心理感受上“借”过来。他的构思
饶有诗意，就像宋人选园很在乎借
来野逸之气，云几借的则是花。在梅
溪左岸，有一棵硕大的枯树，枯而不
死，新枝倾斜而出，绿意盎然。他就
在枯树左侧加一段短墙，叠石倚之，

墙外有一丛篁竹，与枯木逢春内外
呼应。说是与苏轼的《枯木竹石图》
或许有些相同的意趣。

对于梅雨，江南人的感受是很
深的。在《赏心乐事谁家院》里，作者
说竺可桢好像讲过，有梅雨的地方
即是江南。他觉得这种解释是颇得
江南人心的，江南人喜欢水，喜忆往
事，甚至喜欢梅雨中旧庭院散发出
来的气息，一边与外地朋友抱怨雨
季的麻烦，一边泡茶聊天乐在其中。
从这样的平常事中也可以看出作者
内心的安乐。

陈卫新的杂记，一段一段较短，
读之有快意。他喜欢绍兴，喜欢绍兴
的酒。说绍兴的底蕴厚，所以绍兴永
远是微醺的，一句“山阴道上”，就足
够有想象的气韵了。写苏州网师园，
进门的院子里，一左一右有两块砖
雕，叫锄月、锁云，透着幼稚气。又讲
到一大早坐高铁来泡园林的人，总
是有点稚气的。网师者，渔父也。那
里还有一处梯云室，梯云之意取自

《宣宝志》中“周生中秋以绳为梯，云
中取月”之事。

读至此，月当空，家人闲坐，灯
火可亲。

以绳为梯，云中取月
——陈卫新《在时间的河流上》读后记

痕 墨

《给作家标个价》 的作者出久
根达郎先生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藏书
家，而是一家普通旧书店的老板。
因为他的工作是和各个年代的旧书
打交道，所以对旧版书籍的价值、
价格、版本、装帧等可谓知之甚
详。作为一个生意人，他从别人那
里购进旧书，目的是以尽量高的价

格再卖出去，获得利润。不过出久
根达郎先生并不是个纯粹的商人，
还是一个爱书之人，一个对旧书颇
有研究的学者，所以才写了这部关
于“藏书之道”的作品。

旧书的实际价值，从来不是某
个权威部门或个人能一锤定音的。
旧书到底价值几何？要看该书的文
学质量、版本特色、装帧品相，以
及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还
包括该书在发行、流转过程中是否
有过一些特殊的际遇。《给作家标
个 价》 一 书 以 轻 松 诙 谐 的 笔 调 ，
介 绍 了 日 本 二 手 书 市 场 的 行 情 ，
同时也讲述了 24 位日本著名作家
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从而描绘
出日本文学界辉煌时代的大致轮
廓。司马辽太郎、三岛由纪夫、川
端康成、太宰治、夏目漱石、直木
三十五、泉镜花、吉川英治⋯⋯每
一个名字都是镌刻在日本文坛上的
耀眼星辰。

不过看完此书后，一个最大的
思想改观是关于书籍“腰封”的。
我有个习惯，因嫌腰封累赘，在看
书时总是先将其拆下，看完书后，
再重新“装”回去。当然这样的
话，事后往往会找不到腰封。《给
作家标个价》 的作者郑重指出：一

本标价中等、品相一般的旧书，若
书封、腰封、函套齐全，市场价格
会比这些东西全无的同一本书价昂
百倍。而总体来说，出版年代久远
的初版书，初版量极少的书，书
封、腰封、函套齐全的书，内页完
整清洁或者是出版于特殊年代的
书，没有被选进作家全集中的罕见
单行本，内有作者亲笔题赠字样的
书⋯⋯会因“物以稀为贵”而成为
旧书市场上的抢手货。

《给作家标个价》 中对日本文
豪们的趣闻轶事也提及不少。大多
数作家很喜欢阅读，森鸥外曾对儿
子说：“空虚无聊是非常可耻的事
情，明明有那么多书值得读。”太
宰治虽嗜书，对书却没什么占有
欲，很乐意将自己读完的书慷慨赠
人。关于大作家直木三十五的一些
故事也颇富趣味，众所周知，日本
著名的“直木奖”是为了纪念直木
三十五先生而创立的。其实在日本
历史上，也曾设立过“夏目漱石
奖”“樋口一叶奖”等多个文学奖
项，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只有直木
奖和芥川奖流传了下来。直木先生
早年间的生活相当拮据，为此他曾
说过“艺术短而贫困长”的话。至
于他这个“直木三十五”的笔名，

也来得挺偶然：直木先生三十一岁
那年，给自己取名为“直木三十
一”，此后随着年岁增长，依次改
成直木三十二、直木三十三⋯⋯直
到他三十五岁，先生嫌麻烦，不愿
再改，于是这位大作家就成了永远
的“直木三十五”。书中还介绍了
泉镜花和尾崎红叶之间那段堪称佳
话的师生缘。泉镜花十六岁时，因
读了尾崎红叶的作品，深受感动，
便只身前往东京拜红叶为师。红叶
很欣赏泉镜花的天赋才华，也一直
认真教导着这个学生。用泉镜花自
己 的 话 形 容 ：“ 老 师 什 么 都 教 给
我。”泉镜花最擅长两类作品：瑰
丽的奇幻小说和曲折的虐恋小说。
然而有读者认为，泉镜花的小说碧
玉微瑕，文字上太过矫揉造作了。
对此，尾崎红叶早有评价：“镜花
的文章就像盆栽松树，非要把弯曲
的松枝拗直的话，它会枯萎的。”
果然知徒莫若师，红叶此语，一针
见血。

文学书是有价的，但文学以及
创造了一个文学鼎盛时代的大师们
是无价的。无数勤勤恳恳笔耕不辍
的作家，不管他们是否能在生前
身后享得大名，都值得敬仰、赞
美⋯⋯

文学书有价，而文学无价
——《给作家标个价》读后有感

虞时中

最初知道爱尔兰国宝级作家梅
芙·宾奇的名字，是在今年 4 月初
的一次文学讲座上，小说名家谢志
强老师向大家隆重介绍了这位作
家，并讲述了他年初在新华书店如
何与该作家的小说集 《栗树街》 相
遇而后购买阅读并手不释卷的故
事。讲座结束之后原本想去买梅
芙·宾奇的书来读，可是由于事务
繁忙，慢慢就淡忘了此事，直到前

段时间一位文友送我这本 《奎妮小
姐的石头大屋》，读后才由衷感觉
谢志强老师的推荐所言非虚。在

《奎 妮 小 姐 的 石 头 大 屋》 中 ， 梅
芙·宾奇用朴实的文字讲述了一个
个关于爱与温暖的故事，令人难
忘。

石头大屋位于爱尔兰西部的一
处天堂乐园，一个名叫石桥的地
方。石头大屋的主人是老得很的三
姐妹，当三姐妹中的最后一位奎妮
小姐也去世之后，这座石头大屋就
被一个叫小鸡的女孩投资接管。慢
慢地，石头大屋成了人们疗伤栖息
之地。书中共收录了 《小鸡》《里
格尔》《奥拉》《温妮》《约翰》《亨
利与尼柯拉》《安德斯》《沃尔夫
妇》《奈尔·郝小姐》《弗丽达》 10
个短篇小说，人物和故事的交集之
处就是石头大屋，石头大屋就像一
个美丽的蝴蝶结，扣住了整部小说
的内核，展示了这块心灵疗伤之地
暗中凸显的爱的力量和人与人之间
真挚的感情。

《小鸡》 作为开篇小说，讲述
的是一个回归的故事。主人公小鸡
因为爱情而出走，离开石头大屋到
美国生活，但是后来被男友抛弃，
于是只能向家人隐瞒真实情况，只
身去纽约谋生，身兼数职从不气

馁。多年之后，终于磨练出坚强沉
着的性格，并且有了投资度假屋的
积蓄，最终回到心灵栖息之地石头
大屋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在 《里格尔》 中，石头大屋成
了救赎之地。主人公里格尔出生于
单亲家庭，母亲鲁拉疲于工作无心
教育他，以致他在青少年时期屡屡
犯法，后来他远离都柏林，来到小
鸡所在的石头大屋帮忙工作。工作
的磨砺去除了里格尔身上的戾气，
也让他渐渐尝到了自食其力的乐
趣，石头大屋周边居民的关爱也让
里格尔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改变，最
终他遇到了美丽的妻子卡梅尔。当
卡梅尔向鲁拉讲述里格尔的转变
时，看到儿子那热切、快乐的面
庞，眼神也与之前有所不同，母亲
鲁拉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被毁掉
了的可怜孩子，而是一个自豪而幸
福的男子汉，对他自己的命运尽在
掌握中，充满安全感，稳如磐石。”

书中其他人物也是如此。围绕
着石头大屋，作家从每个人物的原
生家庭、性情习惯、生活经历以及
重大转折性事件入手，剖析每个人
物内心深处的创伤、迷失与纠葛，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个人探索慢慢寻
找到自我，重新构建起理想中的生
活模式。在 《温妮》 中，34 岁的大

龄女青年温妮遇到了比她小两岁的
单身男青年泰迪，然而在相爱相知
过程中，受到了来自男方母亲的

“挑战”，男方母亲生怕失去儿子的
陪伴，于是对温妮暗中施以压力。
在泰迪的安排下，两个深爱着泰迪
的女性一起来到了石头大屋度假，
直到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遇到了涨
潮封住岩洞的危险，两个女性才发
现她们的爱是统一的。“她们都意识
到，在等着大西洋那涨起的潮水退
去，在岩洞中耐心蹲守的那漫长的
事 件 内 ，某 种 巨 大 的 转 变 已 经 完
成。”爱的烦恼最后促成了甜蜜的结
局。《约翰》中的约翰是一个孤儿，一
个著名的影星，随着年岁渐高，他不
堪日常琐事缠绕，无意中来到石头
大屋度假。其实当约翰到来的那一
刻，所有的人认出了大明星，只是因
为约翰用了化名，于是所有的人装
作不认识他，给了他一个释放自我
的空间。“这个地方有一种疗伤的东
西，一种慰藉的气氛，有助于那种不
安和痛苦从心里驱散掉。”

《奎妮小姐的石头大屋》 带给
我的不仅是一种放松心灵的感觉，
更多的还有“浪漫奇幻的星光，那
是某种更深沉的东西，一种对生活
意义的领悟，一种安宁平和的感
觉”。

守望温馨迷人的家园
——《奎妮小姐的石头大屋》读后

《黑釉灯盏》收录的是儿童文
学奖得主彭学军以“成长”为主
题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包括《黑
釉灯盏》《十一岁的雨季》 和

《油纸伞》等10篇作品。
纷繁生活中的琐碎，让故事

主人公易杨在细水长流中领悟成
长之艰辛，萌发对现实和未来的
种种思考，而那拾荒老头赠予父
亲的黑釉灯盏所散发出的人性之
光，将洒满他的成长之路，指引前
行的方向。

成长路上，总有乐与苦的造
访。如同校花宋天逸与易杨偶然
的搭讪，如同拾荒老头的馈赠，
如同母亲突发的病症，也如同黑
釉灯盏被摔碎的噩耗。成长路
上，亦有真善美的问候。如同易
杨的母亲对父亲痴迷于收藏古玩

的理解和尊重，也如同父亲对易
杨那句温柔的回应——“黑釉灯
盏是你藏起来了吧，要不，就是
送给哪个女孩子了？”这心灵深处
的纯真温厚总能触动他人的心
弦，唤醒沉睡的感动和力量，在读
者心中播下勇气、感恩、诚信的种
子。正是因为有这些至真至纯的
美德存在，才让人们在纷繁社会
之中觅得一处心灵的栖息地。

其实，在成长路上收获的感
动和力量，往往始于他人，终于自
身：尽管日月星辰指明了沙漠绿
洲的方向，仍需步履不停的勇
气；尽管富裕家境铺就了事业顺
利的道路，仍需艰苦奋斗的志
气。在成长路上，我们会收获欣
喜感动，也会偶遇挫折迷茫，但
仍有远处的点点星光指引我们前
行。《黑釉灯盏》 所展现的具有
湘西地方特色的生活图景，还有
性格鲜明饱满的人物形象，贴近
现实却又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以及幽默风趣、质朴自然的语
言，使得这部儿童文学寓教于
乐，以情感人，以美育人。

（推荐书友：宣凌嫣）

创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
关键词，但创意不是随时能够从
大脑里迸发而出的，它有时就来自
一瞬间的灵感。古德伦·韦格纳的
著作《不枯竭的创意从何而来》，无
意学术探究，意在启发思维。

韦格纳是一位设计师，刚当
设计师那会儿，尽管很努力，但很
少能得到客户青睐。后来，他有缘
成为一家知名新闻机构的平面设
计师，在新岗位上，他有了很多关
于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和获得创意
的经验，自此，事业有了质的飞跃。
在成为知名的独立设计师之后，他
乐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推广给
同行，因为他相信有创造力的人可
以再次相互受益。

本书以《挖掘你的创意潜能》
开篇，分为七章，各个章节有机展
开。在首章中，韦格纳提出一个有
趣的观点，“创意人制造了混乱之

美”。他拿英国著名画家培根举
例，说他的工作室看上去很凌乱，
但每样东西都有存在的意义。一
片狼藉没有阻碍培根的成功，也
没有破坏他的梦想。读到这里，明
白韦格纳不是为培根脏乱的工作
环境开脱，而是说明创意产生于
沉静的内心。

本书并不单纯以文字说教，
内有图表、漫画、测试，让读者能
参与其中，从这层意义来看，这就
是一本“创意之书”。在谈到如何
为自身创造力发展争取更多自由
空间时，韦格纳用图文并茂的形
式展现了五个步骤，即清空大脑、
给任务主题分门别类、确认任务
的优先级、筛选出重中之重的任
务、捆绑任务。

好的创意与自由艺术不同，
需要以边界为保障，一幅插画要
与内容有关，一个包装必须符合
产品尺寸大小，一个网站必须指
向某些目标群体……限制不是阻
碍，韦格纳比喻说，“创造力是
一块肌肉，锻炼它会让你乐在其
中”。

（推荐书友：李晋）

《黑釉灯盏》

《不枯竭的创意从何而来》

《书房里的意大利面哲学家》

一个极致的吃货是怎样的？
一定不满足于吃，还要自己做；不
仅要做，还是反复地做。什么火候
最好，口感区别在哪里，怎样搭配
最好……一项一项，不厌其烦地
实验，不厌其烦地记录，然后，就
变成了一本奇怪的美食书。

《书房里的意大利面哲学家》
取了一个欺骗性的标题，我起初
以为是常见的文人饮食随笔，不
是的，完全不是那样的。作者土
屋敦是一个日本人，专业是经济
学。是不是蛮奇怪的？俗话说，
民间出高手，尤其遇到“吃”这
回事儿。

土屋敦想煮出好吃的意大利
面，他打算从简单的蒜辣意大利
面入手，体验料理的乐趣。然后，

他觉得很迷糊，尽管这是最常见
的食物，但是食谱、杂志和网络上
的各种做法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在
盐的使用上，有的说大量，有的却说
不用；有的说在水开后加盐，有的说
一开始就要加；有的说最好是岩
盐，有的却说海盐最佳……

土屋敦不是一般人，这位学
经济出身的吃货，对于数字比常
人更敏感，他努力从统计学的精
确角度对烹饪过程进行量化。他
调查各种各样的数据，比如意大
利面条原料小麦的特性、小麦成
分的热变性、面条的制作方法
等。土屋敦从杜兰小麦粉中分解
出蛋白质和淀粉，分别水煮，观
察变化。研究面筋的网状构造和
功用。为什么会“啵”地一声弹
开呢？日本的国民饮食乌冬面，
与意大利面的弹性区别是怎样的
……他甚至还注意到了大蒜的不
同切法对油的吸收程度和快慢的
差别。吃货的力量是无穷的。

（推荐书友：赵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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