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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波

《妈妈的银行账户》的作者凯瑟
琳是美国作家，她以孩子的视角，叙
述了自己家族从挪威移民到美国的
经历，全书一共收录了 17 个温馨的
生活小故事。

书中的故事撷取日常生活中鸡
毛蒜皮的事儿，这从标题上就能看
得出来，比如《妈妈的克里斯舅舅》

《妈妈和大事件》《妈妈和爸爸》等。
凯瑟琳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家庭
主妇，兄弟姐妹五人。如何使用丈夫
赚来的微薄薪水让全家人活出尊
严，是对一个家庭主妇最大的考验，
风雨人生路，妈妈总是以坚毅和智
慧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在全
家人的心中，只要有妈妈在，就有勇
气战胜困难、共度难关。

凯瑟琳曾经做过广播电台的编
剧，她撰写的生活小故事充满戏剧
性，每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讲到最

后总是有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结
局，读来很有嚼头。开篇《妈妈的银行
账户》叙述了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状
况，妈妈告诉孩子们，她在银行里有
账户，没钱的时候，可以去取钱。爸爸
每周把工资带回家后，妈妈按照轻重
缓急分成若干份，每一分钱都用在刀
刃上。在作者的记忆中，虽然家里经
济困难，但总能挺过去，所以，一直不
需要到银行去取钱。20 年后，凯瑟琳
把一张支票交到妈妈手里，叫她存到
账户上。妈妈这才道出实情，自己从
来没有进过银行。原来，妈妈的银行
账户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不能
让你们没有安全感。”《妈妈和无所事
事的房客》一文讲的是租房的故事。
为了增加收入，他们把客厅出租给了
一个叫海德的人。海德没有固定的工
作，但他见多识广，并且有很多书。海
德每天晚上给凯瑟琳一家朗读小说，
有时还辅导作业。海德离开的时候，
把所有的书送给了凯瑟琳一家，还给

了一张支票作为房租。妈妈很高兴，
结果却发现那是一张空头支票。邻居
们为此愤愤不平，妈妈却不以为意，
她认为海德先生培养了孩子们的阅
读习惯，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这
些都是金不换的。

妈妈文化水平不高，见识也不
广，但她特有的家庭主妇式的智慧
总能化解生活中的烦恼，让人喟叹
不已。比如《妈妈和医院》一文，简直
像个幽默小品。凯瑟琳的妹妹生病住
院，医院规定 24 小时内不能探望，妈
妈一定要进去看看，费尽口舌还是没
有得到准许。回家后闷闷不乐地埋头
拖地板，突然，她灵感一闪，围裙也没
解下，就拉着凯瑟琳直奔医院。她从
医院的储藏室里拿出一把湿拖把，卖
力地拖地，一步一步靠近小女儿的病
房。值班护士以为她是清洁工，没有
一丝怀疑。就这样，妈妈成功地见到
了自己的小女儿，看到她状态很好，
终于放心了。

妈妈和爸爸虽然一年到头为柴
米油盐发愁，但他们很恩爱。在《妈
妈和爸爸》里，作者用一件小事叙述
了妈妈对爸爸深沉的爱。租客莫肯尔
是个飞行员，爸爸喜欢和他谈论与飞
行有关的事情，爸爸“向往像鸟儿一
样飞行的感觉”，希望莫肯尔带他去
飞行一次。莫肯尔说“只要你开口，随
时可以”。妈妈听了“倒吸了一口气”，
认为那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爸爸
见妈妈反对，赶紧对莫肯尔说，“不了，
我想不用了。”某日，妈妈很晚回家，她
兴奋地告诉爸爸：“你必须去飞，飞行
太美妙了。”原来她偷偷地去飞了一
次，“为了看看是否安全”。爸爸笑着笑
着突然哭了起来⋯⋯恩爱的夫妻就
是这样，他们不会把“我爱你”三个字
挂在嘴上，而是深藏在心里。

一则则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小故
事，塑造了一位勤劳、善良、智慧
的贤妻良母形象。其实，天下母亲
不都这样嘛。

庸常的生活 深切的母爱
——《妈妈的银行账户》读后

崔海利

书，永远在离你心灵最近的地
方。我住姚江北，室不大，却有书房；
书房甚小，但有书香相伴——不少
名家签名书更为书房增色添彩。

“某某兄指正，钱文忠，2007 年 9
月 29 日”，这是钱文忠的签名，《玄奘
西游记》是我收藏最早的一册名家
签名书。每每看到，都会吓出一身冷
汗。钱文忠是央视“百家讲坛”当年
最年轻的坛主，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关
门弟子。从这个签名，钱文忠的谦逊
儒雅可见一斑。当年，我所在的学校
邀请其前来讲座。由于晚到了，钱文
忠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
久等了。”匆匆用餐期间，新江厦书城
的朋友励老师捧来几套书，请钱文忠
签名。钱文忠一一签名，极其认真，然
后恭恭敬敬送到各人手中，我有幸成
为其中一位。

“某某惠存，于丹，2010 年 1 月
12 日”。“于丹”两个字很简单，但很
飘逸，足见其才情和智慧。签名的地
方还有统一印制的“道不远人，让我
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于
丹心语”。于丹同样是央视“百家讲
坛”的坛主，2006 年以解读《论语》走
近全国观众。于丹到学校讲座时，正

值寒冬腊月，上千人的大礼堂远远
满足不了热情的师生，学校不得不
在大礼堂外搭起了大屏幕现场直
播。讲座刚开始，于丹的一句“坐在
外面的孩子不要冻着”，让学生感动
不已。于丹当天深夜在甬城签名，一
位有心的朋友帮我索要了一本。

“某某如意，以书会友，崔永元，
2010年秋”，崔永元的名字签在他的著
作《不过如此》上。中国汉字在他的手
下全变了形，大多数字变得极高极长
起来，特别是他的名字，“崔”高“元”长。
当天的讲座上，崔永元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
送崔永元去上海的路上，他讲了许多
在讲座中没来得及讲的话，很有哲理。
凌晨在上海锦北庐，崔永元签名勉励。

倪萍的签名是“倪萍，2011 春”，
极像一幅画，不细辨，真看不出是

“倪萍”二字。但细看会发现，每一笔
每一画都很讲究。宁波第二届全民
读书月期间，倪萍做客宁波书城。当
天，我正好去金庸先生笔下的桃花
岛，求助很有交际能力的朋友朱君。
他悄悄“潜伏”在倪萍身边，抓住机
会让其签名。同一天，还意外收获了
纪连海先生的签名。

“某某先生正，王蒙”，王蒙的签
名收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晚上。“王

蒙”二字虽龙飞凤舞，却和谐相处，
很有功底，签名是在其著作《青春万
岁》上。王蒙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
人，包括我。请王蒙签名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由于年迈，他签名题词很
少了。但是，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准备了几套书。讲座结束休息时，我
和其秘书商量签名一事。秘书没有肯
定也没有否定，但看到好几本王蒙不
同时期的著作也深受感动，表示会找
机会。终于有了几分钟空闲时间，秘书
马上示意我把书一本本打开，王蒙一
一签上名字。

“读书就是回家，麦家，2011 年 4
月 24 日”。麦家的签名内容是他当天
讲座的主题，那时“天一讲堂”正在举
行 5 周年纪念活动。麦家很朴实，文
如其人。讲座结束后，大家拥到讲台，
我一时手中无书，想起中国文史出版
社的《天一讲堂》，马上请其签名。

“ 某 某 老 师 存 ，敬 一 丹 ，2015

年”。获得敬一丹的首个签名是在
2015 年，当时她的《我遇到你》非常
流行。一天，在状元楼朋友雅集，其
中一位朋友悄悄取出签名本，原来
是专门为我而签的，非常感动。时隔
两年，敬一丹来到“天一讲堂”分享
新作《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我跑
去聆听，并再次请她在《我遇到你》上
签名。看到自己原先的签名，她乐了。
2018 年，敬一丹应邀到学校讲《那
年 那信》。哈哈，很轻松又获得她的
签名——敬一丹成为目前我的收藏
中签名最多的名家。今年 10月 18日，
敬一丹在宁波出席第五届浙江书展，
并在天一阁讲坛作“我的家信 我的
家”主题演讲。随后，朋友和我一起到
敬一丹下榻的地方拜访。她招呼大家
坐下来，签名、合影、聊天。我代朋友
签名。敬一丹签下了“某某幸福，敬
一丹，2019 年 10 月”。

名家签名好读书！作家签名的
作品，让文字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名家签名好读书

陈青 杨力克

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竹刻扇骨
的研究著作，更是一本讲述宁波帮
人士爱国爱乡的书籍。宁波博物馆
副馆长、研究馆员、竹刻研究专家李
军撰写的《中国竹刻扇骨》，日前由
宁波出版社出版，并在第五届浙江
书展暨 2019 宁波读书节上与读者见
面，它填补了中国竹刻扇骨文化研
究领域的空白。

竹刻扇骨，又称为扇骨竹刻，即
在折扇的竹质扇骨上，用各种雕刻
手法进行艺术创作。它是一种中国
传统艺术，使折扇不仅具有实用功
能，也蕴涵了极富魅力的文化与艺
术美学价值。

宁波博物馆三楼的竹刻馆内，
笔筒、臂搁、扇骨，圆雕、浮雕、留青、
深刻、浅刻，181 件竹刻精品次第陈
列。它们大部分来自著名甬籍竹刻
鉴藏家、篆刻家秦康祥的旧藏，2001
年由其哲嗣秦秉年捐赠给国家。我
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王世襄、朱家
溍对这些捐赠的藏品曾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竹刻收
藏，从质量和数量来看，在全国范围
内名列前茅”。

传世竹刻艺术品数量较少，因
而收藏价值颇高。明清两代是中国
竹刻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大陆明
清时期的竹刻代表作收藏主要在故
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宁波博物
馆。宁波博物馆汇集了大量竹刻名
家如明代嘉定派竹刻创始人朱松
邻、清代康熙朝宫廷御匠封锡禄、乾
隆年间嘉定竹刻领军人物周颢等人

的代表作，还有许多有绝对纪年款
识的竹刻作品，有 23 件为国家一级
文物，有些是孤品，非常珍贵。

李军说，她对竹刻的研究最初
是基于宁波博物馆基本陈列展陈的
需要，在研究中发现了秦康祥对竹
刻艺术的“痴”。“秦康祥先生是西泠
印社的早期社员，一个精通书画金
石的文人，他一生积极搜罗历代玺
印和明清名家竹刻作品等。秦秉年
先生曾说起父亲的收藏，不为利益、
不为私欲，只为有一天能够将藏品
带回家乡宁波。最终，父亲的念想由
儿子实现，家藏成为国藏。”

“撰写《中国竹刻扇骨》基于秦
康祥先生的旧藏，作为一名文博工
作者，有责任将这批竹刻扇骨的历
史文化、艺术价值挖掘出来。”李军
说，“这本书能完成要归功于两位秦
先生，收藏、珍爱、捐赠——两代人的
传承，反映出甬城文化精神的脉络。

相比《明清竹刻》，《中国竹刻扇骨》的
撰写难度大得多。”早先，宁波出版社
约请李军编撰出版的《明清竹刻》，曾
获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主要选用了秦氏所藏竹刻扇骨
作品之外的器物。

李军说，之前中国竹刻扇骨研
究的地域性非常明显，主要集中在
苏州和扬州。苏州作为明清时期中
国江南制扇业和扇骨雕刻艺术的重
镇，相关的文献记录与文化研究成
果颇为丰富。扬州作为扇骨雕刻聚
集地，也有许多较为重要的研究成
果。但是，综合历史演变和地域特
征，对中国竹刻扇骨进行系统性研
究的专著文献甚少，有必要深入发
掘和研究探讨。而秦康祥先生的收
藏，正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实物资料。

一件小小的扇骨往往集诗、书、
画、印数位名家制作于一体，既是竹

刻艺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与多
种艺术交相融合的结晶，更蕴涵着
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与历史文化价
值。李军在研究中发现，竹刻扇骨在
明清文人中风靡一时，很多擅长诗、
书、画、印、竹刻的文人艺匠参与到
竹刻扇骨的创作中，但也有相当一
部分创作者在史籍中未留踪迹，加
之古代扇骨基本以作者的字号落
款，相重的比较多见，因此考证扇骨
创作者的难度也颇大，着实花费了
不少精力。李军说，《中国竹刻扇骨》
让藏在博物馆展厅里的竹刻扇骨以
另一种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也是
对两位秦先生的交代。

该书由两部分内容组成 。“综
述”部分约 10 万字，对折扇的传入、
兴盛，特别是竹刻扇骨产生、兴盛的
历史文化背景与发展脉络，以及重
点区域与重要人物、艺术风格特点
和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阐释，对扇
骨上的诗书画篆的作者 （有些作品
有众多落款） 以及扇骨的具体年代
进行了考证，从专业角度揭开了这
批稀世珍宝的神秘面纱，从而完成
了对中国竹刻扇骨的一次空前的梳
理与系统性的研究。“图版”部分则
以350余件扇骨作品的图版为主，介
绍相关作者及器物特征。《中国竹刻
扇骨》 被确定为 2018 年度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

李军表示，扇骨作为文人雅士
间抒发胸臆、怡养性情的怀袖雅物和
在近代社会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道具，还涉及广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
人文信息、文化现象，这些都有待于
进一步的发掘考证与深入研究。

怀袖雅物 咫尺乾坤咫尺乾坤
——《中国竹刻扇骨》收录秦康祥先生旧藏录秦康祥先生旧藏

《名与身随》 是叶兆言的散
文集，共 46 篇，有长有短，比
较随性，是叶兆言的心灵史。他
书写了祖父、父母、妻子、女儿
和其他的亲友，介绍了他的“上
学记”以及走上文学道路的历
程。不装、不端，有自嘲、有反
思，都是性情文字。

作者和祖父的感情很深，《难
得有闹》《家学渊源》《电视的话
题》 等文章，都和祖父有关。

《纪念》 是长文，写的是他的父
亲。父亲一辈子热爱文学，也为
文所累，想法很多，眼光很高，
但没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叶兆言
觉得还有话没有说透，有感于父
亲的言传身教，于是又写了一篇

《父亲的话题》。《人，诗，音
乐》写的是他的堂哥三午，堂哥
喜欢诗歌和音乐，却一直不得

志，因为突发疾病很快去世了，
令人一声叹息。在 《宴尔新婚》
和《太太学烹饪》里，叶兆言提
到了妻子。他说，婚礼结束后，
在家门口打碎了一瓶白酒，那扑
鼻的酒香，让两人回味了一辈
子。他承认自己懒，也没时间，
害怕动手做菜，感叹太太学烹饪
的日子里，最有口福。《对女儿
的期待》《为女儿感动》 则讲述
了女儿的成长故事。

在《郴江幸自绕郴山》一文
中，叶兆言叙述了现当代文学史
上的一些名家，着重于高晓声和
汪曾祺。他认为，高晓声绝顶聪
明，写小说也是如此。汪曾祺大
器晚成，有名士气，有个性，是
非分明，并不随和。又在《我写
的几个旧派人物》一文里，提到
了俞平伯、吕叔湘。

怀念老师的文章有好几篇，
如《徐老师》《陈瘦竹先生》和《不
肖弟子》。写朋友的也不少，如《纪
念一个朋友》《回忆两个人》。

在书中，叶兆言还回忆了自
己的一些人生片段，语言平实，细
节生动，配有黑白照片。

（推荐书友：仇赤斌）

无人说自己“一字不识”，但
翻了几页《一字不识》后，我感到
自己真是“一字不识”。本书作者
林之原是报纸的副刊编辑，退休
后一门心思研究起了汉字，并写
出了这本厚达 300 页的《一字不
识》。

写《汉字王国》的瑞典著名汉
学家林西莉曾说过，“即使一些受
到很高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语
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们在小学、
中学和大学机械地进行着汉语教
学，却很少加以解释。”林之在序
言中特地提到了这段让国人感到
汗颜的话。他撰写《一字不识》，似
乎是为了弥补这种缺失和遗憾。

传说汉字是仓颉根据野兽脚
印研创，最初属象形文字，但经历
过字形演变后，很多汉字的释义
发生了改变。林之从甲骨文研究
起步，立足历史典故和自身经历，

将一个个冷冰冰的字符转换成温
暖的生活画面。

代表季节的“秋”字，在甲骨
文中是一只有触须、长足，背上还
有翅的蟋蟀。已有1.4亿年历史的
蟋蟀是秋虫的象征，秦之前的人
将它用来表示秋天，完全可以理
解。随着历史的发展，以昆虫作为
一个季节的符号似乎不够意味，
于是后人又将成熟谷物的标志
——“禾”字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了
今天的“秋”字。汉字的变化，显示
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体验变化。

再看甲骨文上的“如”字，如
一个叉手跪坐的女人在说话，这
似乎印证了当时男尊女卑的观
念。但“如”字也有灵性和禅意，佛
语中的“如是我闻”是天竺高僧鸠
摩罗什所翻译的《金刚经》中的开
篇第一句，其意是“我听到佛这样
说。强调这是佛祖说的话，学生我
只是如实记录而已”。以“如”字为
例，能知审美取向、人文环境是决
定汉字多般释义的主要因素。

《一字不识》外封设计素雅，
内里采用锁线裸脊，表达了对传
统文化的致敬之意。

（推荐书友：李晋）

《名与身随》

《一字不识》

《灿若黎明》

《灿若黎明》 讲述的是又一
则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最
后亦如童话故事结尾一样，他们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此单调
的爱情故事，是怎样成为《华尔
街日报》《今日美国》《纽约时
报》的年度荐书，并在海外畅销
百万册？

《灿若黎明》 故事的主人公
安布罗斯是汉纳湖小镇上的明星
人物，身材健硕，英俊挺拔。女
主人公弗恩却是一个有着“丑小
鸭综合征”的自卑女孩，她从十
岁起就喜欢安布罗斯。两人之前
几乎没有交集，即使是毕业之际
的一个吻，也只是身体本能的反
应，与爱情无关。但在一场战争
过后，一切都变了——

作者艾米·哈蒙说，她不仅
仅想描写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爱情
——那样未免过于单调。她给这
场爱情“长跑”加了好多戏码——
五个小镇男孩离开家乡奔赴战
场，最后却只有一人生还；长期相
处的友情最后并没有因为可怜而
演变成为“爱情”；因为彼此的
自卑而无法接受对方的爱……在
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之后，他们终
于紧紧地抓住彼此，不再让机会
流 逝 。 也 正 是 因 为 有 了 这 些

“料”，他们的爱情才显得弥足珍
贵。艾米·哈蒙用她细腻的笔
触，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描述得
如此深刻，让读者的心灵受到一
次又一次的撞击。

生命中的黎明，拥抱的是那
些在黑暗中仍能勇敢奔跑的人
们。正是因为弗恩的坚持不懈，
安布罗斯才能从战争伤痛中解脱
出来，他们才能最终收获灿若黎
明的未来。

（推荐书友：何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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