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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颐

《给仰望者的天文朝圣之旅》是
一部“邂逅之书”。作品文笔的优美
甚至盖过了它的科普本质，让我忘
却了正在接受某些知识，一径沉醉
于字里行间。

全书开篇，美国科学家切特·雷
莫描写了一场事故：波士顿大街，滑
板冲入人行道，撞飞了一个小女孩。
魔法般的描述产生电影蒙太奇般的
效果，短短的几秒，拖长再拖长，镜
头来回切换，身体在空中翻滚腾飞，
周围人们的表情⋯⋯痛苦的呼喊被
消音了。雷莫以此引入解释，在真空
里，声音无法传播。在我看来，这仿
佛是一种隐喻。

时间，人们说它最公平。可是，
在某些时候，在主观的感觉里，时间
长得等不到希望，又短得只有一瞬。
宇宙是多重的，即便身处同一片土
地，从深渊里看到的天空，与静室里
望出去的天空，区别很大。人们仰望
苍穹：“天哪，发生了什么？”现代世
界物质发达、日新月异，可是为什
么，看上去坚固的东西那么容易烟

消云散？技术的进步带来很多便利，
可是为什么也会招致难以预料的灾
难？

天文学的诞生，来自人类朴素
的信仰。太阳、月亮和星星，悬挂在
头顶，代表着神秘的力量。一开始并
不能准确掌握规律，但那时候的人
们明白，人类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
唯有听命于它。后来，我们丢失了古
老的天文学最初的人类精神性。通
过这趟天文朝圣之旅，我们该怎样
寻回信仰？

书中有回忆。父亲把小雷莫从
睡梦中叫醒，只为让他一睹彗星的
光彩。我们的童年时代也有着类似
美好的场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
天都是小星星”，在爱意的表达里，
我们对世界有了最初的向往。

书中有神话。史诗里的“千面英
雄”，往往带着使命上路，进入超自
然的奇特境地，他和伙伴们遍历坎
坷，从神秘的探险中回归，为他的子
民带来恩赐。他在死后化作万人景
仰的星辰。

书中有文学。莎士比亚的《仲夏
夜之梦》，梭罗的《瓦尔登湖》，托尔

金的中土王国，多丽丝·莱辛的太空
幻想编年史⋯⋯我爱里尔克，诗人
对夜空以及太空发出不间断的呼
唤，人世间仿佛只是人类从大宇宙
中暂时租赁来的一小块时空；我爱
圣埃克絮佩里笔下的小王子，想要
陪他回到小小的星球，陪他在一天
里看完 44 次日落⋯⋯我的语言太过
贫之，我无法形容《给仰望者的天文
朝圣之旅》的精妙。一次次阅读，一
趟趟行程，走过无数的桥，看过无数
的云，才能呈现最美的风景。

书中当然更有科学。今天能论
证的宇宙的诞生来自“原点”，大
约 138 亿年以前。然后宇宙逐渐冷
却，不断膨胀，死亡重生，时间飞
逝。奥秘万象，浩如烟海，无法一
一揭晓，作者着力捕捉最诗意的那
部分，那些或明亮的或幽暗的。恒
星、行星、星团、星系，达成奇妙
的统一。作者也偶尔讲述夜行的动
物、草丛里的轻音、晨曦微露时鸟
儿的啁啾，它们是自然的一部分。
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蛹，在漫长的
时光里，层层包裹，经纬错杂。作
者慧眼慧心，从源头慢慢地抽取丝

丝缕缕，于是，天上的繁星错落有
致，地上的露珠清亮无尘，各有各
的位置。

广阔的夜空中有无数光点在闪
烁，相隔巨大空间距离的两处仿佛
比邻而居，我是我的宇宙的中心？
然而，只有摆脱这种自我想象，以
谦逊的方式，才能与宇宙有所交
集。

春天慢腾腾地走来，自然的节
奏可能被人类暂时中断，但它的运
转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春
天里，遇到一本好书，唤起惊奇与
敬畏。头上有星空，心里有道德
律，在走得太远的时候，星星会为
我们指路。

寻找遗忘的星空
——读《给仰望者的天文朝圣之旅》

刘 敬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
言 ：“ 书 有 可 浅 尝 者 ， 有 可 吞 食
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于我，白
化文先生的《退士闲篇》恰是“须咀
嚼消化”的一部厚重之作。虽先生笑
言“为了写‘闲谈’，我假定读者对象
绝大部分是跟我一样的外行，咱们
业余对业余”，但那是自谦，是美德。
咱呢，却是真“业余”，不“咀嚼消化”
怕是不行——

简言之，《退士闲篇》 是白化

文先生谈民俗文化与古典文化的随
笔 结 集 ， 共 计 34 篇 ， 分 作 三 辑 ：

“器物溯往”“史记闲谈”“语文小
识”。

作为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先生
虽早已从北京大学退休，但身退

“思”进，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复秉
承古代笔记丛谈的史笔传统，糅合
以老北京闲谈的语言艺术，纵论古
今器物之形制变迁，漫话 《史记》
中的将相哲贤，详析部分古汉语之
修辞用法，钩沉典籍史料中的语言
现象，看似“扯闲篇儿”，实则有
趣有味，怡情悦性，增智长慧。

且以我 们 身 旁 的 一 些 寻 常 物
件，抑或小说诗歌、影视作品中
的那些貌似普通今已难寻的部分
生活、学习用品来说，大多数人可
能会因司空见惯而不加深究，甚至
以讹传讹而不自知。譬如，当下正
是春光万里、风筝满天的时节，谁
又能想到，这小小的风筝，从古飞
到今，其背后还藏着一番学问呢。
通常，我们会将古诗文中的纸鸢与
风筝混为一谈，可通过白化文先生
如 数 家 珍 般 的 “ 闲 谈 ”， 方 了 悟

“ 起 码 在 唐 代 ， 它 们 可 是 两 种 事
物”。因为“唐五代诗文中说到的

‘风筝’可全是‘檐铃’，或说是
‘风铃’‘风铎’”。而时过境迁，

物是“名”非，“宋代以下的用典
者笔下的风筝是否就是纸鸢，还得
结合上下文来看”⋯⋯白化文博古
通今，引诗文，摘民歌，举史实，
做对比，直让人眼界大开，啧叹连
声。

与风筝类似，在“器物溯往”
一辑中，诸如如意、拂尘与麈尾，
诸如“卦影”“蜂台”“升官图”，
乃至琉璃喇叭、竹夫人与汤婆子、
旧北京的自行车等，作者均引经据
典，钻研考证，而又能化繁难深奥
为通俗浅显，变枯燥乏味为情趣漫
溢，每每让人豁然开朗。尤其是释
如意、话拂尘、谈麈尾等，作者更
是不惜笔墨，探本溯源，细剖详
解。你看，作为一种普通器具的

“如意”，即古人口中的“爪杖”，
原来竟是我们现今仍在使用的“痒
痒挠儿”，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
社会的发展，“如意”才演变成吉
祥话，后进一步起着指点指示、击
节赞赏、道具教具、军事指挥及质
酒抵押等作用。而随着形制的演
变，如意的造型与内涵也在不断丰
富，其在清末的上层社会中，尤其
是在祝寿礼仪及婚礼中作贺礼、作
定物时，地位的重要性远远出乎我
们的意料⋯⋯

“我们必须把文学作品中的典
故，以及作家自身和煽动起的情感

与史实区别开来。透过司马迁动情
之笔，我们还是能够正视历史的本
来面貌的。”这是白化文先生对后
学的谆谆告诫。正如鲁迅先生所
说，《史记》 是“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 《离骚》 ”，但面对这一皇皇
巨著，很多人怕是与笔者一样望而
却步吧，因囫囵吞枣尚可，真正
读懂殊非易事。白化文先生却以
电 视 剧 《汉 武 大 帝》 作 为 引 子 ，
在“史记闲谈”一辑中，以严谨
治学、尊重史实的态度与夹叙夹
议、亦庄亦谐的语言，引领大家
踏上一段穿越之旅，去拜谒“只
典征裘不典琴”的司马相如、猿
臂难封的不侯之将李广，去凭吊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
下”的魏公子信陵君、“运筹策于
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
张良⋯⋯先生不妄言夸饰，更不编
造戏说，反而一再强调，要“互
见”式阅读，以辩证的眼光去科学
地探寻、对比，真正全面地理解作
者，理解作者笔下那些君主将相、
英雄豪杰⋯⋯

此书最后一辑“语文小识”部
分，更是博杂丰厚，真知灼见频
现。如 《桃花源记》 中的“规往”
做 何 解 释 ？“ 知 唐 桑 艾 ” 有 何 典
故？“博喻”有哪两种手法⋯⋯颇
值沉潜往复，“涵泳乎其中”。

“闲谈”里漫溢大学问
——读白化文随笔集《退士闲篇》

蔡体霓

过年时从上海到宁波，留在老
家两个月。近日返回沪上，随身携
带了一本书，是宁波出版社出版的

《甬上船事》，甚为亲切。
甬上，实际指的乃是浙东以鄞

地为核心的方圆几百里区域。说到
船事，宁波人与船密不可分，日常
生活、风俗习惯、文化娱乐、交通
运输以至就职创业等，无一不与船

相连。小时候读过一本 80 年前的地
理手册，其中说及宁波人“足迹遍
于海内”，可想而知，船是那时最
重要的载体，是船养成了宁波人敢
闯世界的气魄。

本书作者是鄞州民协的成员。
从“甬船史话”说起，接着讲述

“古港丝路”，内容扎实，一目了
然，撷取了史料典籍中的精华。鸦
片战争前，在浙江各港往来的海船
有 1000 多 艘 ， 年 货 运 量 达 10 万
吨，大部分集中在宁波港。船运发
达，自然带来各业兴旺。到了 1820
年前后，宁波已有 50 多家药材行，
药材收购和销售范围扩展到全国多
数省份，全国有名的大药号都在这
里坐庄办货，宁波成为全国药材交
易中心之一。今甬城“药行街”地
名便源于此。这两章节的文字简
练，却让人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第三章至第六章，依次为“船
技船艺”“船俗船忌”“船谣船说”
和“船风船韵”，翻读之间，犹如
沉浸在船的世界里。说及船的制作
工序，像看纪录片，虽不乏技术名
称，但讲得细讲得巧，或近景，或
特写，颇能引人入胜。其中有一节
描写宁波船模的构造特点，说石浦
船模最突出的构造是“船眼睛”，

每一艘船模的船壳造好后，会依照
实体船，在船首两侧，钉上一对

“船眼睛”。那两只眼睛，一只朝上
注视着天，一只朝下关注着海，使
船在海中航行时有了灵性，保佑出
海人了解风云变幻、浪涛变化，还
能知道海里鱼群的动向，以求平
安、丰收。这就道出了船文化中蕴
含的深厚的人文情怀。

在“船俗船忌”里，更能看出
甬上人家受船文化影响之深。从前
一人出门，送行的人总要说“顺风
顺水”之类的话，以图吉祥。种田
人有句话叫，“撑船看船头，耕田
看牛头”。生活里的许多事拿船来
当话头，潜移默化中，造就了宁波
人言谈举止上的规矩。扯开去说，
我祖父在百余年前就当海员了，常
听家里人说，是“撑船人”，原来
我们宁波人称海员为“撑船人”。
我在潘火的宅子客厅里挂了一张近
百年的“新丰轮”船景照片，是祖
父传下来的。

一些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船
谣，自然而质朴，富有宁波特色，
是中国民歌的一部分。看最后一
章，其中一节为“宁波帮”的传奇
故事，它们以前多为桥头、凉亭、
航船里人们的谈资，可惜航船随着

时代变迁已经消失了。最近我去了
一次新河头，在我印象里，从前这
一带的风光就像 《清明上河图》 里
呈现的一样。50 多年前，我与祖父
母要去上海，特意到划船巷寻觅绍
兴船老大阿祥哥，一路问去，无人
不晓。见了阿祥哥，请他某日清晨
划船来潘火桥接我们到新河头。结
果他与儿子提前一夜就到了，说怕
次日耽误时辰，两人夜宿船上，令
人动容。

“船与乡人”这一节，人情味
很浓，呈现出市井的烟火气，让我
想起一些令人怀念的岁月。譬如书
中提及濠河头施毛记饭店，船客都
叫它阿毛饭店，店里 1 角钱一碗的
年糕汤，勾起暖心的回忆。又说从
前夜航船开得慢，从宝幢至宁波城
区，到五乡正好一半路，民谚有一
说：“瞌 打崩魇，还在五乡碶。”
书中记述，从新河头出发的航船，
通往东乡的莫枝、横溪、下水、东
吴、宝幢，南乡的姜山、茅山及西
坞、白杜等地。主船后面要拖上五
六只航船，主船“嘭嘭”作响的
声音是航船的标配。童谚云：“机
器 船 ， 嘭 嘭 响 ， 抲 来 带 鱼 锃 光
亮。”久未闻此童声，今读之，犹
在耳边。

“机器船，嘭嘭响”
——《甬上船事》读后有感

我国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人
文景观丰富多彩，两者交相辉
映，造就了令人心驰神往的神州
风貌。400多年前，“游圣”徐霞
客将足迹留在了锦绣山河之上，
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更是
蜚声中外，拥有庞大的读者群。
对于这位传奇人物，除了几篇传
记，很少见于文艺作品，最新面
世的《徐霞客山河异志》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值得一
读。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
号霞客。他从 22 岁开始，手提
竹杖，跋山涉水，34 年未曾辍
步，3 次遇盗，4 次绝粮，行走
了大半个中国，无愧于“大丈夫
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豪言壮
语。《徐霞客山河异志》 由点及
面，视角独特，笔墨精雅，引人
入胜。这部历史小说还被贴上了

“旅行、悬疑”的标签，考索风
土人情，追怀人文精神，是一部
集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精彩
小说。作者穿梭于茫茫书海间，

“一边用情代入，一边在历史的
夹缝中探寻着只言片语”，以各
种史料为依据，进行精研整理，
最终以 8章篇幅呈现奇特的时空
横截面。《徐霞客山河异志》 犹
如一长幅明末风俗画卷，以文学
塑造的主人公贯穿始终，通过真
文字、奇文字、大文字，适当穿
插历史背景、民间传说、风情习
俗，使我们深入了解徐霞客旅行
的心路历程，真想“踵其脚步”
而畅游。通读本书，既可以对奇
特的高山、清风、流水等自然现
象心存向往，还可以体验万历
帝、朱常洛、汤显祖、秦良玉、
袁崇焕等风云人物的人生经历。

著名历史悬疑作家唐隐曾感
慨：“茶弦在创作上，很善于将
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又有趣的细节
融入故事，经常看得人捧腹大
笑。在这部小说里，徐霞客没有
过多的主角光环，只是作为一个
坚韧、勇敢的探险家而存在，显
得特别亲切。”

（推荐书友：戴骏华）

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得好——
民以食为天，因此有了八大菜
系。其实换个角度看，从食物
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社会的
变化轨迹。

对于西门媚，并不陌生，与
她神交在另一本书 《心怀野念》
中，曾感受过她对生活、时代的
思考。如果说《心怀野念》是西
门媚内心的主观表达，那《食光
机：食物中的当代小史》可以说
是客观观察。

从小处说，这本书是西门媚
个人的成长记忆随笔，往大处
说，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群体成长
的记忆手册。西门媚用娓娓道来
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前半生与美
食、与城市、与朋友的一幕又一
幕的美好画面。正如作者所说：

“食物的故事以及对食物的想
象，能让作者与读者，有另一个
维度的沟通，既是心灵的，也联
结生理。这种沟通，能筑成一条
神奇的时光隧道。”

每个人总是会有念念不忘的
食物。比如我，每年夏天总是不
吃西瓜，朋友邀请，我会摇头拒
绝。并不是不喜欢，而是我一直吃
不到小时候的那种甜。那时候，农
民会在春天种西瓜，到夏天西瓜
熟了，正好卖掉来交学费。暑假
时，我每天中午会将西瓜放进凉
水里，晚上切开吃。那种透心
甜，长大后再也没有感受过。

为什么说，味觉的怀念和时
代有关？现在的西瓜真的没有小
时候的甜吗？我看未必。更多的
是没有那个时代的满足感。

西门媚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
“时光机器”，用味觉的钥匙将其
打开，和读者一起漫游于已经逝
去的半个世纪中。在这漫游的过
程中，去理解我们生活的国度、
我们生活的时代，更去理解时
光、理解未来。

（推荐书友：齐祺）

《徐霞客山河异志》

《食光机：食物中的当代小史》

《多情漫作他年忆：苏曼殊传》

欧阳修有言，“诗穷而后工”，
苏曼殊的坎坷人生也可印证这句
话。作为一个诗歌、翻译、绘画多
方面皆有成就的人，他的一生被
记录下来，辑成了《多情漫作他年
忆：苏曼殊传》。本书在历史文献
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化的想象，用
抒情细腻的小说笔法，铺展开情
僧浪子的一生。

苏曼殊出身于中国式的封建
家庭，父亲苏杰生经营茶叶，纳日
本女人河合仙为妾，却和其妹生
下了苏曼殊。少年时期的他寡言
少语，因为东洋腔的汉语备受冷
落排挤。在一个算是富庶的家庭
里，他饱受饥寒。机缘巧合之下，
他入寺为僧，但苏曼殊到底是一
个孩子，一次捉了鸽子想要烤来
吃，被逐出寺庙。后来到上海投奔

姑母，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每
一次的人生拐点都让他由希望到
失望，心生怆然。他发出了痛苦的
自问：“我是谁？可以去哪？何处是
我栖身之所？这世上可有人需要
我？”

纵然难融于社会，也抹不去
他在多个领域的才华。落脚苏州
时，苏曼殊担任教员，被称为“诗
僧”；在绘画上，他融合了中西的
绘法；他翻译《悲惨世界》，以中国
社会为背景加以改写，鼓舞改革；
他用文言体来表现拜伦的诗歌，
凭借古典文化底蕴和外语能力创

“曼殊体”；他用一年时间掌握梵
文，撰写《梵文典》，填补了佛教史
空白；他把伤疤隐埋在第一人称
叙事小说《断鸿零雁记》中，打动
了众多读者；他的小说《碎簪记》

《绛纱记》《非梦记》都是典型的悲
剧，语言华美，也被部分人认为

“缺乏真实性和社会价值”。
集悲悯、庄严、放纵、狂疏于

一身，他就是苏曼殊，一个徘徊在
红尘中，不知沉溺还是超脱的人。

（推荐书友：周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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