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B2 NINGBO DAILY阅读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顾 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郑从彦

美食的滋味，藏匿于大街小巷
中。

澳门街头小贩，他们亲历社会
变迁，他们亲见时代发展，他们亲
闻人间玄妙。一声吆喝，既是活命
的呐喊，亦是幸福的低吟。一碗小
食，不仅是精益求精的见证，而且
是养家糊口的希望。手推车和街边
摊档，传承着澳门饮食文化，记录

着澳门的前世今生。
这是一段推不走的回忆：沙梨

头权记骨粥，一家近 70 年的摊档，
令无数食客流连忘返；杨六牛杂，
在两代人的坚守中，在风雨无改
中，让美味延续；红街市达记糖
水，虽难阻糖水生意日渐稀少的大
势，但幸好口中的那份甜依旧会甜
到心头；沙梨头荣记炸物车仔档，
从无牌到有牌， 靠 的 是 一 个 大 油
锅、新鲜的食材和长久以来的经
验 ； 永 乐 戏 院 旁 的 “ 永 乐 鸡 丝
翅”，可谓“澳门第一家，盛名传
万家”；义字街珍姐糕点，卖的是
点心，做的是良心；营地大街与
吉庆巷交界处的金记烧烤摊，通
过 36 年的打拼，让独门秘方独步
天下；关前街糖水档，三代精心
做糖水，后继乏人使心忧；沙梨
头勤记糖水摊，凝聚着父辈的心
血，留存着食客的怀念；议事亭前
地清记栗子，见证了一台定制栗子
机的诞生，也见证了段氏夫妇通力
合作的甜蜜史⋯⋯14 段澳门街头小
吃摊档的访谈，构成了这部弥足珍
贵的澳门街头美食史。

人生的体悟，渗透于只言片语
间。

“我做了这么多年推车摊档 ，
令自己患上多种职业病，如‘菠萝

盖’(膝盖)就很不舒服，其他的同
业 （也） 有同样的情况。”长期的
劳作，让这群街头小贩有着这样那
样的职业病，可是为了守住生意，
他们唯有选择坚持。揾食辛苦，犹
如人之饮水，冷暖自知。“问我有
什么秘诀？其实真是没有的，就
一 点 心 得 ， 都 是 一 般 的 从 商 之
道，就是说要认真做事，待人以
诚。像我做鸡丝翅的，没有什么
难度、独门秘方可言⋯⋯孰优孰
劣，就看材料和功夫。原材料要
用 得 足 、 用 得 好 ， 功 夫 要 做 到
家 ， 招 呼 客 人 要 有 礼 貌 ， 做 人
的、做事的，讲的都是态度。”细
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高度。只
有真正做好每一个细节，方对得
起客人，也对得起自己。“我觉得
这些在市民心中的特色小吃，会
在澳门街头渐渐消失。”几家欢乐
几家愁，说到底，家家都有难念
的经。街头小贩们的肺腑之言，有
时听来让人黯然神伤。

文化的传承，流淌在时间长河
里。

《推不走的回忆：澳门街头小
贩口述历史》 以口述史形式记录了
澳门小摊贩的发展，颇具史料价
值。这是一个地区变迁的历史，通
过搜集、整理，促进澳门历史研究

的发展，提升澳门的文化形象；这
是一段行业兴衰的历史，街头小贩
的工作看似稀松平常，实则有着诸
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正所谓“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们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在不经意间为历
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
一份十分珍贵的公众记忆，一位
位鲜活生动的街头摊贩，一个个
鲜为人知的旧时生活场景，一张
张充满回忆的老照片，勾起了读
者对这段沧桑且充满活力的历史
的无限好奇。

书中所记录的事件，是澳门街
头小贩的亲身经历。他们朴实无
华，以最公道的价格做最美味的食
物；他们耐心执着，以精益求精的
精神诠释澳门街头小贩的道德良
心；他们热情好客，无论是推车叫
卖还是设点摆摊，总以最温暖的笑
容迎接八方来客；他们吃苦耐劳，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为每一个
食客提供最优质的味觉服务；他们
热爱家庭，以一门手艺养活一家子
乃至几代人，为儿女接手而欣慰，
为后继无人而感伤⋯⋯在他们的讲
述中，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冷冰冰
的数字和年份，以及宏大的历史叙
事”，而是“立体、鲜活的历史细
节”。

痕 墨

说到拉美籍的作家，一般读者
会如数家珍地提到加夫列尔·加西
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还
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等。而
罗伯特·阿尔特，可能知者寥寥了。
事实上，这位生于 1900 年的阿根廷
作 家 曾 被 称 为“ 拉 美 现 代 小 说 之
父”，并享有“阿根廷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美誉。可惜天不假寿，阿尔特
在 42 岁那年便因心脏病过世了。此
次四川文艺出版社引进的《七个疯
子》乃是他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
以兼具古典情致和魔幻手法的诗
意，阐释了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普遍
焦虑，并几乎“精准”地预言了阿根
廷在 20 世纪将遭受的极权统治之
痛。

如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
我们会发现，阿尔特从小成长于移
民群租房中，16 岁就离家谋生，从事
过书店职员、铁匠学徒、油漆工、电
焊工、码头工人等各种工作，最后成
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报》的记
者。他确实是因为见惯了城市的虚

伪和狂暴，才能创作出《七个疯子》
这样在世人眼中颇有些“出格”的作
品。小说的背景和 20 世纪初阿根廷
政府大力鼓励欧洲移民入境不无关
联。当时，刚刚在欧洲见证了一战炮
火的劳苦大众希望能在阿根廷开启
新的生活，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
个随处可见街头暴力的国度，以及
再次沦为廉价劳动力的悲惨命运
⋯⋯这也是阿尔特笔下的城市充满
刺激、混乱的现实原因。可以说，
在 20 世纪的小说家中，阿尔特是个
异类。他出生于底层，父母贫困，
没受过欧洲教育，也不具备上流阶
层作家的交际圈子。他的文化来源
是杂乱的，语言也不高雅，然而独
特的生活经历终究让他拥有了别样
的文学风格——其作品散发着拉美
地域文化所熏陶出来的粗粝感觉和
癫狂魅力。

客观而言，当时很多著名小说
家在走着批判现实主义路线时，进
行的往往是一种外拓型的创作。他
们编故事，写社会，而阿尔特则是
探人心，剖自身。在 《七个疯子》
中，主人公埃尔多萨因遭受现代工

厂制度的严酷盘剥，愤懑之下，开
始偷窃工厂财产，直到该行为被发
现，他被勒令还债。当然，这个困
难很快就在“占星家”别有企图的

“帮助”下解决了。然而埃尔多萨
因的焦灼没有结束，他游走于城市
街头，巡视观瞧，不禁茫然自问：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意思的
是，小说里提到了不少人物：埃尔
多萨因、“占星家”、皮条客、淘金
者、少校、律师、上尉、药剂师
等，但究竟哪七个才是“疯子”？
作者没有明示。作者展示的是城市
整体的“疯狂”场景，也即投射在
埃尔多萨因身上的那种阿根廷社会

“ 遍 地 沉 疴 ” 的 状 态 。 而 “ 占 星
家”则是个富有尼采式超人情结的
独裁主义者，他打算和埃尔多萨因
联手绑架富户巴尔素特，可结果受
到蒙骗的却是埃尔多萨因。因为他
才是真正无依无傍、精神又陷入彷
徨境地的社会底层人物。

阿尔特在《七个疯子》的书写
上，采用了一种非意识流但又诗歌
般充满回环复沓之美的心理描写。
不管是梦呓般的痴狂语言，还是富

有戏剧感的谵妄独白，都能勾勒出
极为真实的思维游弋状态，从而展
现一个在现实的压制下逐渐走向迷
失的灵魂。但这个可怜的灵魂不甘
就范，仍然努力在濒临堕落的生活
中找寻着崇高和伟大的意义。就这
样，一系列扭曲的目标在他的头脑
中浮现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说过的那样：“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住
着一个刽子手。”

当然，我知道用千余字来解读
这样一部严肃而深刻的长篇小说，
是相当浅薄和唐突的。幸而故事并
未结束，《七个疯子》还有它的续集

《喷火器》，只是国内目前尚未引进，
而作为读者，我对其充满期待。

别人笑我太疯癫
——小说《七个疯子》读后有感

李建树

宁波本土作家吴新星自宁波大
学中文系毕业后，即任教于宁波龙
观中心小学。一次，她从报刊上看到
第二届“青铜葵花奖”正在全国征
文的消息，意识到这或许是可以让
自己跨进儿童文学园地的大好机
会，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儿
童文学长篇小说 《苏三不要哭》 的
构思与创作。

江南地域的生活积累与丰厚的
戏剧文化滋养，让她很顺利地写出

了以旧时代城市少年去戏班学艺的
成长经历为内容的长篇小说。作品
生动地展示了诸如京剧、苏绣等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并穿插着书写了
学徒少年们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和彼
此间的相濡以沫，全书激荡着人性
的温暖与力量。特别是家国危难之
际，人人成了落难的苏三，但人人
又坚守着不屈的意志，勇敢坚强地
活下去。

独特的题材，流畅的叙事，丰
富的细节，吴新星的《苏三不要哭》
受到评委专家们的好评，因而一举
夺得第二届“青铜葵花奖”银奖。这
也让她一举成为宁波市第一个获此
殊荣的儿童文学作家，并在全国崭
露头角。转眼进入 2019 年，年初中国
作协在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中物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三五
重点出版规划’的中国女孩系列丛
书”的十二位撰稿人，她被选中，成
为《锦绣芙蓉》的撰稿人。

《锦绣芙蓉》讲述的是一个生活
在南宋时期的绣女与同龄女孩之间
的清纯友谊，以及共同成长的故事。
这个选题不乏难度：首先，故事的发
生地在南宋都城临安，距今已有七
八百年的历史，当时的临安什么样？
我不知道，年轻的吴新星当然更不
知道。其次，宋词是当时最热门的一
种文学体裁，写南宋时期的绣女与

梅小姐的友谊，尤其小说中的梅小
姐又是一个成天被关在书房中读书
写诗的富家女，不可能不涉及诗
词。吴新星之前虽有一定的诗词修
养，但如何将诗词融入小说人物的
生活中？吴新星面临新的挑战。她
只得下苦功夫，一步步地摸索，边
恶补，边构思，终于在 2019 年 6 月
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重点出
版项目丛书主编李东华审读，一次
通过，由新蕾出版社正式出版。

读吴新星的 《锦绣芙蓉》，可
以看出她努力将虚构的小说情节与
客观存在的历史语境相融合，完成
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评论家、丛书主
编李东华在总序中写道：完成“中
国女孩”系列图书创作的女作家的
曼妙才思，见证了文学与生活的相
互辉映，也见证了中国儿童文学的
兴盛与传承，更见证了中国文化的
自信与薪火相传。

儿童文学从来都不是孤立、封
闭地存在的，它孕育于民间文学与
成人文学，是一种既具文学性又具
丰富性与儿童性的作品。文学性要
求它必须有一定的立意高度，又要
摆脱成人腔和自以为是的说教，以
便读者在阅读时有思考、有停顿，能
细心品味其中的文字之美。而其儿
童性和丰富性则体现在对不同生存

状态的孩子们的关注上。
《锦绣芙蓉》的主角红绣出身于

一个刺绣世家，在其母亲打工的如
意绣坊，结识了与她意气相投的富
家女梅小姐，又偶遇了美丽聪明的
少女采月。小说中写到，红绣每天
都要找几首诗词背诵，有一次背了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采 月 抬 起 头 来 ， 情 不 自 禁 地 说 ：

“你背的是岳将军的 《满江红》！”
红绣惊讶地问：“你也会？”采月自
顾自地背下去：“抬望眼，仰天长
啸，壮怀激烈⋯⋯”在最天真烂漫的
年纪，就像对上了青春的密码，两个
少女就这样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
交。之后，因当地相府走失了一只名
贵狮猫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无辜的
采月莫名其妙地受牵连入狱。面对
飞来横祸，红绣先是费尽心思去牢
中安慰探望，之后又四处奔走，找关
系营救采月。最后不惜剪发入绣，以
自己最珍贵的少女青丝作丝线，绣
出了盛开在洁白轻纱上的素色芙
蓉。梅夫人将这幅锦绣芙蓉绣品作
为礼物送进相府，终于救出了采月。
这绣品不仅代表了少女的智慧，更
见证着彼此间最真挚的友情。

放下对都市少年儿童生活的浅
层次描摹，吴新星以更开阔的胸襟
和视野，帮青少年读者打开了认知
世界和历史的另一扇大门。

小说情节与历史语境的融合
——读吴新星《锦绣芙蓉》有感

作者陈统奎是一个风风火火
闯九州的人，在《南风窗》做记者
时是这样，四处采访，穿梭于各
种会议、论坛之间；辞去工作成
了一名“半农半社会‘起’业
家”之后也是这样，到各地考察
学习，积累经验。看过世界，回
归故乡，他的内心总是激情澎
湃，总在追寻更深刻的意义和价
值，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故
乡，为社会。

静静地读完全书，仿佛进行
了一趟奇妙的旅行，读着一个个
新农人的故事，我感受到了全然
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状态，这种纯
真、朴实、自然勾起了我的向
往。

跟随作者的脚步，从故乡海
南的小村出发，去了上海，去了台

湾，也到过日本的各个城市。尝一
口当地原汁原味的食物，与主人
天马行空地交谈一次，结交一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看过世界之
后，作者才愈发感受到故乡在心
底的分量。当世界在变好的时候，
一个赤子怎能眼看自己的故乡日
益破败和衰落呢？

于是他说干就干，在 2009 年
年末开启了自己的故乡造梦历
程。此时的他还在《南风窗》杂志
社任职，因此常常奔波于海南和
上海两地。他带领村民挖水井、盖
水塔、修山地自行车车道、建民
宿、创“火山村荔枝”品牌……青
春的热血挥洒在这片生养自己的
土地上。不断探索，不断创造，村
子在慢慢恢复生机，村民们的生
活越来越幸福。2012年，作者辞去
记者工作，专心成为一名乡村造
梦师，并且用实际行动吸引了更
多的年轻人同他一起打造有爱有
温情的美丽新故乡。

如今的火山村，已成为一个
融合有机农业、生态保护、休闲旅
游于一体的新山村。

（推荐书友：何昕怡）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
代》是一部 67 万字的大传，作者
陈新华是林徽因资深研究者，早
年就写过一部林氏传记，这部书
的内容更加翔实完整。

人是感情动物，林徽因的感
情，是传记也是她人生的重要组
成部分。林徽因从小疲于周旋父
母的矛盾，作为长女，她早熟且
独立，深得父亲的喜爱，深受中
国文化与西洋教育的双重熏陶。
所以，林徽因的性格自由不羁、
直爽明利，而骨子里又向往“一
生一世一双人”。

林徽因的懂得与珍惜，注定
了她和徐志摩无法结合。他们情
趣相投，思想契合，他的热烈撼
动了她的心旌，可是，使君有妇，
只此一条，足以挡他在门外。何

况，梁思成的忠厚宽容何尝不让
她心慕呢？后来，风雨同行、志趣
同一，终证思成是她的良配。

陈新华笔下的林徽因近乎完
美，容不下丝毫的瑕疵。但是，陈
新华并没有为了维护林徽因，就
写其他人如何不好，而是尽力走
进每个人的内心，细察苦衷。在他
笔下，徐志摩尽管风流浪漫，但更
像突破牢笼的勇士。陈新华也写
金岳霖的豁达、陆小曼的妖娆、冰
心的正大、沈从文的挣扎、凌淑华
的闺秀……他们的小传简练而不
简陋，穿插在林徽因的故事中，相
互辉映，共谱时代的风貌。

1931 年，梁思成、林徽因做
了一个选择，“放弃了他们盖洋
房的好机会”（林徽因语），加入
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营造学
社，从头研究中国建筑史，创建
中国建筑学体系。梁、林的建筑
史研究，有其史观和目的主导，
是为了完成中国人的建筑研究，
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
场，促使他们怀抱再造文明的文
化期待……

（推荐书友：赵青新）

《从故乡出发，从世界回来》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

31 年前，著名书画艺术家
何山凭借其十年埋首敦煌研究、
临摹的深厚积淀和深度思考，写
出了《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一
书，甫一出版就获得国际大奖。
这部多次修订、再版的作品，以
敦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
撞、融合为主线，全面论述了敦
煌艺术各时期的风格特点，以及
多元格局下形成的西域文化，描
绘出一幅且远且深且阔的中华文
化艺术奇彩画卷。

在书中，何山否定了曾长期
存在的敦煌艺术“西来说”和

“东来说”，他以大量史料和文物
作证据，指出敦煌艺术是世界四
大古老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相碰
撞、相交融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
文化形态。

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始于何

时？河西走廊又是何时开通的？
何山认为，早在张骞赴西域之
前，类似的活动就已出现，比如
大禹治水“至于西极”的传说，
再比如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记载。
而考虑到匈奴对西部游牧民族的
早期统一，“就不能说是张骞

‘凿通’或开辟了中西要道，确
切地说应该是将丝绸之道夺回到
汉王朝的手中”。

敦煌佛教艺术展现了佛教在
中国的传播、演变、融合以及兴
衰的全部历程。就此，何山认
为，对于佛教教义而言，艺术是
它的物化图式；而对艺术来讲，
所有玄奥的教理，繁杂的社会生
活，只不过是用来表现其自身的
形式，归根结底，它是时代的一
面镜子。

何山坚持从源头出发，耐心
细致地厘清文献、历史、宗教、
语言、地理、民族乃至交通、科
技等学科的纷繁头绪，将敦煌文
化与艺术的形成、发展，以及敦
煌艺术的时代特征与风貌，进行
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推荐书友：刘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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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足珍贵的澳门街头美食史
——读《推不走的回忆：澳门街头小贩口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