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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静静

《书店日记》 是英国超人气二
手书店毒舌店主肖恩的吐槽日记，
是冷幽默外壳之下的书业生存实
录 。 它 是 2017 年 英 国 书 市 的 黑
马，得到 《卫报》《独立报》《书
商》《出版人周刊》《芝加哥论坛》
等权威媒体推荐。

梦想中，开书店如演奏田园牧
歌。夏天喝喝茶，听听民乐。冬天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坐布
艺沙发上，穿棉质拖鞋，拿王小波
的书随意翻翻。顾客往来无白丁，
而且出手阔绰。的确，作为二手书
店老板，肖恩有着令上班族艳羡的
自由：前一晚和朋友酩酊大醉，第二
天可以睡到中午；同好友去山上骑
行、去海里游泳，开车载着女朋友去
古宅收书，顺便浏览湖光山色。

人们总是看见自己愿意看见的
表面，现实中肖恩的书店是怎样的
呢？

18 岁时，肖恩在苏格兰小镇
威格敦看到这家书店，对朋友说：

“这家店到年底一定倒闭。”13 年

后，他买下了它。
书店有只名叫“船长”的黑

猫；古怪店员妮基每天迟到，在便
利店的垃圾箱里捡甜点，成天穿着
滑雪服，还无视老板；作家女友是
从洛杉矶过来陪伴他的；书店的资
金朝不保夕，每一天都在亚马逊等
电商冲击下挣扎；肖恩雇不起全职
店员，自己每周开车数百英里收购
旧书，被客人惹毛了只能上脸书吐
槽⋯⋯除了卖书，他还卖古董桌
子、盥洗台、便宜首饰、花盆或老
式保龄球⋯⋯“开一家书店，你需
要一个圣人的耐心”，肖恩说，从
中 得 来 的 素 材 “ 写 本 书 绰 绰 有
余”。《书店日记》 由此诞生。翻开
本书，读者很难不被他犀利的言辞
逗笑，顾客是他的调侃对象，店
员、嘉宾、书商，属于他“攻击”
的范围。读者在他的嬉笑怒骂中汲
取心灵养分，也看清了二手书店的
惨淡现状。

《书店日记》 是流水账，谈论
人与人以及人与书的相遇，是阅书
录也是阅人录。顾客形形色色：声
音忧郁、每次打电话来都要找 18

世纪的神学书却从来不买的威尔士
女人；拿自制手杖来换取购物积
分、倾心苏格兰民间传说的文身控
桑迪；写信文句不通却非要来当图
书节嘉宾的作家；身患阿尔茨海默
病、明明可以网购却始终支持实体
书店的迪肯先生等。

跟毛姆等作家一样，肖恩是电
子阅读器的坚定反对者，他店里最
著名的装饰便是一台被猎枪射碎屏
幕的 Kindl。旧时的爱书人去大小
书店或者冷摊上淘书的过程，是买
卖双方的斗智斗勇。网络让搜罗心
仪的旧书变得便捷，也扼杀了披沙
拣金的雅趣。书中提及的戴维是老
一辈书商代表，令肖恩高山仰止。
在亚马逊等可核查书价的网站尚未
出现的年代，掌握人物生平、目录
学和文学知识的戴维是一座丰碑，
如今这代人已凋零殆尽。

肖恩的书店卖的是二手书，每
一册旧书独一无二，藏着隐秘的历
史。它们在书店汇集，然后带着页
边笔记、藏书票、老照片、老剪报
等，给新主人带去传奇。

纸质书与实体书店应该会在人

类社会中永远存在，《书店日记》
绝不会成为一曲挽歌。肖恩创立了
开卷随缘俱乐部，依托自己的文学
修养和品位，为读者量身定制私人
书单，希望以此留住忠实顾客。他
还和朋友组织图书节，把它办成音
乐节那样。在网络购物席卷全球的
形势下，肖恩适时在亚马逊出售图
书，线上线下同时发力。肖恩任性也
认真，他的威格敦书店是苏格兰地
区最大的二手书店，吸引了世界各
地的人前往参观。他一步一个脚印
地改变着城市，这是爱书、懂书、
珍惜书的肖恩努力的结果，也是纸
质书与实体书店回归人心的佐证，
更让我们看到书店始终是作家做梦
和为生活开出良方的那一方乐土。

陈 峰

这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艰辛
有之，欣喜有之，回过头去想一
下，仿佛有水到渠成的意思在里
边。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从本地
报纸写到市报，从市报写到期刊，
然后汇集成书，交给周华诚老师。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等来了出版社
的消息，通过了。从签合同到出
版，不到两年时间。时间仿佛是个
神奇的暗物质，努力、等待、不放
弃，总会迎来春的消息。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不知不觉
以儿时的村庄为据点，把江南的美
食和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风土人
情在笔端呈现出来，好像身上有责
任一样，也好像就是为了这个目
的。美食、风俗，川流不息地流
淌，至今未曾干涸。写作的过程是
如此让人快乐，我的心里装满童
真，里面的人物也满是童真。

写美食的书很多，我以儿童的
视角来写美食，串连起风土人情，
人物是固定的，时间差不多也是固
定的，主要着墨于我上学前那段时
光。《大观文学》 的编辑周婷婷曾

评价说：作家陈峰的散文特征是性
情里的真，加可喜的灵气，读来觉
得熨帖欢欣，觉得在生活里是可以
偷得些自由的。

散文家须是个杂家，懂得多写
起来才纵横四野。而对我来说，女
性的视野总不及男性来得开阔。好
在我喜欢民俗，曾在市志办工作多
年，那些已经消失的民俗让我着
迷。我喜欢去农村找老人聊天来印
证纸上的知识，渐渐地，写作中忘
掉了自己。村里有特色的人物，一
个个跑过来，找到我，于是，我把
他们一个个请进书中：阿海、阿
红、阿娟是我的儿时玩伴，一起疯
闹一起干过蠢事；那些天真的岁月
里，一季有一季的美食，一季有一
季的风俗，那才是我们不识愁滋味
的少年时代⋯⋯在这些文字中，我
完成了对自己的认识。

2017 年 ， 我 参 加 文 学 活 动 ，
幸遇 《散文选刊》 的葛一敏老师，
她拿着 《少年时光一支箭》，对我
说：一字无须改，直接可以发表，
要自信。《长江文艺》 的何子英老
师说，这样的文字节奏可以写小
说。也许就是她们无意中的鼓励，

打开了我创作的大门，我在散文中
揉入小说的笔法。那段时期，只恨
时间不够，白天要上班，晚上睡得
很晚，要写的内容太多了。谁来找
我玩，我就心疼时间，好像书里的
小伙伴在喊我回家。

没有规划，随性而写，无意中
却为自己规划了这本书，算是无心
偶得。开篇的 《遍地草籽》 中第一
句写道：惊蛰还没到，雷电迫不及
待吼开了嗓子。之后带出“雷响惊
蛰前，七七四十九日不见天”“草
籽种三年，坏田变好田”等谚语，
这些谚语像是旧时相识，在书中相
遇。围绕着草籽，我回忆儿时与玩
伴们一起捉鱼、放风筝的往事，文
字间弥漫着烂漫的天真气。

在 《笋时》 里，我这样写笋子
与孩子：俟春雨潜入泥土，笋子吸
进大地回春的精气，“噌噌噌”伸
着懒腰，一个个冒出来。地上的孩
子“呼噜，呼噜”睡得死沉沉，已
经是早上，还不醒来，大人只好掀
了被子，喊一声“太阳照到屁股上
了”。孩子这才揉了揉眼睛醒来，
穿上衬衣，袖子短了，套上长裤，
怎么裤腿也短了呢？接着再写道：

冬笋个头小，不像毛笋志向远大，
越长越高，长成竹子。它是埋在土
里长在竹鞭上的竹笋，是笋里的贵
族。竹林里，地下竹鞭密布，是一
道道布好的机关，哪里有竹鞭，哪
里的花花草草就丢了卿卿性命。所
以，竹子拉帮结派，没几年就占领
山头，形成一片竹林。接着，儿时
的歌谣出场：“筲箕畚斗篮，羹架
洗帚筷，整拢一大担，挑起来软泛
泛。”谜语也来凑热闹：“山里砍竹
造龙亭，皇帝登基本地人。万岁唱
剧楼台戏，娘娘一到真太平。”知
道这是什么吗？是小孩子的竹坐
车。如今自然已被学步车代替，很
少能看到了。

全书分春之娇嫩、夏之清凉、
秋之风韵、冬之欢愉四个篇章，共
38 篇。让江南美食插上民俗的翅
膀飞到你我身边，是田园情怀，也
是乡愁，才下舌尖，又上心间。

江南美食插上民俗的翅膀
——《四时之味 天然欢喜》创作感想

宁波好书

山 佳

今年是故宫建成 600 周年，故
宫博物院原院长、宁波人的老朋友
单霁翔先生的新作 《我是故宫“看
门人”》 付梓。

若说历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哪位
贡献最大，未必能分出伯仲，但要
说在普通群众中谁知名度最高，单
霁翔当之无愧。2017 年以来，单
霁翔连续三年参加宁波特色文博会

“故宫论坛”，并担任演讲主宾。每
一次都一票难求，引起轰动。听过

他演讲的人都感觉收获满满，不虚
此行。2019 年，单霁翔卸任故宫
博物院院长一职不久，就被聘为

“创意宁波”建设顾问。此外，在
任期间，他还推动了天一阁博物馆
与故宫博物院的“联姻”，双方正
在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我是故宫“看门人”》 是单
霁翔卸任故宫“掌门人”一年多后
出版的，系统回顾、总结和梳理了
在任期间推动故宫博物院深化改革
的方方面面。该书介绍的观点、思
路和举措，对文博工作者来说可资
借鉴，对普通读者来说，则是全面
了解故宫的一个窗口。

2011 年 ， 故 宫 发 生 失 窃 事
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导致故宫
博物院“换帅”。时任国家文物局
局长的单霁翔临危受命，这一年，
他已经 58 岁。单霁翔本以为自己
是故宫博物院的“过渡院长”，但
上任之后，他强烈感受到社会各界
的期待，担当起了文博单位改革

“破题”的重任。书中披露，为摸
清家底，单霁翔每天要到故宫各地
巡查，5 个月穿破了 20 双布鞋，是
第一个走遍故宫 9371 间古建筑房
屋的人。同时，他还是第一个把故
宫馆藏文物数量精准统计到个位数
的馆长。在故宫环境整治中，单霁
翔敢于“碰硬”，在 3 年多的时间
里，拆除了数十年形成的 135 幢临

时建筑，把几千间多年没人进去、
积满了厚厚浮尘的房间清理得干干
净净。通过环境整治，故宫博物院
初步实现了“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
完 整 地 交 给 下 一 个 600 年 ” 的 目
标。

观众的参观体验是衡量一家博
物馆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为此，
单霁翔推动故宫博物院实现了“以
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观念转
变。为了让观众有尊严地在故宫享
受传统文化之美，单霁翔对故宫的
各项管理和服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2015 年 《清明上河图》 展
出时，观众排队 6 个小时才能看到
展览，单霁翔觉得这种现象不正
常。他一方面请厨房烧水沏茶、送
方便面给等候的观众，另一方面思
考从根源上杜绝长时间排队的办法。
此后，故宫博物院迅速增设售票窗
口，保证高峰时期排队 30 分钟能买
到票。后来实行网上售票、网络预约，
观众再也不用排队买票。接着进行

“厕所革命”，增加女厕位，设立了母
婴室，提供有 40 种语言的语音讲解
器，实现WIFI互联网服务全覆盖。还
设置了大量座椅，可同时满足 1.1
万名观众坐下休息的需求。经过多
方努力，2017 年举办 《千里江山
图》 展览时，同样盛况空前，但观
众再也没有受排长队之苦。单霁翔
在书中总结提炼“故宫服务”的精

髓是：诚心、清心、安心、匠心、
称心、开心、舒心、热心。

在书中，单霁翔提出，文物如
果仅仅是藏在深宫中不见天日进行
保护，这样的文物是没有尊严的，
只有得到展示，才能得到有效保
护，才能获得应有的尊严。为此，
他积极把“活”字写入故宫大门。在
任 7 年间，他推动故宫开放面积不
断扩大，展陈文物不断增加。如今，
故宫博物院每年与观众见面的文物
超过 10 万件。为了“点亮紫禁城”，
故宫博物院进行了科研攻关，用一
组组冷光源挂在古建筑上，既不会
损坏古建筑，又能让观众方便欣赏。
故宫还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吸
引了百万粉丝。通过线上线下互动，
准确把握年轻人的兴趣和关注点，
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以富有内
涵且饶有兴趣的形式推广传播。他
们还开发了 9 款 APP，举办网上展
览和数字展厅，让人们通过别开生
面的方式欣赏故宫的展览。故宫坚
持把文化资源融入生活，“正大光
明”充电器、朝珠耳机、故宫箱
包、太和殿藻井伞⋯⋯推陈出新的
文创产品成为全国热销的“爆款”。

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已经成为有
尊严的、以多种方式努力展示中华
文化独特魅力的文化空间。2019
年，故宫博物院共有 1900 万人次
参观，为史上最高。

他把“活”字写入故宫大门
——读《我是故宫“看门人”》有感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以同怀视之。”这是清人何瓦琴从
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集字创作的
一副对联，也是鲁迅借此赠予瞿
秋白的一幅字。

一位是英勇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一位是声名远扬的文坛
巨匠；一位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
一，一位是“左联”文艺团体的旗
帜和领袖。作家董利荣的传记文
学《知己——瞿秋白与鲁迅》，刻
画了瞿秋白与鲁迅在 20 世纪 30
年代混乱动荡的社会局势下，结
下了深厚的同志之情、知己友谊，
共同推动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

1932 年初夏，瞿秋白在冯雪
峰的陪同下拜访鲁迅。虽说是第
一次见面，二人却早已久闻对方
之名，在书信中他们更是以“敬爱
的同志”相称。瞿秋白是十分崇敬
鲁迅的，他曾说过：读鲁迅的杂

文，就像是在炎热的夏天吃了冰
激凌一般的痛快。而鲁迅对瞿秋
白也颇为赏识，夸赞他的中俄译
文“信且达”，水平之高在当时中
国实属少有。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如久别重逢一般，自然无拘束，甚
至有一些相见恨晚的畅快言论，
谈政治又谈文艺，谈理论又谈实
际，连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也被他
们谈了个妙趣横生。

1932 年至 1933 年，瞿秋白曾
多次临时避难于鲁迅家中，而每
一次鲁迅都毫不避讳地热情接
待。除此之外，鲁迅还经常自掏腰
包预付编辑费给瞿秋白，以缓解
他经济上的压力。1934年，瞿秋白
受令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专
程到鲁迅家中道别，没想到竟是
永别。

得知噩耗时，鲁迅正在病中，
但悲痛与愤怒超越了身体的疼
痛，为哀悼与纪念这位英勇不屈
的烈士，鲁迅写下挽联：“是七尺
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
不还家。”他还同一众好友收集瞿
秋白的译著文稿，编辑出版了《海
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
出版，而“霜”正是瞿秋白的本名。

（推荐书友：顾锦艺）

帕特里克·怀特的诺奖之作
《人树》作为其代表作之一，极佳
地诠释了作家对长篇小说精准的
把控能力，叙事充满壮美的气
魄。人与树之间紧密相连的强有
力的象征，不厌其烦细细描摹的
生活细节，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上
的震动。怀特在提到创作背景时
说：“我想要在这本书中通过书写
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表达
生活的每一个可能的方面，同
时，我想展现平凡背后的一切不
平凡。神秘与诗使这些人的生活
变得可以忍受。”

的确如此。故事一开始就透
着一股宁静伤感的气息，斯坦逃
离了喧嚣的都市生活，来到荒原

安家立业，在僻静的丛林中慢慢
扎根。他性格质朴，沉默寡言也
鲜少吐露心声，他的品质又远非
坚韧二字可以概括。在小说中，怀
特将主人公的人生旅程与自然的
变化紧密相连，各种际遇之间时
时透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
斯坦代表着一种最为原始最为纯
朴的生活。在垦荒过程中，斯坦与
自然共生共长，他的心灵和这片土
地亲密无间，在辛勤劳作中他进一
步思考、体悟到生活的真谛。

怀特的创作基于对澳大利亚
现实生活的思考，但从更宏观的
层面来看，也体现了对人类精神
生活的关心。当小说结尾斯坦走
向死亡时，怀特写道：“归根结
底，这里还是一片树木，仍然屹
立在这幢房子后面的溪谷里。”
纵然生命消逝，子孙后代也如生
生不息的大树一般，继续开枝散
叶。 （推荐书友：吴珂钰）

《知己——瞿秋白与鲁迅》

《人树》

《山居七年》

《山居七年》 是 80 后诗人、
画家张二冬在终南山借山而居第
七年出版的随笔集。在写门前白
云山河、窗外草木星空之外，二
冬更多地把笔触放在自己每天所
经历的琐碎生活上，让人感受到
别样的诗和远方。

全 书 分 “ 万 物 自 带 韵 律 ”
“山静日长”“终南山里有神仙”
“空空荡荡的满”等四编，作者
视角独特，笔调轻灵，那些写蔬
菜瓜果、鸡鸭猫狗的短文，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菜园之
28 种》 里，他写冬瓜：“冬瓜喜
欢被人看，越被人看，就长得越
繁茂。所以让我以后没事就多在
冬瓜秧前转转。感觉冬瓜比较适
合直播。”他写红薯：“红薯的生
长，很像这个时代，信息太多
了，反而很少出大的智者。正如
红薯，水太多了，只顾着长叶

子，地表以上的‘知识面’看上
去很大，但挖开一看，根都浅薄
得很。反而是没有手机、没有书
读的年代，信息的饥饿感，造就
了很多深刻的人。”

山上的生活是充实繁杂的：
取狗粮、搭狗窝，夏天除虫、冬
天防冷，喂鹅、赶鹅、捡鹅蛋，
拾鸭蛋、给鸭子洗澡、换水，垒
鸡窝、追鸡、取鸡蛋，给花浇
水、盆景换盆、剪枝、塑形，
翻地、浇菜、除草、搭架子、
扎篱笆，扫地、劈柴、做饭、
洗衣服、晒被子、收床单、换
被罩、铺路、换煤气……山居
七年，让作者感慨最深的还是
时间的流逝。他说：“时间从我
的身体里溜走，就像忘了关的
自来水，太具体了，以至于我常
常能够站在未来回望现在，在时
间面前，什么都不绝对，唯有现
在。所以这个三月，花开七天，
我每天醒来会闻一下，我想记住
它。”

读 《山居七年》，其实也是
读那些日常被我们忽略了的风
声、花开、雪落、孤寂……

（推荐书友：虞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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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梦想成真后的悲与欣
——读肖恩《书店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