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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好书

《吉祥经鸟虫书谱》 是古文
字专家、浙大教授曹锦炎先生与
书坛印林新锐、飞来印社社长谭
振飞精心合著的，全书由曹锦炎
先生作篆、作序，谭振飞先生
负 责 书 写 ， 整 个 过 程 历 时 两
年。此书围绕“鸟虫”书法的
起源、内涵、演变等，创造性
地 阐 述 了 “ 鸟 虫 ” 书 法 的 知
识，并与书法艺术融为一体，一
经出版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有
学者指出：“它不但填补了空
白，更对推进书法的学理化研究
起了重要作用。”

“鸟虫书”亦称“虫书”，属
于金文书法里一种特殊的美术字
体，为“秦书八体”之一。它往
往在文字构型中改变原有的笔
画，并使其盘旋弯曲如“鸟虫

形”。这种字体曾被广泛地运用
于春秋战国乃至秦汉的古器物
中，其精妙绝伦的铭文书体已
成为金文书法艺术中的奇葩。
也许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谭
振飞早年向恩师韩天衡先生学
习篆刻，被先生那高古奇诡的

“鸟虫篆”所吸引，而后不断心
摹手追于此。他曾对曾侯乙编
钟铭文反复临习与研究，为他

“鸟虫书”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
实基础。

赏析 《吉祥经鸟虫书谱》，
作品整体布排上呈纵势，极尽

“笔画变形”之能事，颇具“绚
丽异彩”之美。如开头的“佛”
字，左边单人旁设计为“鸟头”
与“虫身”之结合，右边“弗”
则是由一条弯曲盘游的“虫形”
与两条直线形的“虫形”揖让穿
插而成，呈现“一波三折”之
姿。

《吉祥经》 与“鸟虫书”的
融合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呈示着

“宇宙是不可分割的”。
（推荐书友：俞剑望）

《吉祥经鸟虫书谱》

作者

出版

日期

曹锦炎、谭振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年6月

长篇小说《幸福事件》讲述
了改革开放初期三个华人家庭旅
居美国、寻找幸福生活的故事。
因中美文化差异、全球经济危机
以及华人在美国的职场天花板等
因素，三个家庭在 10 年间经历
了 一 系 列 惊 心 动 魄 的 “ 大 事
件”。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中
国高速发展，令他们躁动不安，
陷入归与不归的矛盾挣扎中……

什么是幸福？用小说中的话
作答就是：“幸福并不取决于财
富、权力和容貌，而是取决于你
和周围人的相处。”细细品味，
这话充满人生哲理。就拿小说中
的主人公李杰来说，在美国接触
的两个老板，让他陷入了冰火两

重天的境地。与前老板合作愉
快，事业干得风生水起，意气风
发、信心满满；而在后一个老板
手下，则是处处受制、难以施
展，甚至遭受栽赃陷害。

此后，李杰一家三口靠救济
金生活，却还常常为买酒的事争
吵不休，为是否归国难以形成一
致的意见，这样的家庭哪有幸福
可言。而什么时候有了幸福感
呢？是李杰回到中国重新投入熟
悉的研究领域，有了施展抱负的
舞台。妻子也在洛杉矶找到了工
作。这时两个人的关系因经济相
对稳定而改善，又因距离产生
美。同时，孩子成为他们感情连
接的“纽带”，忙里偷闲的家庭
小聚，当是最幸福的时候。

无论身处何方，没有不劳而
获的幸福，幸福是创造出来的。
三个旅美家庭，最终都有了不错
的结局，可这其中经历的艰辛，
恰恰说明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
经。 （推荐书友：朱延嵩）

《幸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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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之 朱雪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酸食志》

夏日苦热，胃口难开。当此
时，若来一碟酸枣、几粒糖蒜，
再没有比它们更爽口的了。因为
饮食上的这项偏爱，得知有书叫

《酸食志》，我就有了兴趣。本书
分为“酸之味”“酸之域”“酸之
谱”，是一部从历史渊源、地域
习俗和饮食要领三方面撰述酸食
的美食随笔。

我只爱吃酸，之前并不知晓
“万年之酸”的悠久历史。居
然，在尚无盐的时候，人类就已
经懂得了以酸调味。作者引述

《尚书》《说文解字》《齐民要
术》 等记载，漫话“酸”史，
酱、醢、酢、酿、醋、醴……这
些以“酉”为偏旁的构字，似乎
能让人泛出口水。

该书所涉地域广阔，包括东
北三省、云贵高原，湘南湖北、四
川重庆，太原镇江、桂林柳州等。
作者写每一道酸食的前提是他曾

“到此一游”，对当地的饮食文化
有所了解，并且亲身品尝，故而
能够准确描写自己的感官体验。

北方之酸，首推醋酸。北方
人有饺子情结，吃饺子蘸醋是定
规。川人吃酸，吃的是辣酸，摄
入量最大的莫过于泡菜。我总以
为山西人最爱吃酸，作者说这是
误解，其实最能吃酸的是贵州人。
镇远红酸汤、都匀槽辣酸火锅、兴
义酸笋鱼……贵州的酸，酸得透
彻，酸得深入人心。歌谣为证，“三
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

醋酸、糟酸、泡酸、浆水、
酸汤，无非就是把常见的一些食
材以各种酸法制作。不过，作者
提及傣族的酸芭蕉心、白族的酸
木瓜、布朗族的酸茶、龙陵的蚂
蚁酸、版纳的青芒果酸，我只听
名字就觉得食指大动。作者盛赞
柳州之酸，酸在妙不可言的零食
坛子，从中夹出绿色黄瓜、粉红萝
卜皮、白色莲藕、淡黄嫩姜，女孩
子鲜有不爱的。这些文字满是鲜
灵的人间烟火。

中国各地吃酸风俗各异，亦
有相通，这些吃食因何而起，且
流传久远呢？作者认为，这是因

“穷”所至，中国人口众多而粮
食有限，只能以酸调味，以酸存
食，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就算
现在脱离了窘境，作为一方食
俗，仍留存于世。这是我们中国
人的饮食智慧。

（推荐书友：赵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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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4月

荐 书

书人书事

陈 栋

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心里话，讲
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 （意见
和建议），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讲
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在现实生活
中，“真实”常常与“虚假”“伪装”
相对应，“虚假”说的是与现实不符，
而“伪装”则是凭借外部力量有意掩
饰真相。换句话说，讲真话就是要实
事求是，中共中央党校的题词石上
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足
见其重要性。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和鼓励讲
真话，说老实话，说心里话。在党
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口头政治
报告最后一段，就是 《讲真话，不
偷、不装、不吹》。这篇讲话今天
读来仍掷地有声，令人深思。毛泽
东说：“什么叫不偷？我曾看到这
样的事情，人家写的整本小册子，
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
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
这个问题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
这个事情不好，这是不诚实。什么
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懂得就懂得，不懂得就
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
寸，不讲多了。偷是社会现象，装

也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不允许装。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凡事报实数，

‘实报实销’。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
要扯谎。”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
进一步营造和保持讲真话、讲实话、
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鼓励如实反
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可见，讲真
话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更是我们
党的优良作风和一贯要求。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讲
真话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对
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做一个坚持
原则、敢讲真话的合格共产党员。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
学院教授赵振宇的《讲好真话》，探
讨了新媒体时代为什么要讲好真
话，以及讲好真话的实现途径。面向
新时代，我们不但要讲真话，还要讲
好真话。如何才能讲好真话？作者的
回答是：在理性中实践，在智慧中表
达，在宽容中坚守，从自身做起。

在理性中实践。聪明是马鞭，
理性如缰绳。理性是讲好真话的基
本前提。

该书专门论述了“在社会实践
中树立科学精神”，并提出：“社会
实践要求树立科学精神；实践过程
检验科学精神；要加大科普宣传力
度；时间最终印证思想表达的真伪

优劣。”还选编了 《让“常识”成
为公众力量》《学术评价，别唯洋
是举》《倡导时间文明》 等评论文
章，以高度理性的治学态度，对如
何树立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进
行了深刻阐释。事实表明，理性的
自律者一定是讲好真话的实践者。

在智慧中表达。讲好真话，需
要涵养表达智慧、提高表达技巧。
增强表达效果有三点建议：一是要
努力学习实践，增强思维品质；二
是要加强语言训练，提高表达能
力；三是要学点新闻评论，提升思
辨深度。这些建议不仅有助于专业
人士的业务提高，也有助于党员干
部的素养提升。

在宽容中坚守。知人者智，自
知者明。讲好真话，离不开大气宽
容的政风民俗。作者在书中写道：

“宽容是一种智慧和勇气。宽容他
人，需要宽广胸怀。宽容意味着容
错创新，意味着社会进步，意味着
沟通与交流。”这也道出了宽容的
最高境界：有勇气去改变能够改变
的事情，有胸怀去接受不能改变的
事情，有智慧去分辨二者的不同。

从自身做起。“千教万教教人
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讲好
真话既关乎别人，更关乎自己。讲

真话应该从每个人自身做起，作者
写道：“‘讲好真话’是一篇大文
章，也是对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和
历史反映。”

新时代更需要温和、坚定、真
实的表达力量。正如作者所言：讲
真话、说实话，需要智慧和勇气；
讲好真话，不光是讲话者的课题，
还应有社会的治理者参与。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
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理性中实践 在智慧中表达
——从《讲好真话》想到的

蔡体霓

晚饭后，在街上散步，见夜市
设有书摊，就在灯下浏览。回到家
意犹未尽，遂翻出从宁波书城买来
的 《买书记》，戴上眼镜来看。

书中文章的作者多是相熟的。
他们觉得读书是一件乐事，而访
书、觅书、淘书、买书，更是赏心
乐事。就像郑西谛，访得一册所需
古书，“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
克名城”。在每篇文中，都能看到
作者各自的情趣与所好。

这里所说的买书，多是淘旧
书。有一篇 《余之购书经验》，是
周越然写的，他以编著 《英语模范
读本》 闻名。在他看来，有极重要
而适合一般收买古书者可以采用的
十余字：“一遇好书，立时买定，
不可一看再看，迟疑不决。”此种
经验之谈，是花了工夫得来的。

萧乾在 《关于书》 一文中说：
“我最怀念老北京的东安市场、隆
福寺以及厂甸的旧书摊⋯⋯怀念，
是因为如今它们都消失了。在东安
市场买书，还要‘斗智’。书商一旦发
现你看中了哪本书，他必然要大大
抬高价码。于是，就同时从架子上取
下三四本书，请他一一开价。这时就
像押宝一样，他摸不清哪本我真心
看中的。等他报了价之后，我才说出
自己真正要买的那本。这种办法初
试很灵，后来他也不上当了，凡我挑
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价码。”这是
很久以前的事了，但萧乾的文字幽
默、风趣、生动，很是入味。

我很喜欢看老辈的那些文字，
说着寻常话，含着人情味，透出的
是历史的烟云。在 《买书》 中，朱
自清写道：“那老板姓张，有点儿
抽肩膀，老是捧着水烟袋，可是人
好，我们不觉得他有市侩气，他肯给

我们这班孩子记账。每到节下，我总
欠他一元多钱。他催得并不怎么紧，
向家里商量商量，先还个一元也就
成了。”那种平民化的书铺，店主
和和气气好说话，小生意做得很灵
活，就像近邻让人常来常往。

《买书记》 的书外故事也着实
好看。阿英的那篇 《访书琐忆》 写
于 1986 年，忆及上海复兴中路淡
水路口曾有一家春秋旧书店，主人
严氏，会装订古籍。上海解放之
初，阿英曾请他补过旧书。有一天
他对阿英说，过去他曾在宁波一户
人家装书，这家的主人不懂书，但
喜欢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
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版白棉纸书
每本一元。当时宁波市面上的好书
是很多的，散出的浙东故家藏书集
中在这里，所收满满一屋旧书虽然
大半是残本，但确也有不少好书。
当时主人已经 80 多岁了，住在上

海，藏在宁波的书已散失不少。阿
英说：“他取得主人同意，可以到宁
波去收书，不过缺少盘费，向我通
融，我就借他 50 元，答应书到之后
请 我 来 看 ，选 中 的 书 作 价 折 回 借
款。”

文中记述，“大约十天以后书
由轮船运到，一起有几十麻袋，只
好堆在书店隔壁的弄堂里。我得到
消息去看书，从清晨一直看到下
午，弄得两手如漆，浑身灰土。书
大半是残本，明本不少，但没有一
部全书。”其实，淘书就在那一低
头的瞬间，阿英谓“偶然在书堆里
又发现了一包书，包书的报纸已经
发黄变脆，细白皮纸的原书却没有
损坏，这是四本《王状元标注唐文
类》，明铜活字印书”。他颇感意外，
觉得应是很少见的明初活字本。

合上 《买书记》，已是夜深人
静，不由得想起自己买书的一些往
事。上海福州路上有家书店，在杏
花楼的隔壁，若买打折书，直上三
楼。书价实在诱人，有时就一下子
买上七八本。付账时，店员用一根
红色的塑料绳将书叠拢捆扎，上面
打结，剩出一段绳圈，以便顾客拎
着回家。告别时，店员会说“再
来”。

寻常话里的历史烟云
——《买书记》读后

周玉潭

读完宁波出版社新近出版的
《大有之路》，我陷入沉思，久久不
能平静。这是作者学而思、思而践
的切身感悟；是一本记者写、写记
者，记者说、说给记者听的集子。

对记者来说，《大有之路》 是
一泓清泉，在静静的阅读中滋润思
想细胞，汲取奋勇前行的勇气、力
量 和 智 慧 。 而 对 其 他 读 者 来 说 ，

《大有之路》 是一扇窗，从中可以
进一步了解新闻这个行业，加深对
记者这个群体的认识。捧读 《大有
之路》，使我看到了记者的真正本
质：责任与担当。

1984 年 10 月 16 日，一位叫罗
开富的记者，从江西启程重走长征
路，平均每天行走 30 多公里，再
苦再累也不停止脚步，历经千辛万
苦，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368 个
日夜，书写了《来自长征路上的报
告》《红军长征追踪》，在中国新闻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2005 年，一
位叫汤计的记者，走上了替蒙冤屈
死的 18 岁小伙平反昭雪之路。追求
真相的道路漫长而孤独，充满艰辛
与危险，但他凭着“做一个好人才能
做一个好记者”的信念坚强地挺了
过来。追踪真相 9 年，锲而不舍写内
参，终于等来正义的声音。

一位为了弘扬时代正能量，一
位为了寻找真相捍卫正义。他们所
处的时代不同，面对的环境不一
样，却同样显示了当代记者的责任
与担当。像这样的记者，在 《大有

之路》 中，随处可以看到。他们有
着共同的特点，即有一副担当道义
的铁肩。

本书作者殷陆君是一位记者出
身的“新闻官”，他自称服务员，
是记者的“娘家人”，他对记者这
一行当的“学习、思考、实践、体
悟”，有其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
他认为，“新闻工作天然与责任相
关联，新闻记者对社会良性运行负
有特殊光荣的使命，既是船头的瞭
望者，也是公众的守望人”。记者肩
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的重大职责。不是士兵，却时刻保持
冲锋姿态，奋战在事件第一线；不是
医生，却以笔为刀，切除毒瘤还社会
以清朗；不是教师，却用镜头和文
字，打开一扇扇心灵之窗，播种正义
与良知⋯⋯他们脚下有土地，笔下
有乾坤。他们是播种机，不断传播党
的政策，让好政策和风细雨般走进
千家万户；他们是推进器，关注底
层，心装民意，时刻传递民众心声，
守望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记者不仅要政治坚定，作风优
良，而且要业务精湛。“新闻舆论
引导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也
是一门需要理性思辨的艺术。我们
要努力把握规律性、体现创造性、
富有时代性，敢于创新、勇于突
破、善于总结、乐于进步，在理
念、内容、体裁、形式、手法、手
段、业态、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
创新，努力提高新闻舆论引导艺
术。提升新闻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
平。”因而，记者必须努力提升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了解社
会，深谙世事，体察人心，行千里
路，访万个人，述千种事，抒万般
情；善于全面客观分析问题研究问
题，做好准确生动恰当的报道；善
于在多元观念中立定主导，在众声
合唱中领衔主唱；善于在众说纷纭
中引领主流，在凝聚人心中建立公
信；善于在民主参与中弘扬文明，
在社会参与中建设法治。坚持正确
的新闻志向，要练好笔杆子、磨好
嘴皮子，站着能跑、坐着能写、起
来能讲，有理讲得出、有话传得
开、有文留得下，这才能扛起肩上
的重任，才能完成历史的使命。

作 者 还 认 为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是新闻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也
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责任”。一个好
故事胜过千言万语，一个好故事胜
过一打道理。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
强创造性，因势而谋，建构中国的
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乘势而上，
提炼和阐释中国的新观点新主张新
方案；顺势而为，提升中国文化的
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人类共
通共识的常识作基础，以喜闻乐
见、让人快乐的方式作载体，以广
泛参与、互动的方法作桥梁，既传
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治理
之道，又传播发扬优秀文化、弘扬
时代精神的世界发展之理。”

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比任何一
个职业更需要与时俱进。全媒体不
断发展，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
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媒体的

融合，最终是人的融合。理念要融
合，全媒型、专家型记者同等重
要，政策传播、信息服务、正义守
望、时代引领、趋势引领等功能兼
而有之。”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面临
着新的考验与挑战，必须加强自我
教育，需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求实、求
真、求新，树立阵地意识、高地意
识、园地意识、基层意识、斗争意识，
提高站位、准确定位，站得高、谋得
远、想得深、做得实，与时代同步，打
胜没有硝烟的舆论之仗。

简洁的文字往往给人力量，优
美的语言常常感人肺腑，深刻的思
想总是启迪人生。作者在快乐中学
习，在思考中前进，在实践中成就
精彩，在实践中通达人生。正如著
名记者罗开富在序言中评价：“不
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理论文章，不论
是中央党校的‘大有系列’散文还
是即时评论，他的文字流露出执着
忠诚，语言里涌动着人民情怀；在
不经意间洋溢思想的气息，关键处
散发历史的光亮；字里行间饱含基
层百姓的烟火和心灵深处的味道。”

《大有之路》 是一粒饱含正能
量的种子，必将在读者心中长出一
片思想之树。

记者的责任与担当
——《大有之路》读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