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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水

笔者自小喜欢阅读，所以一直
觉得阅读不是一件值得大肆夸耀、
宣扬甚至歌颂的事。不读书，也并
不代表此人就道德低下，粗俗可
鄙。相反俗语有云：“仗义每多屠
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当然，
阅读能够增加知识、拓宽眼界、滋
润心灵，实现人类的自我完善，那
是不争事实。

之所以絮絮叨叨先说了一大
堆，源于对近期一则新闻的感想。
新闻说的是长期在广东打工的湖北
籍 54 岁农民工吴先生，在东莞图
书馆留下一份语言朴素、情感真切
的“读者留言”。他说：“我来东莞
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
年。书能明理，对人有百益无一害
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
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我选择
了回乡。想起这些年来的生活，最
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虽万般不

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
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
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

这段话最大的力量就是真实，
道出了一位外乡打工者的心声。因
为由衷感激东莞图书馆多年来给予
他这个异乡客一处心灵得以休憩的
场所，所以他情动于衷，写下了百
字留言。而最令笔者动容的是那句

“想起这些年来的生活，最好的地
方就是图书馆”。这几乎和阿根廷
作家博尔赫斯的“天堂什么样，也
许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有异曲同工

之妙。国家公立图书馆，是面向社
会大众开放的文化单位，在这里，
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异，没有上下等
级的分层。每一个人只有一个身
份：读者。在这里，你可以自由享
受书籍带来的纯粹和美好。

那么，为什么在当下，一个人
去图书馆看书会成为新闻呢？这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部分人的隐秘
心理。因为这位读者是农民工，很
多人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社会底
层”。而这样一个靠体力吃饭、日
日承受着生活重压的人居然喜欢读

书，有人就觉得新奇了。而事实
上，我们可以想见：吴先生固然清
贫、疲惫，也没有余钱去休闲娱乐
场所消费，恰恰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东莞图书馆为他敞开大门，让他得
以在一个整洁、安静的环境中通过
阅读，消除身心劳乏。这里书香袅
袅，哪怕是暂时的，也能让你目明
心清，世虑顿消。

这则新闻显示了一种社会价值
评判。试想，如果吴先生在东莞从
事脑力劳动，有着一份过得去的收
入，那么他在图书馆读书之事可能

就水过无痕、波澜不惊了。究其原
因，在社会隐形的评价体系中，吴
先生十二年来去图书馆看书的行为
是超越他所处阶层“需求”的。在
很多人的想象中，图书馆该是一个
更接近于知识阶层的场所。然而这
位农民工却用自己的行动呈现了现
实和观念的反差。加之现在他因疫
情不得不离开图书馆，这就使得该
事件更具备了感情上的渲染力，于
是“新闻热点”形成了。可静下心
来细想，很多人脑海中这种自以为
是的逻辑，或许是有问题的。

将“农民工”与“不看书”画
等号，揭示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
偏见。人们在该事件中表现出来的
怜惜、感佩之情，也部分反映出我
们内心深处对“吴先生们”存在着
不露声色的鄙薄和轻视。这让我想
起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小
说 《刺猬的优雅》。故事主人公是
巴黎左岸某座公寓里的一个粗粗胖
胖、其貌不扬的女门房。所有人认
定她平淡无奇、庸庸碌碌。而其
实，她是个腹藏万卷诗书，有着精
致且高雅灵魂的女子。

与其将阅读推崇为一件高尚美
好的事，我倒更希望人们将它认定
为一件司空见惯的寻常之事。至于
图书馆对农民工的接纳，本来就是
职责所在。图书馆，包括其他社会
公共、公益文化部门，只有接纳形
形色色的人，只有形形色色的人愿
意进来，那才算成功，才真正达到
了吴先生在留言中所祝愿的那样
——是“兴旺”的！

阅读本是寻常事
——由“农民工惜别东莞图书馆事件”想到的

与甬上诗书名家书翰往来

周退密出身名门，家族世居宁
波，为甬上巨富，后在上海发展，
是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受父亲周絜
非熏陶，周退密自幼爱好书法。他
在 《我的闲章》一文中说：“好像一
生中从来未放弃过毛笔。”家中原有
不少碑帖，后来又从上海有正书局、
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购回大量珂
罗版石印碑帖。天资聪颖，博览群
书，学养丰厚，从鉴赏、临摹碑帖
和拓本到自成一体，使得周退密对
书法有着独到的体验和见解。

周退密主要书写的是他本人的
诗词作品，诗书盈香，相得益彰，
其中有着真正的文脉与学养、人
格，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体现了
完整的书法形态，也体现了老一辈
学人的厚实功底。他自言，退休以
后，用毛笔的机会越来越多，抄
书、起稿、写信多半是用毛笔。年
过百岁时依然临池不辍，健笔凌
云，人书俱老。2019 年，上海文史
馆举办“盛世风华：上海文史研究
馆馆员书画艺术作品展”，作为当
时最年长的馆员，106 岁高龄的周
退密欣然提供 《读书破万卷，落笔
超群英》 等书法作品参展。

周退密与甬上诗书名家时有往
来，他和周节之、周律之兄弟交往
是一段书林佳话。

周退密的表兄王石 1949 年后
从上海迁居宁波，王石爱好书法，
自己写的也很不错，被老师冯君木
赏识。冯君木是甬上文化名人、著
名教育家，他的书室“回风堂”名
流云集，是宁波当时的“文化中
心”，冯先生门下弟子有沙孟海、
陈布雷、葛夷之等人。

王石在宁波结交了很多书法篆
刻名家，甬上“翰墨林”印社的第
三代传人周节之是其中之一。周退
密通过表兄王石结识了为人端方的
周节之，赞他“书法篆刻，箕裘克
绍”，经常与之书翰往来，切磋书
法技艺。周退密曾在给周节之的一
封信中写道：“令祖工书法，但未
尝有馆阁习气，珠圆玉润，颇近松
雪一路，但厚重稳健，无松雪姿媚
之态。”周节之为周退密篆刻的数
方印章，被周退密经常使用。

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著名书法篆刻家周律之是周节之胞
弟，兄弟二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
2012 年 《周律之书法篆刻集》 由西
泠印社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周退
密为之作序。在序中，周退密提
到，“后二十年，余又因节之而获
交其胞弟律之，君美之姿，恂恂儒
雅，一似文弱书生。”但是看周律
之对客挥毫，却是兔起鹘落、一挥
而就，“连书多幅不倦，如韩信将
兵，多多益善，为之敛手叹服。”
他说周律之少时家学渊源，得到父
亲和兄长的教导，后来又师从沙孟
海先生，书业猛进，赞扬周律之的
书艺有法有则、有学有识，今日书
坛一般人是赶不上他的，而且如果
只以“沙体”来论，也是小看了周
律之。

年已九十的周律之向笔者回忆
起请周退密作序的情景：“当时我
是和陈大楹一起去的上海，先生的
家在安亭路，去过两三趟。先生说
话很温和，也很关爱后辈。”那一

次，他们“班荆道故”，讲以前在
宁波的往事，提到为书法篆刻集作
序，先生欣然应允。

序中还附上了周退密祝贺周律
之书法篆刻展的四首七绝，有“甬
上书风盛昔年，北碑南帖韵翩然。
愿君更着生花笔，别撰四明今墨
编”“泼墨临池日散心，一杯佳茗
豁灵襟。羡君卜宅居湖上，许我他
年策杖寻”等，对故乡的情谊，清
晰可见。

周退密小学就读于月湖西畔的
省立四中附小，毕业后在湖西马衙
漕秦氏宗祠旁的私塾清芬馆攻读经
史古文，他与施蛰存、苏渊雷、郑
逸梅、何满子等著名文人学者交
好，诗词与文史的修养又得益于年
轻时的刻苦学习。在刘梦芙的 《五
四以来词坛点将录》 中，周退密被
誉为“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周律之曾主持宁波诗社，“毛
翼虎老先生在的时候，曾聘请周退
密先生为宁波诗社名誉顾问，他经
常在诗社的刊物 《宁波吟草》 上与
大家酬唱题贺，也感物抒怀。年过
百岁仍坚持诗词创作，令人钦佩。”

周退密的诗里，总是蕴藉着浓
浓的乡愁，绕不开儿时在宁波的光
景。他在 《浣溪沙·忆故园》 中写
道：“客思绵绵落故园，童年岁月
月湖边，藤花香满绿窗前。银杏树
高巢白鹭，春榆风急播青钱，橹声
人语隔轻烟。”

2014 年 6 月 出 版 的 《宁 波 吟
草》，刊登了周退密的红豆词四阙
以及 18 首 《拟月湖竹枝词》。

第一首写故居，“新周家接老
周家，偃月堤边一径斜。游客若来
询故事，大槐树下蚁如麻”；曾经

就读的四中附小在冯公祠内，他写
“冯公祠宇久荒凉，往事累累感海
桑。他年若有重新日，不减成都旧草
堂”；他记忆中湖西的两座书院，“月
湖辨志两嶙峋，书院一双有替身。湖
上文风如此盛，不知山长是何人”；
写人间晚晴，“诗国泱泱乐太平，遥
闻湖上踏歌声。人情温暖诗情好，唱
罢竹枝唱晚晴”⋯⋯

赠书家乡图书馆助力
地方文献收藏

拳拳游子心，卷卷寄乡情。周
退密一直非常关注家乡文化事业的
发展，上世纪 90 年代初，鄞州区
图书馆探索名人捐赠文献的收集、

保护和传承工作，设有地方文献
馆，周退密是最早一批捐赠书籍的
名家之一。

历时十余年，周退密共捐赠了
545 册 书 籍 ， 以 文 学 、 诗 词 类 为
主。其中近 100 万字的 《周退密诗
文集》 和 《墨池新咏》《上海近代
藏书纪事诗》 等为周退密著作或编
辑的作品。鄞州区图书馆为周退密
设立了名人专柜，工作人员也曾多
次前往上海拜访周老，“每次我们
上门拜访时，周老都会事先准备好
一批书，让我们顺便带走。”有一
次，工作人员向他提出，能不能为
地方文献陈列室题写室名，周老欣
然同意，当即泼墨挥毫。

曾在鄞州区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工作的马霞维，是鄞州文化界中与
周老走动较多的人之一，“周老身
上有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和风骨，是
通达世事并能够把一切都放下的
人，他的那种境界在当代人身上很
少见，呈现出一种我很向往的理想
文人的姿态。”

尽管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周退
密一直牵挂家乡。鄞州区图书馆馆
长胡春波说，她去上海安亭路好几
次，年过百岁的周老几乎不出门，但
每天仍看书写字，身体不错，精神状
态也很好，思维敏捷，对于来自家乡
的客人非常热情。“听说周老身体不
太好，本来打算今年去探望他，但因
疫情没有成行。为了表达家乡人民
对他的追悼和哀思，鄞州区图书馆
将策划一个纪念展，把周老之前捐
赠的作品进行梳理和展陈。”

化私为公捐赠天一阁
珍贵古籍书画

天一阁和月湖总是联系在一起
的，天一阁·月湖也一直深入周退
密内心。镇明路上的大方岳第曾被
辟为月湖史迹陈列室，牌匾亦由周
退密先生所书。

他在自传中写道：“童年时代
随母亲在家乡生活。家里有两所父
亲营造的住宅，都濒临月湖，环境幽
美，得天独厚⋯⋯”2012 年，周退密
在给家乡的信中说，自己侨居上海
七十年，“越鸟南枝，对于故乡月湖
之水，天一之阁，绝未忘怀。”

2013 年，周退密将其收藏的古
籍、字画、手稿、出版物等共近百
件 （76 种 97 件） 藏品捐赠给天一
阁，其中的珍品有清代浙江首位状

元史大成书法尺页，清初文人陈锡
嘏书法尺页，范氏天一阁族人范光
阳、范永祺的书法尺页，银台第

“ 童 家 三 进 士 ” 之 一 童 华 的 稿 本
《先总宪公日记》，周退密的父亲周
絜非遗墨等等。

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饶国庆对
此记忆犹新，“周老对天一阁有着
特殊的感情，他小时候就住在月湖
西，经常和同学到天一阁游玩，最
喜欢看天一阁的 《兰亭序》。离开
宁波后，他多次回乡，1988 年还和
家人一起到过天一阁。”

饶国庆找出了周退密 2012 年 5
月写给天一阁时任馆长表达捐赠意
向的信件。周退密在信中说，他看
到 《天一阁》 刊物上有一篇记述童
书业后人捐赠遗稿的文章，深受感
动。自己“负笈来沪”后，也曾经
常往来于沪甬之间，直到 1940 年
大学毕业后定居上海，垂暮之年想
为“拙作以及剩余藏品”找个理想
的归宿。

天一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多
次 前 往 周 老 在 上 海 的 家 中 拜 访 。

“虽然老先生列了捐赠清单，但是
年代久远，找起来并不容易。每次
去老先生都把准备好的捐赠物品整
理得井井有条，还有些物品需要花
时间翻箱倒柜再找。他人很随和，
通身是名门望族诗礼传家的春风熏
陶出来的正派，和夫人一起笑呵呵
地接待我们，非常健谈，记性也很
好。”

在周退密先生百年寿辰之日，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庄立臻等带去了
家乡人对周老的真诚祝福。“老先
生对月湖有着深厚的感情，很清楚
地记着周家是明末清初迁到宁波
的，为中医世家，他自己也学医，
后因故弃医从文，长期在上海从事
教育工作。周老还记得月湖边他与
兄弟亲手种植的银杏和柳树，后来
回宁波时，那两棵树依然长得很
好，快和他的年龄差不多了。”

周退密捐赠的藏品中，不少是
宁波乡贤的手迹，这些珍贵的物
品，从他父亲手里传下来，“老先
生说这可能是当时父亲有意收之。”

这些文物被保管得非常完善，
如史大成的墨迹被精心装裱过。史
大成是鄞县人，曾被皇帝赞为“此
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
甬上先贤范光阳和范永祺的作品也
非常珍贵。范光阳是城西范氏后人，
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著有《双云
堂》，而范永祺则是天一阁范钦的裔
孙，平生酷爱藏书，书屋名为“瓮天
居”。范永祺精通书法，特别是篆书
独具一格。袁枚赞他：“汉隶及籀书，
八儒兼三墨，一一尽掩通，等身多著
述 。”周 退 密 捐 赠 的《先 总 宪 公 日
记》，对研究童氏家族（银台第主人
童槐及其儿子童华，先总宪公即童
华） 很有价值。

在捐赠仪式上，周退密通过孙
女 周 京 女 士 表 达 了 自 己 的 心 愿 ：

“父亲的东西，我一直珍藏着，从
不送人。现在把我手里的东西交给
天一阁，就是这些物品最好的归
宿 ， 我 多 年 的 心 愿 也 了 了 。” 同
年，天一阁博物馆在云在楼举办了

《周退密先生书籍文物捐赠展》。
百载风流日月长。先生虽逝，

但他的书法、诗词、精神将永存世
间，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学
子，长助甬上文脉之绵延。

越鸟越鸟南枝南枝
情系故里情系故里

———— 缅怀文史大家缅怀文史大家周退密周退密
陈陈 青青

7月16日，甬籍一代文史大家周退密在沪上驾鹤西去，享年107岁。

1914年，周退密出生于月湖畔，童年时代随母亲在家乡生活；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早年曾任上

海法商学院、大同大学教授，后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外语教学和《法汉辞

典》编纂工作；1988年起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周退密的经历丰富而传奇，职业头衔有中医、执业律师、汉语言文学教授、法文教授、诗人、书法

家、古籍碑帖鉴赏家、文史研究专家，凡传统文人的雅嗜，皆有造诣。著有《周退密诗文集》（黄山书

社出版，近100万字）《墨池新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与宋路霞合著）《退密楼诗词》《安亭草阁

词》等。

周退密热爱家乡，与甬上书法篆刻名家、诗人多有书翰往来，还向家乡图书馆和博物馆捐赠手稿、

著作、文物，彰显了甬籍大家化私为公的博爱精神和拳拳赤子爱乡之情。

鄞州区图书馆辟设的周退密专柜和周退密赠书 （鄞州区图书馆提供）

周退密书大方岳第牌匾 （陈青 摄）

周退密捐赠给天一阁的《先总宪公日记》等珍贵收藏 （天一阁博物馆提供）
周退密祝贺周律之书法

篆刻展的诗作
周退密赠送周律之的书

法集 （陈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