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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中国文化概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不
可言喻的独特魅力。近年来，中
文热在全球持续升温，特别是在
我国各大院校学习的留学生，对
中国文化更是充满向往。但浩如
烟海的中国文化对他们来说，总
是难以找到入门之道。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国际教学部
的毛海莹教授、刘恒武教授等人
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编写成适合
留学生阅读的 《中国文化概况》

（中英文版） 一书。
本书入选了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 2020 年度教学改革与实践研
究重点课题，也入选了教育部语
合中心 2021 年度国际中文教育
重点研究课题，还被列为浙江省
普通高校“十三五”第二批新形
态教材建设项目，同时得到了宁
波大学“向东中国文化对外交流
发展基金”的资助。全书共 16

章，分为生活习俗篇、社会习俗
篇、文化遗产篇、竞技休闲篇、
民族艺术篇、思想文化篇等。每
章由课前导入、正文、文化交
际、畅游文化、畅谈文化、悦读
文化等六部分组成，内容充实，
点面结合。

本书注重知识性与专业性相
结合。编写组成员均为多年从事国
际中文教育的一线骨干教师，具有
丰富的经验，十分了解国际学生学
习中国文化过程中的“痛点”和“堵
点”，进而找到破解之策。本书注重
体验性和趣味性，精选了150幅左
右的图片，让全书更加生动形象。
为了方便读者直观感受文化的精
彩，教材还嵌入了相关二维码，扫
码即可观看与内容相配套的视
频。本书还注重时代性与应用性，
注重传统文化与当代传承的融
合，一方面用中英双语介绍相关
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当
代中国人的生活元素。

《中国文化概况》 体 例 完
整，涵盖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仅
适合在我国各大院校学习的留学
生，也适合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文
化的外国朋友。

（推荐书友：崔小明）

主编

出版

日期

毛海莹 刘恒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年10月

《关于告别的一切》

“他乡遇故知，是小说的经
典开篇法。”在 2006年出版的《青
年名家谈小说》一书中，李白写下
了这句话。李白是个虚构的人物，
是路内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
切》的主角。这部小说就是以李白
这句话开头的，紧接着：“12 年
后，他再次听人吟诵，是在上海市
陕西南路某咖啡馆，曾小然从背
后轻拍他的肩膀。”

“他乡遇故知”构成了 《关
于告别的一切》的核心命题。李
白将不断地遇见故知，不断地与
她们告别，她们都是李白的“青
梅竹马”：曾小然、钟岚、方
薇、周安娜、叶曼、廖美琪、卓
一璇……

路内的小说向来擅长描写迷
人而富有生命力的女性。在“追
随三部曲”、《花街往事》等作品
里，她们是青春的女孩子，这些

小说基本结束于 20 世纪 90 年代
末。对于 1973 年出生的路内来
说，这是他的青春记忆的回放与
改写。写作 《关于告别的一切》
时，路内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
了理想实现之艰难，敏锐地感知
青春之易逝，他笔下的女孩子变
成了更成熟的女人。她们与李白
有情感的纠葛，但不油腻、不造
作，她们有着身为“青梅竹马”
的不被世故改变的纯真，没有因
为美丽和性感而成为“被窥探”
与“被消费”的对象。这是男性
作家笔下自然流露的对女性的尊
重与喜爱。

阅读路内的小说，我总是被
触动。我们都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我也有着县城生活的经
验。昆德拉说，小说受到“认识
激情”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
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

“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
照亮“生活的世界”。在路内笔
下，日常生活进入并成为叙事的
主角，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广泛的
社会生活叠加在一起，呈现了时
间的存在意义。

简单地说，路内的小说就像
一部缓缓展开的年代剧。

（推荐书友：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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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训诂》

如果说饮食与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相信大家对此没有异议。
如果说饮食文化蕴含着训诂学，
恐怕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惊讶甚至
难以置信吧。

《餐桌上的训诂》 是著名语
言文字学家王宁的力作，收录了
30 余篇美文，围绕着“烹饪”

“饮食”和“训诂”展开。作者
细致描摹饮食百态，将中国烹饪
饮食文化中令人感怀的味觉特
写，以训诂的形式诉诸笔端，以
此探寻人间烟火的终极密码，可
读性极强。作者感慨：“就整体
民族文化而言，中国人在烹饪饮

食领域的创造实在令人惊叹。”
在书中，作者将“饮与食”“烹
与饪”无缝对接，考证羊、鸡、
鸭、鹅的命名过程，想象古代厨
师的烹调场景，探察饺子与馄饨
之间的异同，叩问“粥和羹有什
么区别”……同时，对于食材、
佐料、烹调方法、烹饪器具，王
宁以独特的视角加以解读。从日
常的烹饪饮食着笔，由基本的文
字训诂入手，将人们的饮食理念
一一道出。作者行文自然洒脱、
轻松欢快，不仅着重描摹了餐桌
上的训诂，还由五味杂陈慨叹人
生百态，彰显汉语的博大精深。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
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涵盖“以形
索 义 ”“ 因 声 求 义 ”“ 因 义 证
义”。《餐桌上的训诂》不仅介绍
了书上关于烹饪饮食的记载，还
采用训诂学“形音义互求”的方
法，追溯汉字和汉语词义的变
迁，找寻烹饪饮食信息，使读者
了解古人的生活。

（推荐书友：戴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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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好书

蒋静波

我原先一直安静地写着散文，
并且很可能顺着这样的惯性一直写
下去，要不是因为有一天在文学沙
龙上遇到了小小说名家谢志强老
师。那是在 2014 年 12 月，他应邀
到奉化的文学沙龙做讲座，细节、意
象、暗喻、象征、寓意、留白、视角等
一连串文学词语，像缕缕细小而又
锐利的微光，瞬间照进了我心底的
某个角落。从此，我毫不迟疑地爱上
了小小说这种轻盈的文体。

此后，我断断续续写了一组每
篇只有几百字的“小东西”。至于

“小东西”是否像小小说，当时心
里一片茫然。2016 年 8 月，我将它
发给时任奉化作协主席的沈潇潇老
师，以投石问路。他很快回复：“很
好，像一粒粒珍珠，发出微小而独特
的光芒。”并建议我再发给谢志强老
师，听取他的意见。我照此办理。不
想两天后，电话里就传来了谢老师
的声音：“你就是寄给我闪小说的蒋
静波吗？写得很好呀，小小说就是要
这 么 写 ，细 节 到 位 ，有 意 象 ，有 寓
意。”当时，谢老师还兼任着《文学
港》杂志的小说编辑，他说手头刚编
完一组小小说稿，看到我的这组，就
把那组小小说给替换了。当年 10
月，这些“小东西”——我的 9 篇

小小说处女作犹如一叶小船，在
《文学港》 这家曾最早接纳我散文
作品的杂志上起航了。后来，我的
小 小 说 在 《百 花 园》《小 小 说 选
刊》《小小说月报》《天池小小说》

《金山》 乃至今年的 《小说选刊》
等国内小小说主力期刊上一站站停
泊、加油、再起航。

当时的那份惊喜和被肯定，至
今想来仍激动不已，它直接转化为
我创作路上的动力。更让我感佩的
是，几年来，谢老师一直关注着我
的写作，鼓励我坚持下去，走得更
远、更好。当我写人物时，没有做到
将细节往深里挖掘，谢老师推荐我
阅读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的《大眼
睛的女人》。这本书我读了三遍。

常有人认为，小小说那么小，
小得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可以忽略
不计。有位文友好心劝我：“你写
了那么多年的散文，现在干吗去写
这个小东西？”我的一位同学也疑
惑地问：“几百字的东西有什么写
头？”可见小小说处境的尴尬。就
在这个时候，沈潇潇老师写了评论

《贯 通 于 小 说 和 散 文 间 的 诗 性 表
达》，为我的小小说创作鼓劲，并
在文学沙龙上组织交流探讨。

我觉得，小小说乃至小说以碎
片化的形式表达符合时代发展的潮
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

奥尔加·托卡尔丘的许多作品，就
是碎片化的形式表达，初读时，有
一种无序、杂乱之感，当你读完合
上全书，就能体会出有序的思想和
世界。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的
闪小说，更是小得不能再小、碎得不
能再碎，但正是这些别致的“小东
西”，于三言两语间，击中人性，细
细咀嚼，意味无穷。

初写小小说，无惧无畏，我以
为只是在约定字数的框架内做文
章。随着阅读的深入、视野的开
阔，我开始深思：我要表达什么？
又如何表达？

过去我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如
今 我 将 过 去 五 年 （2016 年 - 2020
年） 创作的小小说 （更多的是闪小
说） 归集呈现，既是文学上的一次
自我检视，也作为上述问题的回
答。书名 《表达方式》，取自集子
里的一个同名作品。取此书名，我
想说的是，这也是我在文学上尝试
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本书以现代人都市生活题材为
主流，采用碎片化的小小说、闪小
说形式，关注现代人的情感和生存
危机，尤其是表达现代都市女性在
职业、婚姻、友谊、生存压力中的
情感。里面的主人公大多是芸芸众
生中的男男女女，许多甚至没有姓
名。这些故事或素材随手可得，生

活远比想象还要丰富，我只撷取某
个瞬间、某个横断面中的碎片。作
品的着眼点都很小，细小得如一枚
银针的针尖，突然往某个穴位不经
意地一刺。那是我看待世界的一个
视角和方式。我努力通过具象，走
向深入，使其形成意象。这一点，与
诗歌有相通之处。我希望以这种表
达 方 式 折 射 真 实 的 人 性 。这 里 的
125 篇作品，每篇大多只有几百字，
有的甚至不到百字，但一字一句都
蕴含着我的用心和追求。

好多人将故事与小小说混为
一谈，其实故事强调的是情节，体
现的是故事的完整性、精彩性，小
小说注重的是落地的细节，是俗世
中的平常，是你我他的人性。小小
说的轻盈性，决定了它的容量有
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细节
依存于故事之中，我们可以根据细
节，去探究人性，品味其中的意
蕴。小小说以碎片化的形式，达到
以轻抵重、举重若轻的文学效果。
这不正是卡尔维诺最重视的小说品
格之一“轻逸”的文学样态吗？

换一种表达
——写在《表达方式》出版之际

和 风

《文人饮食谭》 一书，读起来
让人舍不得放下，像品茗，每天抓
一撮茶叶，慢慢地品。56 篇谈饮
食文化的散文随笔，出自周作人、
夏丏尊、刘半农、郁达夫、俞平
伯、叶圣陶、林语堂、梁实秋、汪
曾祺等 49 位现当代作家、学人之
手，他们用平民化的语言、烟火的
温度和菜肴的味道，记录对饮食文
化的理解和他们曾经的辛酸。

辑一是夏丏尊、刘半农和林语
堂等人谈吃的起源和沿革，五花八
门的习俗和吃素、吃荤、吃点心及
各式吃法的排场，使人在阅读中增
长知识。辑二是乡土风味，荟萃了
苏帮菜、北京、东北等名菜和庖厨
的烹饪技艺，使人大开眼界。但我
觉得，此书最吸引我的是辑三“野
味名品”和辑四“对酒当歌”。

辑三第一篇是周作人散文 《故
乡的野菜》，格局不大，却有大情
怀，第一句是“我的故乡不止一
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
文章所谈的荠菜、马兰头、鼠麹草
和草紫 （紫云英） 等，都是我们所
熟悉的。周作人谈到，在开年的清
明前后，用这些野菜，如鼠麹草和
上米粉做成细如小指状的条条，再

五六个做成一攒，名曰茧果。在漫
谈食用的同时，他谈到春天遍地可
以看到的草紫，农人收获后，可以
做肥料，而采取嫩茎瀹食，鲜美，
似豌豆苗。甚至还可以用这些野草
花，编织成女孩们玩耍的花束。这
篇散文写于 1924 年 2 月，快 100 年
了，但一点没有过时。遗憾的是，
许多野菜现在已经难以寻觅。

自称吃炸酱面长大的梁实秋，
他的散文 《面条》 遣词造句生动传
神，譬如形容师傅抻面“他总是打
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
一长条，提起来拧如麻花形，滴溜
溜地转，然后执其两端，上上下下
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
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
双股再拉，拉成四股⋯⋯”让读者
有身临其境之感。

辑三中汪曾祺的 《家常酒菜》
系列随笔，共十篇，长的千字有
余，短的百字左右，但篇篇耐读。
汪曾祺多短句、俗语、口语，读者
喜闻乐见。他的 《拌菠菜》《拌萝
卜丝》《松花蛋拌豆腐》《芝麻酱拌
腰片》 等，读者完全可以照他的叙
述，轻轻松松搞定一道菜。汪曾祺
写道：“很多菜是馋人瞎琢磨出来
的。”塞馅回锅油条就由他独创，
他说这道菜在所有菜谱里是找不到

的。
《文人饮食谭》 的辑四中，多

有涉及饮酒的散文和随笔。丰子恺
《湖畔夜饮》 一文，写他某晚饮酒
回家，听家人说郑振铎曾来访。第
二天一早，就去郑振铎下榻的旅馆
找他，并留下自己的名片，请他过
来吃酒叙旧，但没有等到。当晚，
丰子恺独酌，照例倾尽一斤。正当
他酩酊之际，郑振铎来了，于是端
出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对坐
饮酒时，樽前有丰子恺写的苏步青
诗：“草草杯盘共一饮，莫因柴米
话辛酸。春风已落门前草，且耐余
寒放眼看。”两人阔别十年，身经
浩劫，想到作古的朋友，丰子恺写
道：“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
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
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
间的人都惊醒。”直到夜阑，两人又

“浮两大白”。此文无疑写出了阔别
的伤感、相逢的喜悦，令人感动。

楼 适 夷 自 称 生 在 “ 酒 香 世
家”，父亲、伯父却不善饮酒，反
而是幼小的他能陪叔父喝酒。楼适
夷并不回避喝酒失态，譬如在部队
里，遇到节日，用饭碗装白酒猜
拳。某次赴宴，“多喝了几杯，回
到家里，兴高采烈，从老保姆手
里，夺过孩子，当大皮球望空抛

接”。
被称为“中国果戈理”的著名

剧作家陈白尘，他的 《“何以解
忧”》 一文，写出了磨难岁月中的
辛酸和无奈。譬如，他因失眠每晚
必服安眠药，妻子给他寄来的两大
瓶安眠药却被侄女没收，说会害
他。无奈之下，陈白尘买来半斤白
酒，临睡喝一盅，居然立刻入梦。
从此，他与酒有了不解之缘。由于
身份的原因，他只能偷偷地喝，外
出买酒也不能堂而皇之。在寄居老
百姓家的日子里，晚上要点煤油
灯，每次去一个叫“甘棠”的小镇
采购煤油等日用品时，总是带着两
只空酒瓶，貌似买煤油，其实是鱼
目混珠，其中一瓶装酒。

《文人饮食谭》 中看似不衫不
履、脱略形骸、亦狂亦侠亦温文的
闲趣文章，可谓美食与美文并举、
饮食和文化兼重，读来回味隽永，
获益良多。

烟火的温度 菜肴的味道
——《文人饮食谭》读后

崔海波

大概在两年前，海曙区妇联组
织开展“智绘陪伴”原创亲子绘本大
赛，获奖的优秀作品进行巡回展览，
第一站是位于悠云路上的纸飞机童
书馆。某日，我和朋友一起去看展，
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家童书馆。
作为一个面向少儿的阅读空间，书
馆的整体设计透露出安全、舒适、童
趣、想象，没有棱角、结实可爱的桌
椅，色彩缤纷、让大人小孩都爱不释
手的绘本，精心布置又不喧宾夺主
的各种绿植⋯⋯整个书馆就像一本
可读可亲的立体童书。

纸飞机童书馆成立于 2012 年 6
月，10 年经营下来，已经开出了 4 家
分部，分别位于慈溪、江北、海曙。一

本本大大小小、厚薄不一的童书，一
个个或温暖或奇幻或惊险的故事，
吸引了走进书馆的孩子，而热爱阅
读的他们也成了“纸飞机的故事”中
的主角。

提起童书馆的读者，创办人陈
菁菁像讲述自家宝贝一样娓娓道
来：一个叫萱萱的小女孩每周三都
会和妈妈一起来看书，其实她家离
书馆并不近，且妈妈怀有二宝，但不
管刮风下雨，母女俩总会准时到来，
小女孩看书时认真陶醉的样子令人
感动；一个叫阳阳的孩子，每次独自
一人来书馆看书借书，还会跟书馆
的老师交流阅读的心得体会；一对
年轻的夫妻带着龙凤胎儿女，每个
周末都会穿越大半个宁波城来书馆
借还书。到了书馆之后，妈妈给儿子

讲故事，爸爸给女儿讲故事，温馨的
四口之家令人羡慕；一位家政阿姨
经常陪雇主的孩子来书馆借书，孩
子看书她也看，有时候，她还给孩子
讲故事；一位准备购房的市民看了
市区的几处房产后，最终选择清风
社区，只是因为儿子爱听故事爱读
绘本，而这儿正好有个童书馆⋯⋯
童书馆在为孩子播撒阅读种子的同
时，也重燃了成年人的阅读热情。一
位古稀老人说，她已经 60 年没有好
好看书了，听了陈菁菁老师讲的故
事后，决定重新拿起书本。

作为一个阅读空间，纸飞机童
书馆不仅仅提供书籍，还开展各种
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每天晚上有
免费故事会，每个周末有主题活动，
每个月有妈妈读书会，每季度有亲
子阅读公益活动，每半年请专家做
大型公益讲座，此外还有不定期的
义卖、捐赠书籍等活动。纸飞机童书
馆成了周边社区居民熟悉且热爱的
空间，甚至成为清风社区的一个地
标。某个傍晚，陈菁菁和女儿散步，
有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妇女停下来向
她们问路：纸飞机童书馆怎么走？陈
菁菁好奇地问：你去那里干什么？对
方指着电动自行车上的两大包书

说，这些旧书要送给一个居民，对方
说在纸飞机童书馆门口交接。

有一回，我采访一位单亲妈妈，
她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为
了帮助儿子康复，她每天给儿子读
故事。我很想帮她一把，于是在微信
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陈菁菁第一
个响应，提供了几十本童书以及一
批玩具，还安排了一位年轻的老师
和我们一起去送书，并现场给听障
儿童讲故事。去年，我所在的部门开
展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送书系列活
动，纸飞机童书馆多次捐赠图书予
以支持，有一次还送来一批崭新的
书包。2020 年以来，疫情起起伏伏，
童书馆无法正常开门，他们及时改
变 阅 读 推 广 方 式 ，在 线 上 举 办 了
700 多场故事会。

10 年来，超过 2 万名孩子走进
纸飞机童书馆，在书籍的陪伴下渐
渐长大。童书馆也先后被评为全国
十佳绘本馆、全国亲子阅读体验基
地、宁波市最美阅读空间。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纸飞机纸飞机””播撒阅读的种子播撒阅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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