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宁波市档案馆组织编
纂、储建国与王天杨合作而成
的《宁波老银行》最近由宁波出
版社出版。承蒙作者惠赠，笔
者得以先睹为快。

众所周知，近代崛起的宁
波商帮在金融领域大有作为，
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与作用。1934年浙江商业
银行的一则调查报告称：全国
商业资本以上海为首，上海商
业资本以银行为首，而上海银
行资本以宁波人为首。宁波人
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的地位可
见一斑。对此，相关研究并不
少见，但对于主要由宁波商帮
参与的近代宁波本地银行业的
研究却少有人关注。本书无疑
是多年来宁波金融史研究的重
要成果而值得称道。作者都是
本地著名的收藏家，特别是储
建国先生一直致力于近代中国
金融业相关钱币、票据等文献
与实物的收藏与研究，数年前
就有《杭州老银行》、《宁波帮与
中国近代银行》等著作问世而
广受好评。期间他还在杭城开
设世界钱币博物馆，汲汲于钱
币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而乐此不
疲。本书即是以他们拥有的丰
富藏品以及宁波市档案馆的相

关文献为基础，经多年打磨而
“一气呵成”的作品。全书由
“溯源”“全览”及附录三部分组
成，不仅对近代宁波银行业的

“前世今生”进行了相当细致的
梳理，更是对相继出现于近代
宁波的近60家银行进行全方
位的“跟踪追击”，真可谓一册
在手而一览无余。附录部分则
对相关文献或专题进行深度的
解读与探讨。通读全书，显示
出作者对近代宁波银行业的研
究可谓驾轻就熟，水到渠成。
其中，以下两个特点尤其明显：

其一、本书首次对学术界
一直忽视的近代宁波银行业进
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提起近
代宁波金融业，钱庄名闻遐迩，
学术界总是认为钱庄业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乃至独占鳌
头。而对近代宁波银行业不予
重视，甚至不屑一顾，也缺乏必
要的关注与研究。本书无疑填
补了近代宁波金融业研究的空
白，而且也重新审视了银行在
近代宁波金融业中的地位与作
用。不可否认，长期以来，钱庄
业在宁波金融业乃至社会经济
生活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
但随着新式银行的出现，特别
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钱业风潮

爆发以后，银行的重要性大大
增加，乃至于取代钱庄的地位，
成为宁波金融业的中枢。故本
书的相关探索是有学术价值
的，也是符合近代宁波金融业
发展演变历史实际的。值得一
提的是，在近代宁波浓郁的金
融文化引导下，当时大批宁波
青年才俊纷纷投身于银行业。

其二、图文并茂，可读性
强。图片特别是老照片包含丰
富的历史信息，往往是文字无法
取代的，又大大地丰富了图书的
内容与色彩，增加了图书的可读
性。本书作者充分利用自己的
优势与特长，在书中配置了大量
精美的图片，真正做到了图文并
茂，以图释文，以图载文，以致生
气盎然，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了
本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尤其
值得称道的是，不少图片都是首
次面世而弥足珍贵。

诚如作者所言：让宁波金
融文化的“根脉”更好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是我们编写此书的
初衷。对此，我认为作者的目
的是达到了的，相信广大读者
也会认同的。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
传媒学院历史系研究员、宁波
帮研究中心主任）

呈现近代宁波银行业原貌的“小百科”
——读《宁波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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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者维芙·格罗斯柯普从
小生长在英格兰的萨摩赛特，其
生活习惯、行事风格从来都是标
准的不列颠式。所以她在来到俄
罗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觉
得出于根深蒂固的文化隔膜，自
己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好在
她机缘巧合地研究起了俄罗斯文
学，并将阅读那些经典作品后生
发的真实感悟写成了一本名为
《俄罗斯文学人生课》的书。

《安娜·卡列尼娜》对于格
罗斯柯普来说，阐释了“如何认
清自己”的问题。看上去，小说
讲述的是一个与人私通的美丽
女子在劫难逃的爱情故事。沃
伦斯基与安娜的爱情象征了焦
虑、刺激和冒险的尝试，而列文
和吉娣的生活则代表了宁静、
满足，但却乏味的现实。在这
部作品中，托尔斯泰通过对不
同层面的“幸福”进行解析，让
读者们看到了人在自我身份上
的纠结，在生活方向上的踌
躇。而如果我们能反观自省的
话，便能从选择之中看明白自
己内心的需要和探索。

“命运”“灵魂”等词汇历来
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最能反映此种观念的当属
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日瓦戈
医生》。主人公尤拉·日瓦戈就
是在和命运的努力抗争中活下
来的人物。而且这部作品里，还
渗透着一条定律：那些于特殊时
刻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既有可
能对你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可能
将你的人生搞得一团糟。那么

当命运的强风将你吹得晕头转
向时，你该怎么办？帕斯捷尔纳
克的意思非常明了：人生充满了
巧合，但别太在意，你能做的就
是往前走，是的，一直往前走！

《安魂曲》是俄罗斯女诗人
阿赫玛托娃最富盛名的诗作，它
记叙了20世纪30年代在监狱
高墙外等待被捕亲人消息的女
性经历。她们既渴望见到心爱
之人，同时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
打算。“面对这般悲恸，高山也得
低头，河水也得断流……但希
望，仍然在远方歌唱。”其实读过
《安魂曲》的朋友都知道，这组长
诗渲染着一种恐惧的氛围，可这
首诗内蕴的巨大力量至今鼓舞
着无数读者：就在你不知道何去
何从、不明白如何面对、简直要
彻底失去活下去的愿望时，艺术
家却用诗歌这一优雅至极的文
学形式告诉你：不能放弃，如果
放弃，那你就真的输了。

“到莫斯科去”是契诃夫作
品《三姐妹》中最著名的一句台
词，它几乎时时萦绕在主人公
奥尔加、玛莎、伊莲娜的脑海之
中。此话背后的含义不难理
解：人们总以为，山那边的草更
青。然而别忘了，俄罗斯还有
句谚语，叫作“追着两只兔子
跑，一个你也得不到”。说白
了，就是人不能太贪心，可《三
姐妹》肯定不是劝人收敛贪欲
的作品，它所围绕的核心问题
是：“我们该如何接受令人失望
的现实”。在剧本中，莫斯科是
三姐妹小时候待过的地方，指

代了她们对当前生活的态度和
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我相信人
人心头都有一个“到莫斯科去”
的愿望吧。契诃夫洞悉了这一
点，也思考了这一点，最终给
《三姐妹》设置了一个模棱两可
的结局。因为契诃夫早就看透
了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诡异，
他真正想说的是：其实山那边
的草未必就更青，那里和我们
这里一样糟，也一样好。

很多读者对俄罗斯文学可
能有种相对固定的印象：这个民
族的作家酷爱写作阴郁、深沉的
东西，他们的作品大都喜欢对人
类的灵魂进行严厉拷问。但看
看《大师与玛格丽特》吧，它算得
上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异类，
它幽默、风趣，以魔幻主义的风
格暗示读者：当你学会用荒诞的
眼光去看待世间一切时，便很容
易从中看出愚蠢与滑稽来。其
中道理也简单：人活世上，“要么
你哭，要么你笑”。可见布尔加
科夫是位积极乐观的文学家，他
善于用轻松、戏谑的手法进行严
肃、深刻的思辨。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和现
实生活不离不弃，甚至能够互
为镜像。我们有时候确实会读
不懂一些世界名著，那也许是
因为我们还不曾真正读懂复杂
生活本身。而当我们看明白了
伟大作家寄寓在其作品中的深
意后，我们放眼生活的目光也
将变得更为锐利和明晰了……

（《俄罗斯文学人生课》人
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2月版）

经典文学教会我们的道理
——读《俄罗斯文学人生课》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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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浙东第一船：
书院镇一家人的真实故事》

作 者：李国妹

出 版 社：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本书讲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
书院镇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真实故
事。第一代系抗战时期从事海运
贸易的爱国实业人士，第二代系
屯垦戍边的保家卫国者，第三代
系改革开放的知识型一代，他们
的经历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是
那些时代真实而客观的缩影。

《大女生》
作 者：杨 澜
出 版 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作者通过20篇文章，将内心对

于“大女生”的定义详细讲述，并在
书后附上了适合女性阅读的书单。
希望读完这本书的女性，无论在哪
个年龄，都要像大女生一样，拥有更
大的世界与格局，突破自己的局限，
大胆做自己，大步走四方。

《生命大趋势：从生物多样性
到人类文明的未来》

作 者：[美]威廉·C.伯格
出 版 社：海峡书局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本书从昆虫世界讲起，再转到

细菌、新物种、全球物种生存与分布
规律、人类为什么会在生物界中崛
起并占据主导地位，追溯生命千差
万别的根本原理。以雄辩的逻辑为
你讲述生命世界里的争斗、繁衍、兴
衰、合作与共生。 励开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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