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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诗和远方的模样

本报记者 郑文丰

高晓松在杭州的“晓书馆” 开馆

即刷屏，瞬间将“诗和远方” 推到眼

前的四月： 书馆高大的落地窗外，暮

春的樱花吹落如雪，径草晴翠；有一

池碧青浅水，每到夜晚，灯光、窗框、

书格倒映水中， 微风起时波光粼粼，

美成一场梦。 馆内五万册精选图书，

在素简的木格架上静待着。 馆长高晓

松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

这个田里可能种其他的什么都不长，

它就只长花，永远想开花。 我希望来

‘晓书馆’ 的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心

里的这亩田，从这里生长出只属于你

自己的东西。 我想做一个图书馆，希

望这里可以满足人们成为更丰富的

人、更审美的人的全部需要，这是一

件很美好的事。 分享阅读是恒长的事

业， 不是一个发布会或是一时的宣

传，它是一件需要投入巨大精力和热

情持续去做的事情，它很重要，甚至

是我下半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这是

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把它做好。 ”

“晓书馆” ，真有点像博尔赫斯

所说的“天堂的模样” 了；高晓松的

这话也很“高晓松” ，瞬间将人带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唱着校园民谣白

衣飘飘的日子。这一切，为有着“世界

读书日” 的四月读书月，作了最美的

预热。

就在这个四月，“晓书馆” 将推

出首次“伴读分享会” ，001 号伴读者

高晓松将分享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

学术交流演讲，为该馆的“伴读者计

划” 拉开帷幕。 除了“晓书馆” ，《新

京报·书评周刊》 发现世界读书日期

间，全国各地有特色的书店、出版社

都筹划了相应的阅读推广活动：苏州

诚品书店策划了四月小说周，呼应小

说家司汤达的这句“小说是在旅途中

带着走的镜子” ，诚然，去一个陌生地

方的新奇感大概和阅读一本小说不

相上下。 小说阅读当然不仅仅限于旅

途，生活的每一刻都适合与一本小说

不期而遇； 西西弗书店的 “阅人弗

届” 阅读主题月活动，提倡阅读的人

不应被边界所局限，无论处于人生的

何种阶段、扮演何种角色，都可以怀

揣好奇向阅读的未知进行探索；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倡议，国内二十余家

出版机构和文化品牌联合推出的“阅

读一小时” 活动。“这不是行为艺术，

也不是文艺而矫情的实验，而是发现

阅读、发现生活更多可能性的一次集

体行动。” 试图证明一件事：阅读可以

无处不在，阅读可以随时发生……

阅读， 就这样在线上线下发生

着。 好书也在成群结队地出现。 同一

期《新京报·阅读周刊》从丰富庞杂

的图书市场上，遴选出那些正在影响

我们的书系。 这其中，小说有“短经

典” 系列，过去七年出版的八十六部

书，每部都让国内读者接触到此前零

认知的作品；诗歌有“巴别塔诗典” ，

让诗歌阅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的“冷落期” 走出来；艺术有“新迷

影” 丛书，它挣脱了传统的、封闭的电

影学观念，建立一套更为开放的跨学

科电影研究范式，将真正的电影艺术

带入读者和观众的视野； 非虚构有

“译文纪实” 系列，力图通过引进国

外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带领读者阅读

故事，进入真实……

这些年来，全民阅读得到了如此

大力的推广。 全民阅读情况如何呢？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

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本

次调查可推及我国人口 12.84 亿，其

中城镇居民占 52.1% ， 农村居民占

47.9% 。 新一期的《中华读书报》杂志

作了梳理：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

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手机和

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

媒介的主体。 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6 本，人均电

子书阅读量为 3.12 本，只有一成以上

成年国民全年纸质图书阅读量在十

本以上，且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

偏低，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

化阅读方式。 数字阅读在用户方面，

已接近 4 亿，其中，青年阅读用户占

比超 7 成，并偏爱家庭、文艺、教育类

内容；中年人群占比达到 27.3% ，提升

了 8.8 个百分点 ； 老年人群占比

1.2% ，提升了 0.5 个百分点，数字阅读

用户年龄分布更加分散，向全年龄段

拓展。 与此同时，近四成的成年国民

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城乡居民

不同介质阅读率和阅读量均存在明

显差异，国民对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

读活动的呼声较高。 亮点在：0———17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量保持增长，

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

移动有声 A PP 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

主流选择；超过七成家庭有陪孩子读

书的习惯。

新一期的《出版人》杂志将目光

投向了当当网与易观联合发布了国

内首个 《2018 中国图书阅读市场专

题分析报告》。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末，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图书出版物

交易规模达到 301.3 亿元， 增速达到

34.4% ， 线上图书销售显著提升。 同

时，在全民阅读的氛围之下，实体书

店销售逐渐升温，也为整体市场增长

做出 7.7%的贡献。

有了强大的阅读动力和广阔的阅

读市场，可以预见，未来天堂般的图

书馆会越来越多，阅读的氛围也会越

来越浓厚。

最近一期的 《民族文

学》 杂志刊发了黔籍作家

肖勤的中篇小说 《亲爱的

树》。

小说的男主角照野 ，

是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老

实巴交的工人，贪 、嗔 、痴

一样不沾， 这样一个有善

根的人，会有善报么？ 小说

分为两条线展开： 一条是

照野跟朋友贺精一起从农

村参加三线建设， 后留在

县城创业生存的故事，表

现了二人独特的关系 ，读

来令人感到温暖； 一条是

照野一生照顾亡妻姐姐枝

儿和孩子明生， 却得不到

他 们哪 怕一 丝 一 毫 的 感

念， 反而得到的是无情的

算计和无边的冷漠……作

品对照照野和枝儿、明生，

揭示了人性当中的老实厚

道和薄情寡义， 在美和丑

的对比中， 让读者领悟人

情冷暖。

小说探讨了人在无法

掌控命运时，“善” 所经受

的胆怯、脆弱与困境。 照野

的内心是善的， 但表现出

来的却是懦弱、 隐忍和没

有自我。 尤其当“善” 的主

体缺乏力量维护自身的时

候， 反而滋长或纵容了恶

的生 长 ， 所 以 ， 此 时 的

“善” 只能威信扫地，与主

人公一起成为一场悲剧的

焦点。

从《暖》（见《十月》

2010 年第 4 期）到《所有

的 星 星 都 有 秘 密 》（见

《人民文学》2017 年第 7

期），近一段时间以来，作

家肖勤的创作越来越有声

色， 叙述洒脱、 自然而有

节制， 语言也愈发简洁而

有 意 韵 。 她 在 悄 悄 地 进

步， 静静地扩展和变化着

自 己 的视 角 和 领 域 。 但

是， 她关注现实， 体察民

生， 关怀弱势群体的主旨

和情感却一直没有改变 ，

反而愈发地深刻而真切 。

中篇小说 《亲爱的树》便

是她的最新收获。

秦岭的“百科全书”

《收获·长篇专号》，2018 年春卷

秦岭深处的黑河与白

河，清浊分明，两者交汇形

成 一 个 漩 涡 性 极 强 的 涡

潭，涡镇据此得名。 棺材铺

的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

来了三分胭脂地， 赶龙脉

的人说是出官人的风水宝

地， 却被不知情的公公送

给 井 宗 秀 埋 葬 父 亲 井 掌

柜。 而井掌柜命丧，却是因

为参加秦岭游击队的儿子

井宗丞的绑票。 一部激烈

动荡的历史与人性大戏由

此展开———贾平凹的第 16

部长篇小说 《山本》，在

《收获·长篇专号》2018 年

春卷刊发。 小说描述的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

地区的社会生态 ， 在更为

广阔的历史视野里 ， 作家

以独到的体察和历史观 ，

表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命苦

难， 寄寓着作家真切的悲

悯情怀。

对作家而言，秦岭不仅

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 ，也

是一个文化上的单元。 贾

平凹先生为小说题记道 ：

“一条龙脉， 横亘在那里，

提携了黄河长江 ， 统领着

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

国最伟大的山。 山本的故

事 ， 正 是 我 的 一 本 秦 岭

志。 ” 他还写道：“秦岭里

就 有 了 那 么 多 的 飞 禽 奔

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

尽着中国人的世事， 完全

着中国文化的表演 。 当这

一切成为历史， 灿烂早已

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

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

死穷达之境 ， 利衰毁誉之

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

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

不直一笑也。 巨大的灾难，

一场荒唐 ， 秦岭什么也没

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

莽莽……”

作者化身为秦岭山脉博

物风情的说书人，不急不慢

地讲述着一部关于秦岭的

“百科全书” 。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

先知” ，春光明丽的日子里，最新一期

的《博物》杂志将镜头对准了“鸭”

这一物种。

最有名的鸭， 应该就是丑小鸭

了。 但春天里更多的，是有着五颜六

色、琳琅满目的野鸭。 如此艳丽的色

彩，自然和求偶有关。 许多公鸭在越

冬时， 就开始换上艳丽的繁殖羽，跟

非繁殖季节的暗淡模样简直“判若两

鸭” 。野鸭的繁殖羽不仅有色素色，还

有结构色，能随着角度的变化，展现

出紫色、蓝色等绚丽的颜色。 有了漂

亮的衣服就能保证找到对象吗？ 显然

不够， 公鸭们需要不时地抛个媚眼，

或者晃动下身姿，才能撩拨到母鸭的

春心。 很多公鸭还会使出最后的必杀

技———跳舞。 每种鸭子都有自己独特

的舞步，这也是防止种间繁殖的重要

方式。

对食客而言，最有名的鸭就莫过

于北京烤鸭了。 北京烤鸭的名气之

大， 甚至是北京食物的代表和门面。

烤鸭烤鸭，“烤” 这门儿手艺，是古人

最早掌握的烹饪技法。 在商周时期，

人们就已经掌握了炙、燔和炮三种烤

法：“炙” 更接近于通俗意义上的烤，

是用燃料产生的高温空气进行热传

递；“燔” 侧重于用火去烧燎；“炮”

是要把食材包裹起来烤， 也叫 “裹

烧” 。

北京烤鸭就属于“炙” 这个分支

的衍生。 至于烤鸭是何时出现的，众

说纷纭。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

现在所见的烤鸭， 大概明清时才出

现。 不光北京人民爱烤鸭，南京人也

擅长做鸭子，这是因为当年明成祖朱

棣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时，把烤鸭也带

了过去。

名叫烤鸭，其实是外烤内煮。 鸭

子被烤之前，都要从这个洞里掏出内

脏， 再支进一截高粱秆撑起胸腔，然

后堵住屁股，从洞口往里灌汤。 等烤

的时候，里面的汤就煮沸了，差不多

50～60 分钟后， 内部的鸭肉煮熟，外

表的鸭皮也烤好了， 刚刚好皮酥肉

嫩。 烤鸭之所以这么诱人，除了它的

香气和味道，也有色泽的功劳。 枣红

油润、质地酥脆的外皮当然不是褪毛

洗净的鸭子直接烤出来的，而是要经

过一道前加工———挂糖色。 挂糖色，

就是把煮开的一锅糖水，舀起来淋遍

整个鸭子，反复淋个 3、4 遍，然后再

把鸭子晾一晾。 沾了糖水的鸭皮，在

烤的时候就会发生反应，使鸭皮既有

了红棕的色泽，又带有香气。

全世界的浪漫从普罗斯旺开始

《环球人文地理》2018 年 4 月号，月刊

法国是欧洲浪漫的中心，而法国

浪漫的中心，则非普罗旺斯莫属。 在

这个春天温润的阳光下，最近一期的

《环球人文地理》 走进普罗旺斯，去

路过长满薰衣草或向日葵的原野，去

深入那些古老的小城和小城故事，去

找到迷情、浪漫和梦的开始。

普罗斯旺最为世人所了解的风

景，莫过于薰衣草。无论是“薰衣草之

都” ，还是最上镜的薰衣草地，那怒放

的花海， 杂糅着法国南部热烈的阳

光， 融合成了普罗旺斯最迷人的画

面。 无疑，薰衣草是普罗旺斯最美丽

的衣衫。 原来，普罗旺斯是世界上唯

一一个遍布纯生薰衣草的地方，而且

一年四季里，薰衣草花田都会呈现出

不同的景致：万物复苏的春天，经过

严寒考验的薰衣草吐出绿叶，有如一

簇簇茶树；随着气温的升高，薰衣草

花朵开始熏为优雅的紫色；到了秋天

采摘季， 薰衣草又变为一片枯黄，准

备着融入冬的白雪里。 春的绿、夏的

紫，秋的黄、冬的白，普罗旺斯四季的

色彩都是鲜明的。

秀色可餐之外， 普罗万斯的美食

也是实打实的。 色香味俱全的马赛鱼

汤、醇香的桃红葡萄酒、散发着独特

香气的黑松露、奇特的酱料大蒜美乃

滋……吃货们自然有口福了。

除了食、色之外，普罗斯旺也有厚

重的人文历史底色， 足以滋养身心。

自从法国作家史蒂芬·利雅尔创造了

“蓝色海岸” 这个地理名词后，各界

名流便纷纷涌入此地定居，使得这段

海岸线成为普罗旺斯的另一个时髦

的代名词。 这里有“教皇之城” 阿维

尼翁、“梵高之城” 阿尔勒、“泉城”

艾克斯……这些古城镇， 古朴典雅，

色彩斑斓，让普罗旺斯散发出浓厚的

历史、人文和艺术气息。

前不久， 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去

世引起了人们的怀念。 中国读者对他

并不陌生，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普罗旺

斯，写的代表作也全是关于普罗斯旺

的：《山居岁月： 普罗旺斯的一年》、

《恋恋山城： 永远的普罗旺斯》、《有

关品位》以及《一只狗的生活意见》。

读者不妨重温他的这些作品，深层次

地体味普罗旺斯的美好。

许多人应当是通过骑手华天，而

知晓“盛装舞步” 这一奥运比赛项目

的。 比赛在长 60 米、宽 20 米的平整沙

地中进行，骑手头戴黑色阔檐礼帽，身

着燕尾服，脚蹬高筒马靴，伴着悠扬舒

缓的旋律，驾驭马匹在规定的 12 分钟

内表演各种步伐，完成各种连贯、规格

化的动作。在整个骑乘过程中，人着盛

装，马走舞步，骑手与马融为一体，同

时展现力与美、张力与韵律、协调与奔

放，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无论动作多么

复杂多变，人和马都显得气定神闲、风

度翩翩，表现出骑乘艺术的最高境界。

最新一期的《文史知识》刊文介绍的

“舞马” ， 原来就是古代的 “盛装舞

步” 。

舞马，堪称马中的舞蹈家。 它们高

大健美，仪表堂堂，秀外慧中，擅长表

演，闻乐起舞，有极好的音乐感受能力

和超强的动作协调能力， 可独舞亦可

群舞。文章写道，有关舞马的最早记载

是曹植的《献马表》，此后，有关舞马

的记载不绝于史书。绝大部分的文献，

都称赞由汗血马训练而成的舞马俊秀

神速，驰骋时流汗如血，动作与音乐节

奏相合，能起舞拜寿，有奇异的本领。

这样看来，舞马及舞马艺术，主要来自

西域及汉唐的西北游牧地区。 唐朝是

舞马最盛的年代，尤其是玄宗朝。当时

的八月初五， 唐玄宗生日这一天，称

“千秋节” ， 庆祝活动连续举行三天，

是国家法定假日。每到千秋节，必有舞

马祝寿， 专为舞马伴奏的乐曲名为

《倾杯乐》， 又名 《倾杯》《倾杯序》

《古倾杯》，后成为词调。 舞马是宫廷

的爱宠之一，设计用心，表演精湛，既

是千秋节的核心和高潮， 又是玄宗向

四海宾朋展示大唐繁盛的保留节目。

本该是驰骋于沙场的汗血马，不

辞辛劳，远道而来，现在却每日与曼妙

的音乐相伴，成了歌舞升平的摆设，这

真让人哭笑不得。后来安史之乱，舞马

也逐渐走下历史舞台。不能不说，以舞

马为代表的极端享乐生活， 是导致唐

王朝败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修仙” 是国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晶

《中华遗产》2018 年 4 月号，月刊

在远古社会， 巫师是一群高智商

的人，他们掌握着沟通神与人、天与地

的方法———巫术。春秋时期，理性主义

高扬， 巫师的地位降低， 但仍留存民

间，有的成为方士。但世人求不死的愿

望，也未曾消失，在方士、道家的影响

下，“不死” 从传说落入人间———上至

帝王下至百姓，都热衷于寻找、探索各

种不死之道，即“修仙” 。当然，成仙只

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 但以原始思维

来看，它却是一种真实且真诚的信念。

最新一期的《中华遗产》杂志推出封

面特刊， 关注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修

仙之道， 认为这是中国人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结晶。

首先，仙也有等级。古人在对仙界

的想象中，参考了世俗世界的秩序，将

仙人也分成了三六九等。比如，东晋葛

洪的《抱朴子》将仙分为三个等级：下

士先死而后蜕，称为“尸解仙” ；中士

托身于世间，出入名山大川，称为“地

仙” ；上士“举形升虚” ，若白日飞升

者，称为“天仙” 。 仙分三等，位阶森

严，犹如世人的贵贱分化。自下而上递

进修行，又像世人奋发上进，直至达成

最高目标。

其次， 成仙之路不外 “外丹” 与

“内丹” 两途。外丹那炼丹修仙的理论

是怎样产生的呢？ 原来，古人有“服金

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 的理论，认

为吃了从金、玉中提炼出来的丹药，就

能和金玉一样不朽。这和“吃啥补啥”

的理论如出一辙， 是一种典型的原始

思维。 众所周知，服石炼丹的修仙法，

在一千多年时间里遭遇了无数次失

败，死伤惨重。 于是修行者求诸于内，

以身体为丹炉，在体内凝炼结丹。内丹

法以身体为鼎炉，以呼吸为风，以意念

为火，以精、气、神为药，在体内凝炼成

丹。 此外，还有一些丹法，以天地为鼎

炉，日月为水火，以心炼念为火候。 以

现在的观念看， 这不过是道家的一种

修身养生法， 目的就是为了成为身心

健康的人。

可见， 只有科学的关照传统的

“修仙法” ，才可以避免走火入魔。

关怀弱势的善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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