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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 � � � 古有“士农工商” 之说，

其中“工” 指“百工” ，用现

在的话说，便是手工艺人、匠

人。 百工尊鲁班为祖，关于百

工的论述，古已有之。 《考工

记》中说:“知者创物，巧者

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 道出

了匠人的根本是持守， 讲究

的是师承， 正所谓 “一鳞一

焰，皆自匠传” 。 在人类学著

作《知识与手工艺品：人与

物》 一书中， 作者史文

森认为 ，“传承谱 系

中，对于‘叙述’ 意义

的彰显，将使‘物’ 成

为整个文化传统的代

言者。 ”“一鳞一焰”

出自金圣叹先生评点

《水浒传》，他说：“一

花、一瓣、一毛、一鳞、一焰，

其间皆有极微。” 原本讲的是

小说的细节之美， 但用在匠

人身上， 即意味着技艺的精

心与细致。 作家葛亮最新出

版的匠人小说系列集 《瓦

猫》，也是敞亮匠人所蕴含的

民间精神的一部佳作。

葛亮有志写系列匠人小

说， 源于数年前创作长篇小

说《北鸢》时的感悟。 书名源

自曹雪芹的 《废艺斋集稿》

中一章———《南鹞北鸢考工

志》。 和洋洋大观的 《红楼

梦》 不同，《废艺斋集稿》是

一本“入世” 之书，讲的是谋

生之技艺，由扎、糊、绘、放

“四艺” 而起，纵横金石、编

织、印染、烹调、园林等数项

技能。 曹翁之所以写此书，是

为了教授“废疾者” 能“谋求

自养之道” 。匠人之所以不畏

时变，是因他们有一技傍身，

俗语说 “天荒饿不死手艺

人” 。 手艺人学了手艺在身

上，与生命体验合二为一，一

体浑然。 所以在《北鸢》中，

葛亮写了一位扎风筝的匠人

龙师傅，龙师傅许下了“这风

筝一岁一只，话都在里头了”

的承诺， 三世子孙薪火相传

这份诺言。“风筝” 也便成了

贯穿《北鸢》全书的线索。 因

为这份“民间的情义” ，作者

由此将笔触伸衍 “匠人” 故

事。

《瓦猫》一书由三篇小

说组成，《书匠》《飞发》《瓦

猫》，事关三个手艺人的人生

故事。 小说《瓦猫》是本书的

破题之作， 原型空间为西南

古镇龙泉。 上世纪三十年代

末至四十年代中， 龙泉镇既

是陶艺匠人制作民间神兽瓦

猫的世代传承之地， 也是抗

战背景下西南联大多位著名

学者的聚居、 并复建中央研

究院史语所、 清华文科研究

所、 中国营造学社等重要研

究院所的地点。 为恰如其分

地重构这一文学时空， 葛亮

作了大量而详实的考察。 通

过这篇小说， 读者既可领略

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

徽因、 金岳霖等大师级人物

的日常风度与性格魅力，亦

可感受特殊的历史时期，在

中国人文传统的轴线上，匠

人精神与精英文化理念、爱

国情怀之间的相濡以沫。

作者坦言， 写 《书匠》

篇，是因为先祖父遗作《据几

曾看》手稿的救护，得以了解

“古籍修复师” 这一行业。

“整旧如旧” 是他们工作的

原则。 这是一群活在旧时光

里的人， 也便让他们经手的

书作，回到该去的断代中去。

书的“尊严” ，亦是他们的尊

严。 所写的两个修复师，有不

同的学养、承传与渊源，代表

着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脉

络，而殊途同归。“不遇良工，

宁存故物” ，是藏书者与修书

人之间最大的默契。 一切的

留存与等待， 都是岁月中几

经轮回的刻痕。 连同他们生

命里的那一点倔强， 亦休戚

相关。

《瓦猫》一书中的三篇

小说虽然都描写的是匠人匠

心，但各有侧重。 《书匠》是

中西古籍修复之异同， 讲究

的是 “不遇良工， 宁存故

物” ；《飞发》 写的是理发师

的故事, 是传承变与不变之

争；《瓦猫》更涉及匠人的根

本———吾随物性，以手摹心。

三个故事不疾不徐 ，贯

穿其中的仍是一个“情” 字，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相

守， 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创

造了多层次的情感维度。“匠

人系列” 小说在杂志刊发后，

即跻身“收获文学榜”“十月

小说榜” 等各大文学榜单，并

被《新华文摘》等刊物纷纷

转载。 其中《书匠》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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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题， 在线上线下引起广泛

热议。 莫言先生在评价葛亮

小说时所说:“葛亮有意识地

在传承中国小说的传统、语

言的力度与分寸的拿捏。 他

笔下的人物， 即使在艰难的

时世， 那种仁义的理念没有

泯灭。 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灿

烂的一部分， 在这些人物身

上得到了重现。 ”

值得注意的是， 本书的

小说引言出自诗人辛波斯卡

的诗歌《博物馆》，“金属，陶

器， 鸟的羽毛 / 无声地庆祝

自己战胜了时间。 这三种物

象， 正对应了本书中的三类

手艺人。 ” 这也是葛亮“匠人

系列” 小说的历史观与时间

观，人之所以造物，是对过往

时间的体认。 事实上，匠人所

以造物，正是对时间的信任。

如今屋脊上踞守的瓦猫，经

历了火炼、风化，是以静制动

的根本。 时移势易后，苍青覆

苔的颜色之下， 尚余当年匠

人手的温度。 其内里魂魄，属

上古神兽， 便又有了庇佑的

意义。 作为统领全书的书名，

瓦猫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

景，它是庇佑匠人，呵护生命

的神兽， 同时也是历史的谛

视者与展望者， 联结着莽莽

过去和无尽未来。

某种意义上， 小说家做

的也是匠人之技， 在纸上游

弋人间，需要专注、忍耐及持

续不断的好奇心。 本书的材

料是葛亮多年来走访各地，

考察民间手艺所得。 小说中

非虚构与虚构手法相互交

织， 再次证明这位小说家对

素材运用及掌控的出色能

力。 如同书中的古籍修复师，

葛亮做的是修复时间的工

作， 将蕴藏在历史肌理之下

的枝节精心修剪成型， 呈与

世人。

� � � � 三月 “正是河豚欲上时” ，

视河豚为人间美味的“吃货” 苏

东坡为此赋诗；但曾做过东坡先

生考官的梅尧臣看到的是河豚

其肝、眼睛、脊血皆有剧毒，劝人

莫食此物。可见河豚让人欢喜让

人忧。 事实上，河豚大概是最让

人纠结的生物之一，人们甚至难

以分清它是淡水鱼还是咸水鱼。

也就是说，河豚的复杂性决定了

人 们 难 以 用 “善———恶 ”

“好———坏” 的二分法来进行分

类。 因其复杂性，河豚由此成为

一个学术语境的“隐喻” ，即社

会的内涵和外延不但在不同的

语境中迥异，更随着时间不断地

发生着变化。学者王程韡的新作

《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

会学的冒险》，从饮食角度切入

社会学，充分剖析和还原了社会

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在这个地球被称

为“村” 的时代，人们了解世界

的方式多重多样，但无论是通过

哪一种路径，总不免会遇到一些

“拦路虎” ———板着面孔吓唬人

的专业术语， 比较常见的有：心

灵和自我、文化秩序、世界体系、

资本逻辑、民族国家、（逆）全球

化、健康主义、风险社会、记忆 /

想象、社会独存……这些“概念

之网”“逻辑迷宫” 让人望而却

步。 《正是河豚欲上时》一书试

图抛开这些概念，让读者无障碍

地了解社会学。

作者透过“饮食” 看清“社

会 ” 的尝试是有基础的：一方

面，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社

会学、 人类学已经为我们积累

了大量的智识遗产， 我们并不

需要从头开始；另一方面，饮食

作为一种同时具备生物和文化

属性的活动， 为理解一切社会

行为和人类群体的概念、 理论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 再

一方面，“食色性也” ， 食物背

后天然就潜伏着社会与人性 。

也就是说，把社会学、人类学中

那些复杂的逻辑和概念都糅进

吃吃喝喝的故事里是可能的。

事实上， 西方学界的学者很擅

长使用食物论理， 比如社会学

家吉登斯在 《社会学》（第 5

版） 教材里一开篇就这样写

道：“社会学想象力首先要求

我们的，就是‘想像自己脱离

了’ 日常生活中那些熟悉的惯

例， 以便从全新的角度看待它

们。 想一想喝杯咖啡这个简单

的行为。 ” 再比如人类学家科

塔克在《人类学：人类多样性

的探索》的扉页中，一上来就

以这种方式和我们讲文化适

应 ：“只有在文化上合适的时

候， 创新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

……每当麦当劳或汉堡王到一

个新国家时， 它都必须设计一

个文化上合适的策略来适应新

的环境。 ”

作者王程韡有哈佛大学留

学背景，深谙西方学界将深奥学

术概念通俗化的创作手法。在书

中， 他除了通过讲述食物故事，

让味觉来引导读者边 “尝” 边

“看” 外，还尝试了一种新的写

作方法： 先通过正文和尾注的

方式， 把文学和理论的部分截

然分开； 再让读者去选择将其

收敛成通俗文本， 或者学术文

本。 脚注中的内容则提供了可

用以阐发讨论并且做出结论的

理论线索， 而且为了方便读者

阅读，在全文的十个章节里，作

者还集中呈现了一些被现代社

会视为约定俗成的二分的概

念：比如行动与结构，全球与地

方，适应与变异，科学与风险，

集体与个体 ， 并试图通过以

“我” 为主角的叙事打破这些

二分， 从而展示社会中更多的

平行的可能性。 这也是“主我”

在面对食物时最原初的感受。

接下来的几章， 则分别从文化

秩序、世界体系、资本逻辑、民

族国家、（逆）全球化、健康主

义、风险社会、记忆 / 想象等多

个维度讲不同的力量如何通过

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空隙形塑

“客我” 。 最后，“主我” 和“客

我” 又如何在个体化社会中实

现创造性的和解， 从而真正意

义上完成所谓的“自由”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2021年 3 月 1 日

读汉唐阳光出品， 青年学者周

思成作品《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

史》。

第一眼看到封面以为讲孔子

“隳三都” 的事，细看副标题，则是

“蒙古灭金围城史” 。 蒙古大军隳的

是中都大兴府、南京开封府和蔡州这

三都。

该书史料可靠，细节丰富，写法

生动。 一口气读完，对金章宗完颜璟

过世后，他指定的继承人卫绍王完颜

永济，及其后金宣宗完颜珣和金哀宗

完颜守绪以及金朝最后几十年间的

命运。

从蒙古大军围困卫绍王时期的中

都（今北京），到金宣宗继位后的中

都之战， 再到求和迁都南京 （开封

府），进入金蒙相持阶段。直到金哀宗

孤注一掷，1233 年退守蔡州。

这场始于 1211 年的蒙古“围猎”

行动，随着南宋的参与，彻底击垮了

金人最后一丝念想， 小小的蔡州城，

在蒙、宋联合碾压下，坚守一个多月

后终于沦陷了。 二十三年短暂的金朝

沦陷史，跌宕起伏又无比惨烈。

这段历史， 以前我很少关注，读

了《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对金

朝及其历史多了一个层面的认识和

理解。

作者周思成，1984 年生人。 博士

毕业于北大历史系。 通晓英语、法语、

德语，能阅读日文、俄文、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

文、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对这样

有语言天才的学者， 真心点赞和佩

服。

决定把他之前两本著作 《大汗之

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和《规训、惩

罚与征服： 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

事法》也找出来拜读。

2021 年 3 月 2 日

读《论语》学而篇。 春节期间，每

天抄《论语》，抄一遍和读一遍，感受

还是不一样。 每天多少都读一点，每

一次读又有不同的感受。 《论语》是

可以读一辈子的书。

2021 年 3 月 4 日

读《北京出版史志》第 5 辑。

苏州王道兄淘到好书总与我分

享，此为王道兄寄来。 本册中收录的

《明代以后的北京书肆》《明代北京

坊肆刊书纪略》《清代的内府刻书》

《民国时期北京版图书概况》《解放

前的北京书店补略》 等文章颇可一

读。

为此，上孔网搜刮了更多《北京

出版史志》，看目录，每本上都有一些

关于书籍史、书肆的文章。

2021 年 3 月 5 日

读《史记冢墓记》。

此书购自大风蘅风堂。 台湾大陆

杂 志 社 出 版 ， 作 者 施 之 勉（1891

年———1990 年），无锡人。 1948 年赴

台，曾任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 专注

于“前四史” 研究，《史记冢墓记》系

其代表作之一。

史记冢墓的记录， 南朝宋有裴骃

集解，唐有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

守节《史记正义》，此“史记三家注”

所记史记冢墓有一百一十五处，太为

简略。 施之勉这本《史记冢墓记》共

收录有七百八十四处冢墓，下功夫可

谓不浅。

不能像“寻墓爱好者” 韦力兄那

样四处寻墓， 就在纸上跟着寻访一

番。 再说，真让我去深山老林一个人

寻墓，我还真不敢，从来胆小如鼠。 正

如小茶包翻看韦力《觅诗记》时说：

“韦力的书，怎么都是墓啊！他不怕骷

髅吗？ ”

访墓的确不易， 看书中梳理的冢

墓，多数人都有多处冢墓记录，熟为

真，非亲自探访，仅凭史料实难定论，

看韦力兄的“觅系列” ，就因为史料

的纷杂，跑了很多冤枉路。书中“仲尼

弟子” 冢墓，一个个考证得颇为详细。

韦力正在寻访 “孔迹” 和 “仲尼弟

子” ， 想必他对这些冢墓资料早考据

详实。

2021 年 3 月 6 日

读《红楼梦的法律世界》。

本年度阅读邻居为“读法年” ，本

月主题书为 《红楼梦的法律世界》。

说实话，我对《红楼梦》一直爱不起

来，却去读一本解读《红楼梦》中的

法律世界一书，也有点很难进入。 好

在这本书不掉书袋，作者用了三十二

个主题角度，讲述这部经典中蕴含的

法律。

作者的话：

每年我都会收到朋友送的一款阅读历，可谓用心良苦。然

而，习惯于在电脑上记录的我，总觉得手写太麻烦，每次收到

阅读历都没能合理利用起来。

2021 年转眼又过去了两个月，自三月起，试着启用“奇想

国阅读周历” ，让阅读有迹可循，也督促自己把读书日常化，

并录“一周读书日记” 。

让阅读有迹可循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 / 图

新作

推介

从饮食角度读懂社会学

葛亮《瓦猫》：

为匠人立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作家简介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

港，文学博士，在高校担任教

席。 著有小说《北鸢》《朱雀》

《七声》《戏年》《谜鸦》《浣

熊》《问米》，文化随笔《小山

河》等。 作品译为英、法、意、

俄、日、韩等国文字。 曾获首届

香港书奖、 香港艺术发展奖、

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

奖项。 长篇小说代表作两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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