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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交
迭更替，衍生出大量优秀的文艺
作品。在新一轮交迭开始的时
候，让这本安静温馨的书来为我
们讲述四季的故事。

这本书由书写节气的诗歌
作品和二十四幅节气绘画作品

组成，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艺术
地再现了中国传统节气的魅
力。从二十四节气之始立春讲
起，到最后一个节气结束，读完
了这本记录生活点滴的绘本再
看窗外，又是新的春夏秋冬循环
的开始。

《我的春夏秋冬》
李晓玲 著
牛力 绘
阳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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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珍

当人们还沉浸在回肠荡气
的《狼图腾》那种与狼共舞的惊
心动魄场景中，《天鹅图腾》悄悄
地飞临世间。难怪有人傻傻地
问，狼怎么变成天鹅了呢？

其实，《天鹅图腾》是作家姜
戎继《狼图腾》后的又一部呕心
沥血的大作。他自己是这么说
这两部作品的：“狼图腾是黑色
的，天鹅图腾是白色的。狼图腾
象征着自由与刚勇，天鹅图腾象
征着爱与美，两个图腾像太极图
般交融。补上了这个空缺，总算
了却我一生的梦想与追求。”

16年前的那部《狼图腾》以
及后来的电影，曾经惊呆过无数
小伙伴，征服了读者和观众的
心，姜戎这个名字也成了神一样
的存在。那时，我以为，再也没
有人能写出如此震撼心灵的草
原故事了。但2020年10月，姜

戎却又用一部《天鹅图腾》实现
了自我超越。

我最初是从柴可夫斯基的
芭蕾舞剧《天鹅湖》中认识天鹅
的，一直以为天鹅就是童话和
诗，是真爱打败虚情，是真善美
击溃假恶丑，是人间正道战胜魔
界邪道。后来，因为应约写作
《施华洛世奇的水晶世界》，觉得
施家产品的标志天鹅，美好、圣
洁、高雅，像水晶。而《天鹅图
腾》则让天鹅真正落了地，我开
始明白：挚爱是天鹅生命的唯
一，专一是天鹅爱的心诺。

姜戎笔下的天鹅，典雅、圣
洁、柔情似水，内核是忠贞不渝，
就像爱情。在天鹅界，崇尚的是
一夫一妻制，一旦相爱必定会终
生厮守，信守承诺，保家护雏，一
生一世。雌天鹅在产卵时，雄天
鹅一定会守卫一旁。遇到敌害
时，它拍打翅膀上前迎敌，勇敢
地搏斗。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

帮助，无论是取食、休息，还是旅
途、居家，它们一定双栖双飞、相
依相偎；在舞蹈、歌唱、嬉水等

“娱乐”时，它们一样琴瑟和鸣、
形影相随；甚至当一只天鹅死亡
时，另一只一定守节终生。

天鹅爱得深沉而悲壮，爱到
天长地久，爱到灰飞烟灭、至死
不渝。正是因为如此高洁、美
丽、忠贞的天性，成了草原民族
心目中的图腾，同时也养成了草
原儿女对于爱情、对于伴侣忠贞
不二的爱情信念。

书中，草原少女萨日娜的未
婚夫巴图，为了救助她和她两个
患重病的弟弟而冻死在白雪茫
茫的草原上。萨日娜忍受着痛
失爱人的折磨，日日以泪洗面。
她把自己所有的爱给了亲人，给
了病残的天鹅。在天鹅湖畔，她
用凄楚悲凉的长歌，呼唤自己救
养的天鹅。漂流多年的巴格纳
第一次听见，便感到：在这世上，

有了一个想要守护的人。
即使萨日娜冷漠地拒绝，巴

格纳也没有放弃追求。只是以
近乎孤注一掷的守候，对天鹅的
敬畏，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忠诚，
和巴图一样用自己的生命证明
他对萨日娜的爱。他的坚守和
真诚奉献，终于感动了萨日娜，
也赢得了更多的草原朋友和受
救助天鹅的信赖。

这种无怨无悔、一往情深、
无私奉献的倾心相爱，在草原上
当然不止他们一桩。当萨日娜
自小的闺蜜遇到巴格纳，就对他
热烈表白，但这完全无损于这对
好姐妹的深厚情谊；当部落首领
的儿子发现巴格纳爱上了自己
的心上人萨日娜时，不仅没有心
生醋意使绊子，反而默默伸出援
手……

草原上的爱情，如此没有套
路、没有暧昧、没有那么多曲里
拐弯的心计，爱就爱了，纯粹、干

净、清白，若《诗经》一样无邪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
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
绝”。《天鹅图腾》，就是草原儿女
圣洁爱情的唯美诠释。

“夜深了，湖水里的星辰闪
烁着珍珠般的光亮，喜欢在水面
漂着睡觉的天鹅们，已经把头颈
弯进翅膀里，在微微起伏的湖水
摇篮上，像一朵朵睡莲似的睡着
了。”姜戎浪漫、深情的笔触，如
细腻、静谧、纯美的工笔画，仿佛
听得见毛笔触及绢纸时那种轻
灵、柔婉的声音，像撩拨心弦的
江南丝竹。正因为全都是如此
优美、抒情、诗情画意的描述，使
得这部大部头读起来一点不显
冗长乏味。

读过《狼图腾》，再读它的姊
妹篇《天鹅图腾》，忽然明白了：
人生不只有拼搏、进取和刚勇，
真爱、柔美和忠诚让我们的灵魂
变得完满。

爱与美的《天鹅图腾》

新春佳节来临，杭州新华书店的城市书房
也披上节日的彩装，各类新春礼品书、年味生
活精品图书、节日花卉等都被摆上了书店最显
眼位置。

据了解，杭州市新华书店春节不打烊，
只是营业时间稍有调整，除夕是9时至15时

30 分，正月初一至初三是 10 时至 17 时 30
分，正月初四至初六是10时至20时，初七恢
复正常营业时间。就地过年，可以去新华书
店的城市书房逛逛，让书香浸润开启新的一
年。

雷虹 摄

■周慧虹

春节将至，对于许多人而言，
蛰伏心底的“书虫”恐怕早已蠢蠢
欲动，满心期许能够伴着书香过大
年。尤其今年，面对“就地过年”的
新情况，一些无从回家与亲朋好友
团聚的异乡人，某种程度上更有着
与书亲近的迫切需求。他们希望
能从书中寻求慰藉，感受充实，获
得力量。

过个意味深长的书香年，除
了公共图书馆，自然还少不了书
店的助力。各地书店未雨绸缪，
及早完善服务举措，尽力为读者

提供更为便捷、舒心的阅读消费
环境，既是以实际行动扎实落实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
知》精神，主动履行书店的社会责
任，同时，也有利于书店抓住难得
商机，进一步赢得读者的信赖与
支持，借此谋求自身的长远健康
发展。

节日期间，让读者体味到更多
书香，书店的营业时间且莫“打
折”。从以往情况来看，不少书店
春节期间要么打烊，要么就是极大
缩短营业时间，这势必不利于闲下
来的读者充分开展阅读文化消

费。为此，相关书店不妨合理安排
值守人员，努力做到节日期间正常
营业，特别是对于那些人流量较大
的书店，有条件的可实行24小时
营业制，欢迎就地过年的读者到店
阅读、交流和休息。

让读者体味到更多书香，各地
书店有必要将店内环境及重点图
书的布置调整为“春节模式”。不
仅要有春节主题图书推荐，而且可
增加一些充满节日氛围的新春礼
盒等文创商品，给读者提供更多的

“应景”消费选择。书店还可适时
开展诸如“读美文·猜灯谜”“学插
花迎新年”“书香礼包大派送”等颇

富年味的文化互动与促销活动，以
此增强读者的参与兴致，令之感到
开心、暖心。

作为人员相对密集的文化消
费场所，为了科学做好疫情防控，
高效服务读者群体，书店在春节营
业期间，不仅要定时实施消杀清
洁，安排专人做好到店人员查验及
客流引导工作，及时提醒读者避免
聚集、戴好口罩，而且，最好能依靠
科技创新，不断拓展线上多元业
务，尝试采取更多无接触服务。比
如，结合线上大数据情况，为读者
推荐适合春节的图书及其他文化
产品；持续探索推进线上结合线下

的经营模式，对于同城有需求的读
者，提供线上下单、外卖小哥送书
上门服务，等等。书店经营者善于
替读者考虑，勇于以数字化方式不
断改进自身服务，无疑更能取得读
者的认同与拥趸。

一本好书，能使人开卷时有所
求，闭卷时有所得；同样，一所好的
书店，能使人推门进入时心向往
之，带门离开时心生惬意。但愿这
个春节，各地书店能以其细致入微
的举动，生动诠释“读者至上”的经
营宗旨；能以浓浓的书香，让就地
过年的读者感受到一份别样的温
情。

■林颐

“你写日记吗？”这句普通的
提问，是文学史上的著名美谈。

1837年的秋季，时年20岁
的亨利·戴维·梭罗与比他年长、
已经成名的拉尔夫·沃尔多·爱
默生成为好友。爱默生的问题
启发了梭罗。从此，写日记成为
梭罗一生的文学工程，持续终
老。梭罗从1837年到1861年
写下的野外观察日记，先是在19
世纪末由他的一位朋友以春、
夏、秋、冬为题出版了4卷，后来
又陆续出版，共有20卷之多。

对于非专业研究的读书人，
好的精选，十分必要。这部《四
季之歌：梭罗日记选》就是佳
品。该书保留了春夏秋冬四卷
的基本结构，年份服从于节令，
某月某日的书写穿插交织着季
节的更迭。年年月月相似，岁岁
日日不同。在康科德，在梭罗的
世界，自然的美景没有因为时光
的流逝发生太大的变化。或许
是因为，那份爱的心境始终没有
更改。

春寒料峭，满月当空。蓝知
更鸟在唱歌，鹰在沼地上飞翔。
夏气温暖，林间美不胜收，群蛙探
头探脑，金龟子披甲飞过。秋风
渐起，落叶斑斑，山上矮栎遍生，
枫树蔽野。冬雪银晖，日暮西沉，
啄木鸟双翼带风，振翅而去。

在梭罗的日记里，自然界以
及四季的变化成了他自始至终
观察、追踪和记录的对象。农人
和农事，与乡人的交往，时而显
露笔端，但是，感觉上，人的活动
是镶嵌在自然的背景里的，或者
说，与自然消融。除了观察和描
写那种不属于人类，只属于自然
的特定的美和秩序之外，梭罗尽
可能地抹除自我的印记。这并
不是说，梭罗只关心自然，不关
心人。梭罗不是避世的隐士，他
继承家业的铅笔厂办得不错，他
设想康科德应该成为良港，他关
心废奴运动，为反对墨西哥战争
而坐过牢，梭罗关心公平正义和
道德良序，正因此，他亲近自然，
追求身心的健康和精神的自由。

本书有篇好序言，出自弗吉
尼亚联邦大学教授安妮·伍德丽
芙。序言详细介绍了梭罗的创
作生涯、日记风格、思想历程

等。其中有处特别提及，当梭罗
挚爱的兄长约翰在1842年病逝
之时，梭罗的日记没有留下丝毫
痕迹，只是，日记文字从4月到
10月付诸阙如。伍德丽芙提示
我们，这正是深沉的怀恋的表
现，也可借此理解《瓦尔登湖》何
以要注目于“真切的生活”，并明
白其中的深切的思考源自这致
命的创痕。

梭罗的日记文笔优美，描画
细致，并非流水账式的记录，而
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这与爱
默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是爱默
生向他说明了写日记的好处，有
利于训练简洁明快的文风。爱
默生很喜欢梭罗作品的风格，后
来在他担任编辑的杂志《日晷》
上，经常刊发梭罗的文章，有些
就是日记的选段，有些是由日记
素材写成的论文、诗歌和随笔。
《日晷》是梭罗重要的发表阵
地。在《日晷》存在的4年，梭罗
写了大量作品，其中部分被《日
晷》刊用，另外都被拒稿了，这些
经历促使梭罗认识到把文学作
为职业意味着什么。

梭罗的日记写作经历了几
个阶段。在起初，梭罗用日记摘
抄一些别处看来的段落。然后，
他从爱默生《论自然》等著作里
吸收营养，模仿爱默生，表达文
学的沉思和个人的随想。1843
年，《河上一周》出版，这是梭罗
的第一本书，根据梭罗在1839
年记载的与约翰共游梅里麦克
河的日记改编，该书在当时寂寂
无名。1845年，梭罗移居瓦尔
登湖，两年零两个月，造就了一
部传世的名作。到了1850年之
后，梭罗越来越频繁地写日记，
他已经养成了把每天散步时的
思绪整理成字字珠玑的日记的
习惯，不断地锤炼表达的技艺，
详述那些瞬间消失的体验，梭罗
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要把日
记作为公开的出版物展现在公
众面前，只是，他踌躇着，怎样用
更好的方式来整理庞大的文字
材料。这是他未竟的事业。

《瓦尔登湖》绝不是梭罗的
全部。《瓦尔登湖》的源头，梭罗
所有创作的源头，以及梭罗人生
差不多全部的积累，持续的工作
热情，发自内心的爱，更多地容
纳在他的日记里。

1 月 26 日，舟山市定海城
东街道颐景园社区开展“书香
为伴，抗击疫情”读书活动，组
织社区居民和部分外来务工
人员一起学习疫情防控知识，

并推荐相关阅读书籍，希望居
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平平安安
在舟山本地过个舒心年、书香
年。

丁嘉慧 摄

“就地过年”亦需书店助力
这个年这个年，，就在就在““浙浙””里过吧里过吧！！

杭州城市书房闹新春
本报讯 记者曾晨路报道 2020

年，大家都在读什么书？日前，浙江省
图书馆发布了2020借阅榜，其中，到
馆读者最喜欢的图书是金庸的“飞雪
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
汪曾祺的《活着多好呀》占据疫情闭馆
期间网上借阅单的榜首。从借阅类别
来看，中国文学类、历史类、漫画类排
名前三。

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2020
年，读者阅读的总体趋势变化不
大。外借量为115.83万册次，外借
人次52.56万。

从借阅榜可以看出，“金庸热”
仍在持续。到馆读者最喜欢的图书
是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
侠倚碧鸳”系列。其中《天龙八部》
《鹿鼎记》《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
《倚天屠龙记》分列读者最喜爱的一
到五位。有人说，小时候看金庸的
小说，痴迷的是人物的侠者之气；等
到中年，才发现金庸的武侠小说写
的其实是人生。或许因为此，近年
来金庸的小说热度不减。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钱钟书的《围城》也
是连续多年排在借阅榜前十，受到

读者的喜爱。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每个

人都带来的影响，这在借阅榜上也有
所体现——汪曾祺的《活着多好呀》
占据疫情闭馆期间网上借阅单榜
首。“活着多好呀”是汪曾祺的一句名
言，代表其生活态度以及文学追求。
疫情下，“活着多好呀”似乎也成为了
我们的生活态度。安珀·雷（美）的
《焦虑你好（抗焦虑完全手册）》排名
第二，这本书不仅分享了作者抗焦虑
的心路历程，并且基于心理学与神经
科学方面的理论，为读者提供了可行
性的抗焦虑方案。

而网上下单读者最青睐的图书前
三位分别是《嘘！我们有个计划》《萝
卜逃跑啦》《海豚男孩》，均为童书，说
明这一届爸爸妈妈都是网借高手。

《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是
2020年出版图书的借阅冠军；东野
圭吾是年度最受欢迎的作者，他的众
多作品榜上有名，《白夜行》《解忧杂
货店》《嫌疑人X的献身》分别排名外
国文学小说类借阅榜前三名。最受
读者喜爱的出版社是人民邮电出版
社，出版图书借阅达3万余册次。

浙图发布2020借阅榜
金庸热不减 抗焦虑书籍受欢迎

同“舟”共济，书香为伴

《四季之歌》：

梭罗一生的文学工程

■钟芳

叶嘉莹先生是我心中景仰的文学
大师。她一生诗词创作不辍、才情卓
著，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先
生”。手头的这本《掬水月在手：镜中
的叶嘉莹》（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以
同名传记电影大量采访素材为基础，
将先生的自述、诗作与他人的回忆、感
发熔于一炉，以多元视角呈现出其人
格、学养、精神世界高度统一的大师风
采，弘扬中华古典诗词之美。

《掬水月在手》堪为叶先生言传身
教的实录，以及阐述古典诗词之美的
极佳读本。全书共分为“植本出蓬
瀛”、“入世已拼愁似海”、“变海为田夙
愿休”、“要见天孙织锦成”四个部分，
讲述了中华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以传
承中华诗教文化为终身事业，历经坎
坷而初心不改的诗词人生。四部分分
别对应叶先生在不同时期执教过的四
所大学——台湾大学、哈佛大学、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南开大学。每部分
都由“叶先生自述”和“众说叶嘉莹”两
大板块组成。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

是唐代诗人于良史《春山夜月》中的
妙句。叶嘉莹这样解释“掬水月在
手”：“捧起一把水来，天上的一轮明
月倒映水中，就宛然在手。水里的
光影离你很近又很远。我觉得天下
的美都在于一种距离，在你的想象
之间，可望而不可即。《掬水月在手》
通过叶嘉莹的诗词和生命，回溯中
国诗词的源头，也试图回溯“诗如何
作为人的生命的一种存在”。可以
说，叶嘉莹是为诗歌而生的，她不仅
以研究教授古典诗词为业，更是把
平生境遇与真挚情感都打磨成一首
首诗词记录下来。

“千年传灯，日月成诗。”这位
“诗词的女儿”对于中国传统诗词的
坚守和传承令人动容，她所散发的

“弱德之美”彰显出她一生的诗词美
学以及更广义的人生哲学。《掬水月
在手》不仅仅是一部女性的传记，更
是以古典诗词之美，荟萃中华传统
文化，观照当下的精神史诗。徜徉
书香间，我们有幸走近这位文化长
者，重温那些古典的温馨情怀，对我
们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提升境界是
大有裨益的。

《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

用生命吟咏古典诗词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