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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菊仙

《一字不识》是一本装祯特
别的书，将“白底黑字”与“白字
黑底”用到极致。内文有188个
甲骨文，每个“甲骨文”单独编
号，于每篇文章末尾特别放大
呈现，内文小图与文末大图相
互对照，一目了然。目录呈长
卷，折叠而成，细细展开，188个
甲骨文仿佛暗夜之星辰，穿越
时空而来，古老素雅。

汉字的初始，充满了画面
感，一个字就是一幅画。《一字
不识》带你看“图”识字。然而，
这“图”怎么看是一门学问，得
通“古”，甚至通“神”，方能悉真
意。读此书时，我把作者想象
成一位说“字”人，听她逐一进
行生动有趣的讲解。在作者的
讲述中，这些汉字仿佛有了生
命，穿越历史长河，在纸上跃动
起来。阅读便有了意想不到的
奇趣，有声，有色，有味，有趣，
有古意，有禅意。

汉字的味。汉字来历、渊
源、演变，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
系的。比如“冬”字，最初是一
个两端打结的符号，表示终结，
表示是一年的最后一季。之后
字形不断延伸拓展，冬字下方
再加两点成了“冰”，渐渐有了
繁复的“寒”，宝盖下方有人、
草、冰。这些与冬有关的字演
变过程中，足见古人的智慧与
风雅，善于观察、总结与创造。
春夏秋冬，牛羊猪马，季节的流
转，人与自然的关系，每一个字
都是有滋有味的。

汉字的美。古人造字，是
以画的形式呈现，字是象形字，

有着自然的美。怎么也没想
到，“秋”的甲骨文，竟然是一只
蟋蟀，有触须、长足，背上还有
翅。以一只昆虫来喻一个季
节，这样的韵味在《诗经》里得
到体现，“七月在野，八月到屋
檐下，九月入户，十月钻入我床
下”。且说“华”与“荣”，与春天
有关，与花朵有关，字便是一枝
花的模样，灿烂如花，美至华至
荣。在古人眼里，花与花还有
区别，木本植物开的花称为

“华”，草本植物开的花称为
“荣”，于是花团锦簇的春天，木
本花的繁华与草本花的柔软之
美呈于天地，成就天地之大美。

汉字的趣。有些字趣味横
生而有其意，有些字有趣味不
知所意。“我”是什么？在甲骨
文中，“我”是一种武器，很像一
把横绑的三叉戟，带着利齿。
《说文解字》里说：“我，从戈从
钑。”在处处暗藏危机的古代，
我，如何安身立命？得靠手中
的武器；如何征服群雄呢？靠
手中的武器。由此可以想象，
在甲骨文的年代，“我”就是强
者的骄傲，是不是很有趣？有
些字，你根本想象不出它的本
源，比如“万”，怎么就是一只蝎
子呢？这个用以计数的字，《说
文解字》解释：“虫”也。这只张
牙舞爪的蝎子怎么就成了“万”
呢，有趣却不知其真意。

在闲淡的光阴里，手执一
书，细读，慢品，随着这些古老
的汉字穿越时空，想象着远古
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身心
随自然而行的生活，这是一种
安静与幸福。由此，阅读是一
件随性的事，是一件有趣的事。

2017年以来，湖州市启动“城市书房”
建设项目，至今已在城区建成具备公益借
阅、自助服务、场馆体验的城市书房33个，

基本形成城市居民“15分钟阅读圈”。图为
2月20日湖州市城图广场城市书房一角。

通讯员邓德华 摄

■谢尚园

今年过年，受疫情管控的影
响，我们不能走亲访友，聚餐赴
宴，也不能周游列国，恰好可以
买些书，在家静心读书。

书是我家必须置办的年货，
是我家孩子的精神食粮。孩子
期末考试成绩理想，免做期末作
业，有大量的时间可以阅读课外
书，我就把各科老师推荐的《小
英雄雨来》《万物简史》及《41℃
演讲》等课外读物都买了；看到
别人家孩子的老师推荐阅读《草
房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及
《小雨的书店》，我也给孩子买
了；孩子平时就吵嚷着要买《史
记》和《舒克贝塔传》，因为上学
时间紧，没有空读，我就没给他
买，这次趁着机会，也给他一举
拿下。这个春节，孩子的精神可
以饱餐一顿了。

孩子喜欢读书，每天睡前至
少要看书半小时，雷打不动。孩
子期末考复习阶段作业有些多，
复习较晚，我看时间差不多就建
议他直接睡觉，他说：“只要没超
过12点，谁也别想阻止我看会
儿书。”对他来说，课外阅读就像
吃饭，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次假
期，时间充裕，可以让他敞开了
看了。

而我发现，不只我家孩子，
现在很多孩子都是书痴，他们
在饭店等饭的间隙，常常捧着

书本先让精神饱餐一顿。书已
经成为大部分家庭为孩子置办
的年货，大人捧着手机，身边坐
着孩子，动动手指头，就全部买
好了。

书成为年货，亲子网购，这
和以前大不一样。在我小的时
候，父母给孩子备的年货是各种
坚果、糖果及水果，他们去市场
购物，我们想跟着去买几本书。
母亲也不拒绝，嘴上应着：“好，
好，你们自己跟来”，腿上却跑得
飞快。我们跟着跟着就掉队了，
也看出父母压根没打算带我们
去，于是就掉头回家了。那时
候，父母连零食都不舍得给我们
多买，就更别说买书了。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大部分人的物欲早已得到满
足，精神需求却依然有些匮乏。
与我而言，平时生活和工作繁
忙，只能在深夜匆忙读上几页
书，就赶紧睡觉，以免耽误第二
天的工作。春节假期，没有工作
任务，不用监管孩子的学业，我
也为自己买了一些书，《北上》
《人生海海》及《妇女简史》等想
了很久的书终于可以入手了。
囤好书，利用春节假期，一本本
看完，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安抚，
我感觉特别幸福。

过年囤书，春节读书，让书
籍滋养精神的世界，安抚漂泊的
心灵，买书过年的家风已然成为
一种新风尚。

■王珍

《老地址》是涂国文最新出版
的一本诗集。快递到我的手上，我
觉得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近日网
络上关于诗的话题在不断地发酵
中，诗坛的空气有点不是很好。

我不懂诗，但一直习惯于在诗
中寻找中国文字之美。我读《诗
经》，读唐诗宋词，读徐志摩、林徽
因，读席慕蓉、余光中，读顾城、北
岛、舒婷、海子，此刻，我在读涂国
文的诗。

我无法用专业诗人的眼光去
欣赏诗的质感，但我能从诗句中
感受到水晶的剔透，丝绸的细软，
陶罐的粗重，石头的坚硬，也有风

的和煦，阳光的温度，春天的气
息，破冰的尖锐，雪霜的冰冷……
涂国文的《老地址》就是这样，诗
句中满是生活的质感和心灵的敏
于感受。

他的许多诗产自散步途中。
他会在下楼道的转角时，突然想起
卡夫卡，突然幻觉自己就是他；他
在去喝酒的路上，听到身后有人喊

“白玉兰”，就像听到有人喊春天的
名字；他在杭州满陇桂雨的一株树
下，自言自语：“还有什么，比落叶
敲在诗人的心扉，更让世界感到疼
痛？”

他是一个骨子里自带诗意的
人，随时随地，冷不防就会有诗喷
薄而出，完全不用“为赋新诗强说

愁”。他在诗里纵情地赞美、歌
颂，恣意地鄙视、批判，坦诚地说
出自己的爱恨，慷慨地出示真诚
和才情。就像走在盛夏的小巷
里，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就像路过
一块草地，闻得到刚割过草后的
青草气息；就像遇见一条小河，看
得见澄澈的水面上有微风走过的
细纹。一切都是自然，不刻意、不
矫情。

他的诗句是那么干净、清澈、
明亮，像画一样，美得明明白白，没
有丝毫的晦涩。但这并不影响盎
然的诗意。即使没有回车键，不贴
任何标签，也一样，这样的句子，铁
定就是诗！我的感觉就是，他写了
一个字，囊括了我写的许多字；他

用一句话，说了我的许多话。字字
句句都充满了张力，节奏韵律承载
着重物，厚实得像个肌肉男，没有
多余的赘肉。

毋庸置疑，对于写诗，涂国文
是自信的。在他的《老地址》中，有
一首诗这样写道——我有很多诗
篇要写给这世界，如同太阳，有很
多光芒要流照人间。最后一首是
《墓志铭》，写给自己：“这里埋葬着
一个人生的流寇，他一生与平庸誓
不两立！”

其实，中国是一个诗的国
度。不管我们写不写诗，至少，我
们从小时候起就被带入过唐诗宋
词，拥有了对诗的执念和信仰。
腹有诗书气自华，素来是读书人

的审美。诗和书总是那么难分难
解。就算是不一定要把诗归置于
神圣的殿堂，至少，诗是一个褒义
词。我们用诗形容一桩事物、一
个人的时候，一定是带有赞许意
味的。

在我的内心中，如果这个世界
没有了诗，就像冬天里少了一把
火，天空上没有了星星。所以，我
想对所有把自己当诗人的人说，要
带着敬畏写诗，万不可玷污、恶搞，
因为这并非只是爱不爱惜羽毛的
问题，一不小心就会对灵魂有亵
渎。

我尊敬每一位把诗写成诗的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涂国文就
是！

■赵青新

2020 年是汪曾祺先生百年
诞辰。汪曾祺留下了很多脍炙
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来源于
生活层面。读汪曾祺的作品，常
常能从中发现先生的身影，小说
如此，散文更如此。

汪曾祺写过那么多作品，却
并没有完完整整地讲过自己的
一生。这部“文学自传”，实际上
是由资深评论家杨早主编，撷取
先生散文里相关的生活记叙和
往事回忆，以时间为线索，补缀
而成。虽然如此，尚可一窥。书
名《宁作我》取自汪曾祺很喜欢
的《世说新语》里一句话：“我与
我周旋久，宁作我。”可见得，编
者是理解汪曾祺的精神气质的。

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
淮扬道高邮县（今江苏省高邮
市）。高邮汪氏，源自安徽徽州
歙县。汪家富有资产，是一个旧
式的地主家庭，有田亩，又开设
了药铺，与城内名门代通婚嫁，
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
贡”，所以汪家的地位介于绅、商
之间。

汪曾祺对家庭和家乡的感
情很深厚。写于 1988 年《自报
家门》、1991年的《我的家》等散
文，都是对早年生活满怀深情的
回忆录，充满生活细节，写家人
家事，写房屋布局，写游戏玩乐，
写风土人情，以天真的孩子的视
角，抒写温馨、感伤的情感，流露
朴素、纯净的人性之美，笔致冲
淡，意韵绵长。

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的界
限并不是很清晰。我们读他的
小说，常能觉出散文化的韵致。
汪先生在散文里常不经意谈及
小说的灵感来源，比如《珠子灯》
里的孙小姐的原型就是他的二
伯母，二伯母守节有年，变得有

些古怪，汪曾祺在幼小时对周围
人的情绪就很敏感，又很爱听些
奇奇怪怪的人和事，他的小说名
作《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
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比如，陈小
手这样活灵活现、神乎其神的人
物，就是他综合自己的观察和民
间的传闻而写成的。我们读汪
先生的散文，常会觉得比小说更
生动，比如，他写西南联大各位
名师的风姿，闻一多等先生栩然
如生，“跑警报”等轶事更成了文
学影视作品经常借鉴的情节。

汪曾祺从来不把小说处理
成对虚妄之境的描摹空想，也不
会只顾对具体人生作雕琢、抽象
式的把握，他呈现给读者的是人
人都能看懂的生活本身的画面，
是那些没有编造痕迹的芸芸众
生的苦乐哀愁、生老病死。关键
就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正在这里。生活本身就蕴藏
着本质的道理。汉语言有着神
奇的魅力，可以勾画贴近中国人
人生境况的图景，也足够作为作
家体味人生、理解传统文化精髓
的得心应手的思维工具。

我们喜欢汪曾祺的文章，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喜欢他那种底
蕴丰富的中国味儿，而文章的这
种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现
于汉语言的自如运用。汪曾祺
的语言很“白”，如白开水，无人
为的添加物，清澈到底，干净到
底，留着想象的空间，像中国画

“留白”的艺术。汪曾祺不仅使
作品的语言和作品所表达的民
间生态、人文思想更加吻合，而
且通过对民族母语的重新认识、
苦心提炼，更显示了汉语言本身
的特征和气象，寄予汪曾祺本人
的文化倾向和他的人生观、价值
观。文化心态规定了他对小说
形式、对散文纪事、对语言审美
类型的追求。

当下热门的宏观金融现象，
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对我们而言
又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从哲学、
历史和文学角度，结合大量历史
典故和哲学理论框架，聚焦于包
括金融海啸中银行的危机求生、
对冲基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互
联网金融发展趋势等在内的金融
现象，用人文视角来透视和探寻
现象背后的本质。

■钟芳

浩瀚壮阔的海洋世界，一直吸
引着人类不断探索。2020年11月
28日，曾在全球海洋最深的马里亚
纳海沟成功坐底10909米、创造中
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的“奋斗者”号

载人潜水器胜利返航，举国上下为
之欢欣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贺
信中指出，“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
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进入世
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
究的能力，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
术领域的综合实力。

《深海浅说》（上海科技教育出
版社 2020 年 11 月出版）是著名海
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同济大
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
先的新著。作者在十余年深海科
普工作的基础上，收集最新资料创
作了该书，为我们开启了一场迷人
的海洋探秘之旅。汪院士自称，

“撰写这本《深海浅说》，就是想提
供一份既能获取深海知识，又能当
作消闲读物看的科普材料。”

全书共分为“初探深海大洋”
“发现海底是漏的”“发现第二生物
圈”“海底在移动”“解读深海档案”

“祸从海底来”“深海藏宝”“无风也
起浪”8个篇章，内附150幅精美插

图，生动地将神秘的深海世界呈现
在世人面前，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思想性和艺术性。书里，汪院士以
富于趣味性的事例和严谨的科学
理论，深入浅出地解说海洋科技与
海洋文化知识，并展现了人们探索
海洋的智慧与勇气。

“人类对深海海底的了解，还赶
不上月球表面，甚至于不如火星。
世界大洋平均3700米深，海洋200
米以下，海水都变成一片漆黑，什么
也看不见，因此它就神秘。我们中
国这100多年来，在海上也吃了很
多亏。最近十来年，中国对海洋的
发展非常重视。更重要的，海洋是
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现在的海洋
经济已经逐渐从表层往海底移动，
海洋经济的中心在下移。国际上对
海洋的争夺也越来越剧烈。我们中
国的文化当中，应该加强海洋文
化。”海洋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既
是世界交通的重要通道、人类生命
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又是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近
几十年，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在迅速
地变化。从古书上记载的“没水采
珠”到21世纪对深海探索技术的研
发成功，人类到海底一探究竟的愿
望越来越强烈。

《深海浅说》一书可谓填补了
中国深海科学“元科普”的空白。
它通过实例剖析和历史回顾，从深
海的基础知识“说”起，一直讲到深
海的开发利用，层层深入，介绍了
截至目前深海研究取得的一系列
重大成果，如全球大洋深部结构与
成因、海洋碳循环、海洋深部生物
圈、深海洋中脊与海沟的地质、流
体和生命过程、现代海底金属成
矿、“蛟龙号”科学深潜……每个知
识点的背后，均有众多的实例和
小故事进行支撑，让没有相关背
景知识的人也能轻松好读。同
时，本书还将各个学科融会贯通，
在使一般读者受益的同时，让海
洋领域研究人员也能通过阅读本

书对深海获得更加全面的认知，
眼界大开。

当今世界，海洋科考技术日
新月异，深潜、深钻、深网是当今
探索深海奥秘的三大手段。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深海的基础
知识和深海研究的重大成果，《深
海浅说》一书中还展示了最新的
深海探测技术，如海洋探测系统、
深海遥感、海洋地质钻探及采样
技术、水下机器人、深潜器、海底
观测网等；列举了深海前沿研究
面临的科学挑战，如需要怎样的
技术来提高海洋地质灾害的测年
水平、变化着的海洋是如何影响
冷泉生态系统以及生物甲烷屏障
的、深部生物圈细菌和古菌的能
量利用机制是什么、人类引起的
气候变化对深海的影响究竟如何
等，视野开阔，引人遐思。相信在
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把更
多的海洋馈赠变成推动海洋强国
建设的力量。

肖小跑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买书过年

读一本书
识一筐字

——读《一字不识》有感

《深海浅说》：

追随一趟迷人的深海探秘之旅

汪曾祺的
本色人生

——读《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

涂国文，把诗写成诗的人

湖州打造“15分钟阅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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