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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老书”，说它“老”，
既是因为它是再版书，同时又是
一本“学术书”。

石守谦将画风演变置于文化
史的脉络里，试图解释一个“简单”
的问题：为什么画史中会有风格的
变化？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作
者总是能够在历史的边边角角中
找到被世人所忽视的信息，重新发
掘出它们的意义，给出新的答案。

他所讨论的浙派绘画、鉴诫
画，在传统的画史观念中皆是“不
入雅玩”的作品，不值得费心研
究。他所研究的问题，比如杜甫
为何在《丹青引》一诗中“批评”韩
幹“画肉不画骨”，正统中早有通
用定论，他却偏偏做出另一番解
释。在他的笔下，微小之物自有
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历史上的固
有成见与主观臆断也被一一厘
清。这本书并不过时，它代表了
一种质疑与发问的品质。

我们今日所见的园林，大多
作为一种观赏性空间寂寞地存在
于世间，人在其中，不过是匆匆过
客。但在明代成化之后的社会与
经济发展史上，园林扮演着一个
极为重要的火车头般的驱动角
色，不仅是重要的社交场域，还牵
引着一个拥有高度商机与巨额资
金流的庞大园林产业。

在当时，文人计成的《园冶》
一书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标记，不
仅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
术顶峰，还是首部重视“人本位”
的园林著作。本书作者以《园冶》
与明代文人的园林生活为思考对
象，将关注点集中在江南地区，并
将《园冶》与江南文人的园林生
活、园林建筑美学结合起来，考察
了明代江南的社会生活史与园林
文化史学，为站在园林外无法窥
得其中奥妙的人们提供了一串关
键的文化密码。 （杨道 辑）

除了常见的麻雀、喜鹊、乌
鸦、燕子……你还能认出几种
鸟？最近出版的《中国鸟类图
鉴》，堪称是关于鸟类的“新华字
典”，是一部便携又扎实的观鸟识
鸟工具书。如果你想翻翻书就认
识更多的鸟以及它们的生活，这
本书是个好选择。

对专业的观鸟爱好者来说，一
部编写精良的图鉴手册的意义就更
不必说。2000年以来，由英国生态
保护学家约翰·马敬能和鸟图绘制
者卡伦·菲利普斯合作完成的《中国
鸟类野外手册》一直是中国观鸟爱
好者的必备之书，近二十年间难被
替代，目前已经绝版。《中国鸟类图
鉴》不同于“手册”的手绘图鉴形式，
是一部照片图鉴，全书收录照片
3100多张，涵盖1384种中国本土鸟
类。因为是新近编写，文字部分吸
纳了近年来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是
可信赖的便携观鸟工具书。

陈彦的小说《主角》，是今年新鲜出
炉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小说以全景式
的书写，连贯而全面地叙述了主人公忆
秦娥从山里的放羊娃成长为一代秦腔
舞台上的主角的整个历程，故事曲折而
生动，描写细腻而传神。从某种层面来
说，《主角》既是忆秦娥从默默无闻到变
成主角，再到将舞台让与年轻人的演艺
生涯的录像式记取，同时也是芸芸众
生、世间百态的缩影和观照。

陈彦在后记有这样一段描述：“我
的主角忆秦娥，其实开头并没有做主角
的自觉与意愿。甚至屡屡准备回去放
羊，或者给剧团做饭、跑龙套。对做主
角，她是有一种天然怯场与反感的。但
时势就那样把一个能吃苦的孩子，一步
步推到了主角的宝座上。”

三百六十行，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
那么好混的，想要有所成就得有所付
出，想要有大成就得比别人多付出。忆
秦娥虽然没有当主角的自觉，却有一副
天生的好嗓子，而且吃得起苦。小说中
忆秦娥的身份、角色、称呼随着时间的
推进发生着变化，但有一个字始终伴随
着她，那就是“瓜”，瓜即是傻。这个傻
有时是真傻，有时是执着。人人抢着当
主角，她却不愿与人去争，甘当配角，但
是为了演好戏，她能吃常人不能吃的
苦。有道是“不疯魔，不成活”，忆秦娥
吃尽了苦中苦，也就如藏在布袋里的锥
子，脱颖而出，成了主角。

无论是《打焦赞》里的杨排风、《游
西湖》里的李慧娘，还是《狐仙劫》里的
狐九妹，她都演得活灵活现，演得深入
人心。舅舅胡三元对于鼓艺的痴迷，老
戏演员们的精益求精，对她影响很大，
他们的品质、精神在潜移默化中也成了

忆秦娥的一部分。只是没有人永远能
站在台上当主角，新旧的交替是自然规
律，无法避免。即使是作为主角的忆秦
娥也不例外。小说临近收尾，秦八娃的
最后一个剧本给了忆秦娥的养女宋雨，
他劝忆秦娥：“秦娥，你把主角唱到这个
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了。让年
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
命。”而忆秦娥“觉得自己下得太早了”，
不过最后她还是妥协了。

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想起老舍的
《断魂枪》来。小而化大，《主角》讲述的
是忆秦娥的奋斗史，其实折射的是每个
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这种寓言
式的呈现，让这部小说含有浓浓的烟火
气息，满足读者视觉享受的同时也满足
了他们的阅读期待。

人性的好与坏、善与恶就像光与影
一样，二元对立又相生相成。这个世界
上，有光就有影，有影就有光，《主角》这
部小说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君子也有
小人。从九岩沟到县剧团，再到省秦，
忆秦娥一路行来，有对她好的父母、舅
舅、胡老师、米老师、宋师、朱团长、单团
长、秦老师以及忠孝仁义四位老师，他
们关心她，爱护她，传授她以技艺，同时
又为她的成长护航。若非有他们，忆秦
娥也不可能成为主角。

身陷光与影之中的主角，以“佛道”
处变，以“儒家”处常。她没有把自己变
成一只好斗的公鸡，谁给自己带来了威
胁，就想方设法报复对方，忆秦娥采用
的是笨方法，她感恩所有对自己好的
人，并通过努力不断地提升技艺。如果
忆秦娥的沉默是原初的老庄式的抵抗，
那么她从书本中汲取的知识、在庵堂的
顿悟，则成了骨子里生长的意识。

面对是非，忆秦娥愈发地慈悲。
小说最后，忆秦娥原谅了这个世

界，原谅了那些诋毁她的人。从对外部
世界的恐惧、压抑到淡然、包容，小说主
角完成了一个大的正能量的人生课
题。显然，作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表
现技法，但又暗含古典浪漫主义的因素
和特点。

文似看山不喜平，《主角》里的文
字像极了一连片绵延起伏的山川，你
以为它一路平顺、坦荡如砥，结果转个
弯就是车马难行的沟坎，你以为不幸
到了极致，故事即将进入终章，谁知下
一刻事情马上就出现了转机，这种过
山车式地情节呈现，很好地调动了读
者的阅读兴趣。

作家讲故事的方式也很有意思。
长篇小说大多有一个通病，高潮处令
人大呼过瘾，但是这种出彩的部分很
少，就像是巅峰之外便是断崖，让读者
苦不堪言，至于那些虎头蛇尾的小说
更是为数不少，但是我们通读《主角》
全篇，不难发现陈彦的文字四平八稳，
他有一种处变不惊的从容，不急不躁，
娓娓道来，不知不觉间就将人拉入了
戏中人的世界。

《主角》：

回眸处，人生如戏
文\本刊特约撰稿 潘玉毅

每逢团圆之日，全家老小齐聚一
堂，围坐在圆桌旁，同享美味佳肴，长幼
有序又和乐融融。这就是国人念兹在
兹的天伦之乐吧。当然，前提是我们的
物质条件足够充裕。如果是在饥饿时
代，那就另当别论了。法国资深美食家
张有敏写他小时候的生活，“祖母在黑
市上买到一点大米，但是她得等到夜幕
降临才能开启炉灶煮米，否则大白天炊
烟袅袅会引起邻居的注意和觊觎。晚
饭总是在半夜开吃，祖母叫醒孩子们，
让他们喝下一盆稀到几乎没有米只有
水的粥。”这种饥肠辘辘的画面又何来
其乐融融呢？

不过，张有敏是幸运的，因为她是
厨师的女儿和孙女。张有敏说，她小时
候对食物从来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每次
吃饭对她而言简直是一场持续数小时
的折磨。有时，她好不容易在下午过去
一半的时候吃完午饭，可是三个小时以
后又得重新坐上餐桌。两相对比，张有
敏简直是生活在蜜罐子里。张有敏从
小被餐馆、厨房、炉灶声、聚餐和亲朋的
宴会围绕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烹
饪、分享、聚会、宴席，就是家人们表达
情感最好的方式。耳濡目染，张有敏自
然对中餐也很有感情了。

张有敏最新出版的《一个中国家庭
的餐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
述了父母的家族简史，以及他们在作者
外公位于法国的中餐馆相识、相爱、结
婚生子、共同创业开办饭店的经历。通
过这些娓娓动听的讲述，我们可以了解
华人在海外创业的艰辛。譬如在香港
学厨期间，父亲切伤、烫伤都是家常便
饭。但他别无选择，唯有忍受这一切并
咬牙坚持。到了巴黎，父亲住不起旅
馆，只能在饭店晚上打烊后睡在餐桌上
休息。这些颇具传奇性的家庭小传为
后文的菜谱增添了趣味性和故事性。

第二部分为私房菜谱，主要介绍中
国菜的烹饪特点、食材、器具和制作方
法，以及中餐馆中的经典菜品。食谱种
类十分丰富，且均为经典中式菜肴，品
类涵盖了肉类、家禽、海鲜、蔬菜、面食、
甜点等，菜品还配有作者绘制的精美插
图，更体现着中国传统家庭与美食之间
的深重联结。譬如狮子头这道名菜，作
者谈到了其得名来历，因为它是在很大
的肉丸上盖上卷心菜叶，就像是猫科动
物的毛和长发。此外，作者介绍了肉丸
配料和酱汁的做法，卷心菜什么时候下
锅及烹饪时间等。

作者谈到，在中国，汤是用来喝的，

不是用来吃的。有些地区餐前喝汤，有
些地区餐后喝汤，但是其他的菜同时上
桌，每个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无论是
在家里还是餐馆，所有的菜都是共享
的。共享，这应该是中餐与西餐在用餐
上的主要区别吧。由此也延伸出许多
礼仪，譬如在就餐时，让长辈先动碗筷
用餐，或听到长辈说：“大家一块吃吧”，
你再动筷，不能抢在长辈的前面等。

每一种长辈时常做给孩子吃的美
食，每一道饭店里食客交口称赞的佳
肴，都被张有敏记在心里。这是一本与
众不同的温情食谱，带有家族特色又细
致入微，传递着作者对于家庭与美食的
爱意与自豪，而我们也能在其中找到一
些历史的印痕，感叹世事的不易。

《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

一本有历史印痕的温情食谱
文\本刊特约撰稿 彭忠富

《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
作者：（法）张有敏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9年6月

《主角》
作者：陈彦
版本：作家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