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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寓兴：花木的图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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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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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贝与贝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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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徽宗朝宫廷编撰的《宣和
画谱·花鸟叙论》认为，一幅好的花
鸟画需要具有“寓兴”的特质：绘牡
丹、芍药需突出富贵之态，画松竹梅
菊要体现幽闲之情，都是将人的情
感或品格迁移、投射到花木之上。
该书的写作建立在故宫博物院研
究员王中旭参与主持、筹备2019年
故宫博物院午门年度大展“万紫千
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
展”的基础上，按时代与风格依次将
花木画的发展分为：花之容、花之
格、花之情、花之瑞四个部分。作者
试图从寓兴这一观察角度出发，呈
现中国古代花木图像演变的历史，
阐述其题材、风格、图式之产生及演
进，并始终注重将其置于花木文化
演变的大土壤中。 （杨道 辑）

《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
十二讲》是著名作家潘向黎最新一
部关于古诗词的随笔集。唐诗宋
词在其笔端游走，作家的感性与学
术的严谨、现代立场和古典情怀、
清丽婉约与明快豪放，都恰如其分
地融会其中。

该书十二讲，聚焦陶渊明、杜
甫、李商隐、晏殊、晏几道、欧阳修、
苏轼、周邦彦、陆游、辛弃疾等文
人。作者匠心独运，目光透辟，旁
征博引，发前人所未发之语；深入
古人灵魂深处，笔锋游走，执着探
寻古人所思所想，让古典诗词与人
生真味水乳交融。

该书从一个小小切口入笔，却
写得恣意情深，气象万千。既怀古
追今，又书女性之美，更把时光深处
的古人写活了，每个人都有血有肉，
栩栩如生。该书不仅解读古诗词之
美，更从古诗词里发掘古老中国儿
女潜藏心底的人生气概、心灵秘语。

海贝本是海洋生物学研究的
对象，却被历史学者从时空的海洋
中打捞出来，赋予全新的意义。作
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古代贵族对
它趋之若鹜，将其转运千里。对海
贝的执迷连接起了世界最早的交
流网络。在金银货币主宰天下之
前，海贝也曾作为贝币，在全球贸
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创造
出史上第一个世界货币体系。透
过海贝，我们窥见人类历史上最宏
大的文明全景。

《海贝与贝币》的作者以史家
探微寻幽的洞察力，对海贝与贝币
进行辨析，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定义
了货币的含义，也让我们对全球贸
易的意义重新进行审视。人类的
欲望与追寻，文明的交流与隔阂，时
代的兴奋与苦难，犹如海上的细浪
与波涛，书中的海贝则成为指引方
向的指南针，引领读者航向历史之
海的深处。犹如珍珠藏于海贝之
内，改写人类文明的力量，也常常蕴
含在司空见惯的寻常微物之中。

一代学术宗师钱锺书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被誉为“文化昆仑”。无论
是《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在
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学术著
作，还是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
相关联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等文
学著作，对他毕生所贡献的学术成果
的研究，业已形成一门“钱学”。深入
体悟钱锺书的学问世界，从书斋内外
体会其思想品格，无疑具有重要的文
化意义，也能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作者王水
照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曾
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他
与钱锺书相知相交38年，虽无师生之
名，却有师生之实，对钱锺书的学术、生
活有深入的了解。该书涉及钱锺书的
曲折生平、为人处世、学术研究，以及对
钱锺书手稿集的解读与探讨等领域，既
有从学界同仁对钱锺书学术上的解读
探讨，亦有作为朋友、学生的温情缅怀，
所引所述或为权威文献资料，或为亲历
亲访所获一手资料，呈现一代学术宗师
钱锺书真实的学问世界。

学者的学术造诣和精神品格是互
相支持、相辅相成的，钱锺书的学术造
诣毋庸置疑，其学问精神更是令人敬
佩。在《记忆的碎片》一文中，王水照
回忆，钱锺书生前一再“诚诚恳恳地”
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对写他

的传记，二是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
体系”。但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是传
承和弘扬学术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
化的特征及其走向过程中是无法回避
的。生活中的钱锺书收敛锋芒、谨言
慎行，尽力回避文网语阱，有时会给
人明哲保身的印象，但真正了解钱锺
书的人知道，他将自己嫉恶如仇的激
情和洞若观火的明智藏进文字，坚守
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立场。在
王水照与内山精也的对话中，可以看
到，钱锺书反复修订自己的著作，除
少数是订正外，绝大多数为增补例
证、发展和完善论点，表现出他潜心
琢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心怀坦荡的
学术品格。

宋诗是钱锺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
一，《宋诗选注》和《宋诗纪事订补》是
他的宋诗研究专著，集中展现了他关
于宋诗研究的成就，而在《钱锺书手稿
集》等著作中也散落着他对宋诗的思
考，有的占据着突出乃至核心的地
位。宋诗的研究较好呈现了钱锺书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
未裂”的治学理念，他强调要“打通”古
今中外、新旧雅俗，探讨普天下共有的

“诗眼”与“文心”。可以说，宋诗研究
在整个“钱学”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
义。王水照对宋代文学研究颇深，也
对钱锺书十分推崇，但他读解钱锺书

的宋代文学研究时，却非一味“仰视”，
也不刻意“俯视”，而是怀有敬意和公
允之心的“平视”。他从《宋诗选注》出
版后的荣辱深沉谈起，客观解读《正气
歌》未入选《宋诗选注》的原因、“无名
之辈”左纬入选和删落之因、钱锺书有
无理论体系等具体问题，从多个侧面
呈现出钱锺书“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
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
的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

不同的读者读《钱锺书的学术人
生》或钱锺书的其他作品，所得不尽相
同。可走进“钱学”，走进钱锺书的学
术人生，领略钱锺书的学问精神，一窥
那个中西交汇的学术氛围和现已淡漠
的旧学传统，必然能感受钱锺书的著
作带来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认同，认识
到“钱学”为身处当今时代的我们带来
的正面意义。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呈现钱锺书真实的学问世界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钊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作者：王水照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博尔赫斯说：“在人类使用的各种
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
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
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
延伸；我们又有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
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
忆和想象的延伸。”

而这也正是当代作家彭程在其散
文集《阅读的季节》中所传递的观点，
他认为阅读可以让我们超越一己的生
命只能囿于某个时空中的局限，通过
想象和代入性的体验，而拥有不止一
次人生。

《阅读的季节》是一本关于读书、
藏书、评书、写书等抒发阅读写作经验
的文化散文集，文笔优美，视野开阔，
哲思敏锐，体验丰富，情感深厚。全书
分为四辑：溯源、汇聚、宛转、涌流。作
者以雍容纡徐的语调缓缓讲述自己与
名家经典的故事和在阅读中自我生命
的体验。四辑交汇融合，整本书犹如
精神发育的“河流”——从源头的小溪
演化出下游的壮观，引领读者一起遨
游阅读之河。

在第一辑“溯源”中，作者带我们
聆听了古今中外名家经典的源头的声
音——清凉浑厚，亲切可人；在旁征博
引中揭示了文化的强大制约力——母
语文化的力量；在比照联系中发现了
作家之间的影响和借鉴、继承和创新
的多种表现形式；在反复吟诵的主题
中去感受一种直抵事物核心、洞察存
在底蕴的本领。在最后的篇章《为什
么不读经典》中，作者对追逐快速效率

的都市人发出了阅读经典的呼吁，因
为经典关注的是具有根本和普遍意义
的生存状态，也只有经典作品的作者
才能凭借天才般的洞察力，精准地揭
示人性的热情和无奈、丰富和局限。

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在龙泽寺讲
经说：“一切诸经不过是敲门砖，是要
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
自己。”在第二辑“汇聚”中，作者分享
了藏书之趣，读者和书籍之间的联系，
大声呼喊：“爱书人是幸福人！”他用镜
子与容貌的比喻讲述了读者会因书的
精神、气息、趣味和美学进入他的视野
和胸次，成为心灵的滋养。阅读不单
单能开阔眼界，扩充经验，增进智慧，
享受情趣，更重要的是阅读能够让人
保持生长。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
霸”，这是《左传》故事展开的舞台；

“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
而自苦若是？”这是袁中郎一颗率真
心灵的自由倾诉……在第三辑“宛
转”中，我们也仿佛置身在作者书评
中的原著美好世界里，徜徉在原著里
的人、事、景中久久无法抽离，散文诗
般的叙述语言让人迫不及待想要一
睹原著的风貌。

“写作意味着生命的扩大。”这是
作者在第四辑“涌流”中所作的关于
写作历程的分享。任何时代总有书
写者，写作成为了人对抗命运、拒斥
虚无的一种悲壮的手段。尽管写作
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艰难，但有追求
的作家，总会不断地超越自我。作者

从语言的锻造、写作的内容、跨文化
的文学交流等角度坦诚真挚地分享
了自己的阅读与创作体验，博大丰
厚，酣畅淋漓。

作者在跋中说，《阅读的季节》所
谈都与书籍有关。期待这一本又一本
的好书能够抵达大家的心灵深处，和
每一个生命个体融合、滋长，成为我们
自身最长久而熨帖的生命底色。相信
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你还会收获作
者分享的阅读方法，比如我们需要重
读一本书；关注同一个作家反复出现
的主题；学习阅读不同文体的书的阅
读法；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看适合自己
的书，“因为有效的阅读总离不开真切
而深刻的生命体验”；把电影当书看等
等。当然，光是凭借阅读的输入是远
远不够的，不如像作者一样拿起笔将
阅读中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吧。

文学或许是一种延迟的满足，阅
读吧，诚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
时期的爱情》中所言：“让时间流逝吧，
我们会看到它究竟带来了什么。”

《阅读的季节》：

引领读者遨游阅读之河
文\本刊特约撰稿 费斌妍

《阅读的季节》
作者：彭程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