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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书生
品书有味

书 评 《澎湃人物志》

此书是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司澎湃新闻社“澎湃人物”栏目近

年来刊发的人物报道特稿的精

选。书中收录的30余篇文章，人

物涉及中国当代社会各个群体，有

被社会关注的主流和新闻热点事

件中的人物，如震后北川的摄影师

父子、程序员群体、民法编撰学者，

也有边缘群体，如农民艺术家、工

人诗人、农村留守儿童、外籍环保

志愿者、传销受害者、网络游戏玩

家。在书中，能读到故事，也能看

到真相；既有小人物的命运，也有

大人物的头脑。

本报讯（记者 刘

驰）华东政法大学在

图书馆设立了爱心漂

流驿站，每周三面向

全校学生开放，以此

让读者体会分享阅读

的快乐，并促进图书

的循环利用。

“以前到图书馆借书可能

就是学习需要，设了漂流驿站

后，每次路过图书馆，都想看

看驿站里有没有上新，碰到需

要的东西，有一种‘拆盲盒’的

快乐。明年就要实习了，我们

宿舍也整理了一些可循环利

用的物品，放到这里了，希望

能给到有需要的同学。”大三

学生韩嘉欣抱着纸箱来到驿

站，把物品分门别类整理好。

爱心漂流驿站的图书涉

及考研、法考、综合、期刊等门

类，教辅、教材、笔记等资源丰

富。所有图书采取“无人监

督、随意取阅，有捐有取、循环

漂流”的开放式、自助式取阅

方式。读者看到心仪的图书，

进行简单登记后便能取走阅

读，阅读完毕后可以选择自己

保留收藏，也可以“转漂”给身

边同样喜欢此书的同学，让好

书一站接一站“漂”下去。

据悉，该校图书馆“爱心

漂流书驿站”于今年 5 月首次

面向全校师生开放，受到一致

好评。早在驿站设立之初，就

已收集到学习资料、书籍期刊

等1081本，还有雨伞、抱枕、座

垫等各种生活用品。驿站开

放后，又陆续接收到教师、学

生等多方热心捐赠，同时也在

回收往届学生留下的可利用

资源。

“图书漂流”是一段文明

美丽的奇妙旅程，起源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读书人

将自己读完的书，随意放在公

共场所，如公园的长凳上，捡

获这本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

完后再将其放回公共场所，让

下一位爱书人阅读，继续一段

漂流书香。

“知识因传播而美丽，物

品因传递而珍贵”是华政爱心

漂流驿站坚守的理念。校图

书馆老师告诉记者：“漂流驿

站力图将教师与学生联系到

一起，将学生与学生联系到一

起，搭建起供需双方间的桥

梁，通过自由、宽松的漂流方

式促进图书资料、学习物品和

生活用品的有效利用、资源共

享，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退休后住进松江的新居，我终于有了自己

的书房。靠墙一排书橱，书码得齐齐的，挤得

满满的。书桌宽大，座椅舒适，窗明几净，光线

柔和，读书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好。然而视力和

精力渐渐衰退，读书的时间和效率都大打折扣

了。于是不免感慨：有此而无彼，有彼而无此，

世间许多事，都是“此事古难全”啊！

打量着书房，我的目光落在书橱左下角那

一排旧书上。那是我最早的藏书。我抚摸着

这帮“老伙计”，思绪则穿越到50年前……

1966 年，我 20 岁，在一所学校当代课教

师。“文革”期间，因为家庭的缘故，我成了“逍

遥派”。整日无事可做，无书可读，我眼睁睁地

看着青春流逝，岁月蹉跎，却又无可奈何。焦

虑、困惑、迷茫、绝望的情绪如巨大的蛛网包裹

着、萦绕着，我迷失在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光

亮，也看不到前途。

一天，儿时玩伴阿乌子急匆匆跑来，神秘

地说，“造反派”从矿务局图书馆里清理出一

大批书，都是“封资修”“大毒草”，就堆放在

大礼堂的后台，马上就要全部销毁，问我敢

不敢去“偷”。这可是天赐良机。我大笑着

跳了起来：“去！干嘛不去？这不叫偷，叫

窃！窃书不为偷，孔乙己说的！”于是，我们

约了几个伙伴同去。

我从小就在大礼堂混，可谓熟门熟路。伙

伴们身手敏捷，先翻墙后翻窗，再踩在男厕所

小便池的边沿跳下去，直奔大礼堂后台。哇，

好多书！简直是堆积如山！我们赶紧爬进“书

山”里四下乱扒拉，寻找记忆中的名著。别说，

还真的找到了一些，如《中国思想通史》《道德

经》《左传》《史记》《汉书选》《文心雕龙注》《白

香山集》《莎士比亚戏剧集》《战争与和平》《唐

吉珂德》《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等

等。包很快塞满了，赶紧沿原路撤退。

做贼到底心虚，翻窗出来时心一慌、手一

松，包掉了下来，书全都散落在小便池里。我

又心疼又慌张，也顾不得许多，赶快捡出来夹

起就跑。阿乌子一路大笑不止：“将来你有了

书房，就叫‘四味书屋’，比‘三味书屋’还多一

味，尿骚味！”

此后许多年，这个刺激的场面总在眼前晃

荡，那些欢声笑语总在耳边萦绕。现在回想起

来，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涯的开始。

关上门，便与外界隔断；翻开书，就是别番

景象。偷到书后，我一头扎进书中，经史子集、

诗词歌赋、老庄孔孟、李杜苏辛、莎士比亚、托

尔斯泰……在书中，我看到了高山大海、田野

战场、宫殿牢房、小偷国王、阴谋杀戮、爱情死

亡……我看到了精彩的世界、生动的故事、鲜

明的人物、深刻的哲理……我追随着古今先

贤，醉心于中外经典。真的是“乃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我沉湎于书中，忘乎所以。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时过境迁，辗转奔

波，几本破书始终不离不弃，读书思考一直相

伴相随。然而，当时那种奇特的感觉却再难

寻回了。

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到我这里，似可

戏套为“书非偷则无味”。无非是说人大概得

有点紧迫感，才读得进书。迅哥儿偷吃罗汉

豆，之后竟觉得“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

莫非这吃也得有偷吃的紧张感才格外有味？

打量着书房，我的眼光又落在那一排发黄

的旧书上，心想：有紧张感而无功利心，读书才

会有味道、有效率吧！

□记者 梁锋

完整的茶学应该由茶本身、茶

之道、茶之水、茶之器四个部分组

成，国内关于茶的书籍颇多，但往往

都将研究和叙述的重点放在了茶本

身和茶之道，对于茶之水与茶之器

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而由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茶器》，

则单独对茶之器进行了深入研究，

不仅能带读者读懂茶器的今生前

世，更能领略古代茶器之美。

《中国茶器》的作者周滨曾经

是一名媒体人，担任过《中华合作

时报·茶周刊》首席记者。周滨喜

欢茶，也是一个“茶器控”，尤其沉

迷于各种茶器颜色，几近成痴。

器为“茶之父”，离开了茶器，

茶就失去了生存的载体。于是周

滨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走遍了中国

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

物院、南京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南

京六朝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

除了查找当年的史籍和遗物，她还

与各种各样的茶器匠人对话。

《中国茶器》以中国王朝更迭

为脉络，讲述从隋唐到清末，整整

一千年的茶器故事。周滨用尽量

直白的语言来描述距今已有几百

年历史的北宋汝瓷、越窑青瓷、不

独建盏、南宋官窑、秘色瓷、高足杯

等茶器背后的故事。如讲述宣德

青花时，作者以“宣德青花竟然是

玩岀来的艺术”为题，十分生动有

趣。除了文字之外，周滨还用各种

出土茶器的照片作为配图，让读者

更为直观地了解古代茶器。

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品牌

茶器，这些茶器与王朝的兴衰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者在品读茶器

的过程中，也可以从中读懂历史。

中国茶叶博物馆原馆长、原中国国

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建荣

特意为《中国茶器》作了序，并高度

评价该书，将其称之为以中国茶器

为主题的一部编年史。

《中国茶器》：带你
读懂茶器的前世今生

新书推荐

《人生的智慧》

本书是叔本华晚年的作品，被

誉为幸福指南的哲学入门书。“哲

学”标签容易让很多人敬而远之，

但这本书完全不显得晦涩。作者

以优美典雅的语言阐述了自己对

人生的看法，书中讨论的事情与我

们的世俗生活也至为接近，诸如健

康、财富、名声、荣誉、养生和待人

接物所应遵守的原则等。许多读

过此书的人都深受启发，变得通

透，找到了“人是什么？人拥有什

么？别人到底怎么看你”的答案。

《浮世本来多聚散》

孤独感，是唐诗的深沉旋律，

也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这本小书

是一部赏读解析唐诗意境的文化

随笔，作者列举分析了唐诗中描写

的各种孤独：有背井离乡的孤独、

生离死别的孤独、知音难觅的孤

独······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把唐

诗纳入诗人的一生际遇，纳入他们

所处的时代背景，从诗人的故事中

寻根溯源，探寻他究竟是以什么样

的精神力量，来对抗生命的无常。

《我们选择的自己》

本书作者是“家园归航”中国

队成员王彬彬、王丽、林吴颖等

人。作者在书里分享了自己的成

长经历和故事，同时从她们在南

极进行的三周考察期间对几十名

同船的世界各地女性科学家的采

访中，精选了8个有代表性的人

生故事，其中有战胜癌症的60岁

妈妈，有巴基斯坦第天文学女博

士，还有澳大利亚女性化学院

士。用她们的人生故事梳理出一

条自我觉察、坚定信念、引领激励

的成长脉络，分享了女性克服困

难、努力成长的历程。

记者记者 刘驰刘驰 整理整理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年那月我“偷”书读
□任寿柏

知识因传播而美丽 物品因传递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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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供图

《蓝鸟》是作者俞胜耗时十年、倾注心血而

成的一部小说。小说以毕壮志和初恋宋燕秋

的感情纠葛为线索，讲述了乡村青年毕壮志在

哈尔滨十几年从无到有的个人成长奋斗史。

近 20万字的篇幅，让人在阅读时频频微笑，并

不觉得拖沓与疲乏，这样的功夫，固然是一部

好长篇所应具有的基本功力，但真正能修炼至

此的作品并不算太多。

《蓝鸟》的语言的确具备攫取人注意力的

多种要素：诙谐、幽默，但又真实、接地气。不

是故意掉书袋的幽默，也不是故意说农谚的接

地气，作者用一些看似“无错之错”的冲突为作

品涂抹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色彩，使得整部

小说灵动不已。

可读性很强的阅读体验，令人联想起另一

部著名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过，在表

面的相似之下，这部《蓝鸟》的处理显然又有其

独特之处。

两部小说的相似之一，是初恋成为了男主

角奋斗的动力根源。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

盖茨比正是为了与黛西重温旧梦才努力出人

头地，获得大量财富的。而《蓝鸟》中，毕壮志

也是为了能够成为配得上高中女神宋燕秋的

人，一时冲动辍学下海，开始了跌跌撞撞地求

富创业之旅。

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盏终年不息

的码头绿灯，《蓝鸟》中的蓝鸟亦是毕壮志爱情

的象征与希望，当17岁的他亲上了宋燕秋的腮

帮子时，蓝鸟正在枝头“偷窥”；在他人生和爱

情陷入低谷时，蓝鸟又出现了，带给他重振旗

鼓的勇气。然而，这些表面的相似在你继续深

入阅读时，便开始显出了与众不同。

“文章合为时而著”，《了不起的盖茨比》

常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与 20世纪 20年

代的美国联系在一起。那样一个企图“逆天

改命”的美国穷小子盖茨比，虽然有过人的天

赋和不懈的努力，却难以真正打破阶层的禁

锢，与他的女神黛西重温旧梦，这种阶级固化

的现实，正是小说悲剧的根本缘由之一。而

《蓝鸟》所勾画的则是一个幸运得多的毕壮

志。虽然他出身乡野，在知识改变命运的最

好时代里，却因为年轻气盛的一口气而选择

辍学，然而时代与社会的不同，让诚实厚道而

又聪明的他能够踏踏实实地奋斗着，最终重

新抱得美人归。虽然他在改变命运的时候也

曾跌跌撞撞、有过挫折，先是在哈尔滨的茂朝

建筑公司蹉跎了三年，再在搬家公司工作时

候重遇宋燕秋而颇落魄，但这些挫折不过是

他奋斗的垫脚石，他的人生之途终究是一步

一个脚印曲线上升的；虽然他在小有成就后

并没有和宋燕秋如童话般一帆风顺，但是总

体上命运还是垂青这个年轻人的，结局依然

令人欣慰。

人物命运的不同，正是由于故事背景的设

定不同而有了完全相异的可能性，如果说“了

不起的盖茨比”的“了不起”是因为盖茨比自

己，那么“了不起的毕壮志”的“了不起”则不仅

因为自己，还因为这个只要付出努力便能够让

美梦成真的时代。命运在这里有了分水岭，也

让两部小说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核。

因此，两部小说虽然都是勾连着穷小子从

无到有的奋斗史，相比《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着

墨于盖茨比奋斗有成后的生活，《蓝鸟》显然更

在意勾画毕壮志的奋斗生活。这样的着意，不

仅仅体现在主要人物线索上，毕壮志的爹和大

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顾冷嘲热讽地去夹皮

沟淘金，也许也是一种奋斗生活的隐喻。在一

个时代的奋斗大潮中，一群群小人物平凡而又

坚韧地奋斗着，为奋斗而快乐伤悲，为收获而

喜悦遗憾，皆成文章。

不凡时代中平凡的人也拥有了不起的可

能性，也许正是读者们可以放飞思绪的起点。

来源：文艺报

俞胜《蓝鸟》：了不起的毕壮志
□许婉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