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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花的《江南
药镇》，以故乡磐安为
创作蓝本，用亲切自
然、诗意优美的语言，
巧妙地将磐安的悠久
历史、中药文化和求
实奉献的磐安精神融
合在一起。童话一气
呵成，新颖独到，厚重
中有灵性，质朴中有
华美。如果你也有一
颗“长不大的心”，读
读这本书，恐怕会感到
无比亲切，立即对上

“暗号”。
本书以新加坡华

侨庞深携曾孙女庞安
安回磐安探亲为叙事
脉络，重点讲述了庞安
安和几个要好的同学

一起探索大自然、了解中药文化、寻找乡村奇趣的故事。这故
事经验本身并不算复杂，时间的幅宽也十分有限，字里行间充
盈着作者的巧思与丰沛的情感投入。

这部童话是作者沉潜和酝酿很久的作品，通过自己灵动的
文字，带着读者直接走向童年的温暖地带：猢狲岭、八阵塘、猫
埠头、蝙蝠洞、大烟囱等。除此之外，他在写作过程中对中药、
曲艺、太极、甲骨文等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呈现出渗透到日常
生活肌理之中的鲜活姿态。童话因与小城故事、中药文化有着
难以切割的牵连而自成一路，贴地流淌。作者在书中写中药文
化，并不是为了讲故事和展示知识库存，而是意在当下，关怀现
实和测照未来始终是他童话的灵魂所在。在故事中，作者始终
有着割舍不断的故乡情愫，他对磐安自然景观的描写，地域风
情的抒发，展现出他丰厚的生活底蕴和真挚的人生态度。在创
作中，他尽力避免有闻必录和记流水账似的写法，而是赋予作
品经历一种崭新的认识和深入的启迪。

作者把他所生活的孩童世界里所发生的事都纳入在这本薄
薄的童话故事里，同时也不乏虚构的、想象的、童话的元素，如
那只两百岁的力大呆萌的庞阿龟，群居在岩洞里的猴子，燕子
和麻雀之间的争论等，作者在现实和童话之间切换做到了游刃
有余。表面上看，作者像在写故乡的故事，实际上是营造了一
种氛围。读者可能并没有真的和他的故乡发生直接关系，却能
在阅读过程感受到童年气息。在这种气息中，一起回味共有的
记忆、曾经的体验，甚至曾经的梦想、凡俗和平淡。

作者的语言与气息凸显了其写作的独特气质，并在书中延
续了这种独特性，这使他的童话整体呈现一种温暖、包容的气
质。始终凸显着真实自然、深刻透彻、深沉厚重的爱，点点滴滴
都直面现实生活，有如身临其境。

书中还有一种“真”，这种真，既是所写人、情、物情境的
真，也是蕴含于字里行间的作者人格力量的真，品性的真。作
者的这种抒写是真实的，是对生活的回忆、见证和诠释，是与
传统文化的对话，也是与自我心灵的沟通，带着一种温暖的光
亮。因此，他在处理题材时往往更平实、更日常，他能够把普
通人的平凡生活纳入到大的时代视野里，这需要特别大笔力
才能写出来。作者显然已经具备了发现生活、捕捉题材、洞掘
诗意的强大能力。其童话从主题深化、文本拓展等多方面进
行深入探索，庞大的体量中蕴含着纷至沓来的情节以及丰富
饱满的情感，极其耐人寻味，让人不禁感慨传统文化的博大和
深邃。

这本童话故事的另一个特殊的价值，在于文学地理学和传
统文化推介方面的意义，作品很独特地写出了磐安这样一座小
城生生不息的底蕴和力量，以极小的视角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
兴不可阻挡的伟大步伐。

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的历史，这些历史彼此之间更多情况
下是各自居住在封闭的空间、文字、心灵里。作者巧妙地将这
些童年记忆激活，通过想象将它们投射到作品中，最后形成一
种隐喻，由此唤起一种童话诗意。

“激活”童年记忆
◎吴荣强

新 芽 方晓淦 摄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的《巨浪下的小学》，是
以日本“3·11大地震”为背景，以大川小学为叙述
中心的一部纪实作品。在这场灾难中，大川小学
仅有4名学生和1名老师幸存，其余在校的74名
学生和10名老师全部遇难。

日本地震多发，学校的选址和建设都有严格的
标准，每间学校都有地震“应急手册”，日本民众对
地震的应对也相当有经验，政府也于第一时间发布
了海啸预警。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川小学还是伤亡
惨重，不得不让人疑惑其原因。作者花费六年时间，跟踪走访大川小
学遇难者家属，最终为读者呈现了这部有感情、有深度的作品。

作者记录了遇难者家属追究真相的过程，同时，他在书中披露此
次大川小学的悲剧发生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该校防灾应急手册
的内容完全套用了通用的版本，然而这一通用版本根本不合适大川
小学，且在接到海啸预警之后，副校长无视部分学生提出的正确建
议，固守应急手册的指导，将学生们错误地带至学校附近的安全岛，
最终导致学生和老师被海啸吞没遇难，包括副校长自己。

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在于灾后的问责。灾难发生后，大川
小学校方百般抵赖，拒不担责，只承认“粗心大意”。虽然这场拉锯
战最后以遇难者家属的胜诉告终，但是整整耗费了六年时间，许多
家属心力交瘁。灾难发生后，总能见到人们说“逝者安息、生者坚
强”，然而“坚强”却不似说说这么简单的。对于遇难者家属而言，与
所爱之人天人永隔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漫长的疗愈过程，有的人或
许终其一生，都无法走出失去亲人的锥心之痛。灾难甚至造成人际
关系的撕裂。本书里写了两位母亲，她们原本是关系很好的邻居，
其中一位的孩子幸免于难，而另一位则承受了失去。这不同的境
遇，导致两位母亲的关系根本无法再继续维系下去。

对遇难者家属，物资帮助固然重要，心理疗愈更不容忽视。对于
他人而言，灾难的发生亦是生命教育，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生命
只有一次，在有限的生命里，与其碌碌一生，不如努力让自己活得更
有价值。和睦、宽容、友爱、互助，时时怀念，时时放下，就是对自己
最好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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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欣
欣

闻闻““香香””识识““宝宝””
◎周 洋

黄晓南的《香港旧
书店地图》，全景式介绍
了15家香港旧书店，以
及 26 处“有旧书卖的
地方”，作者自信“涵盖
香港现存旧书店绝大
部分”，谓之将港岛的
旧书风景尽收笔底似
不为过，正可弥补我辈
爱书人无法亲往淘书
的遗憾。

在科技发达资讯便
捷的今天，要了解香港
旧书店的地理方位、经
营门类等信息，只需网
上搜索立等可得。人们
之所以格外青睐那些关
于书店的书，更希望从
中读到旧书店背后的故
事。作者是爱书人士，
曾遍访台湾从北到南的
旧书店写成《宝岛旧书店之旅》专题报告，获台湾地区对外推广的12
种特色旅游线路之一，因此深谙读者心理。他把香港旧书店分为“三
大老店”“中新世代”“洋书宝藏”等六大门类，书中不仅有探店览书
之趣，更有与店主的深度交流，这样就避免了那种浮光掠影式的泛泛
而谈，而是抓住每一家旧书店的个性品格，写出其最富神采的一面。
比如，内地书友仰慕已久的神州旧书店，作者不仅用“面积最大，藏书
最多，经营最具规模，招牌最响当当”等几个“最”字概述其貌，更是
通过店主欧阳文利先生如何在13岁时入行旧书铺做学徒，如何抓住
时机自己创业奠定“神州”品牌，又如何数次搬迁辗转多地挺过经济
低谷，最终凭借敏锐目光和谦逊的姿态，终将神州旧书店做成闪亮的
金字招牌。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一家旧书店的创业史，更是香港市
民力争上游、永不言败的精气神。

经营一家旧书店，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积极拥抱新兴
的商业模式，不断吸引年轻的买家成为新的客户。在这方面，作者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本科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信报》担任财
经记者十余年时间，多次摘得财经新闻写作大赛冠军，这样的专业
背景，使他走进旧书店后很自然地就会从经营视角观察每一处细
节。他给笔下的每一家旧书店都归纳出三四条经营特色，有的与
旧书货源相关，有的涉及销售策略。作者是1983年出生的香港本
地“后生仔”，对那些年纪相仿的新生代旧书店主格外关注，写起他
们的故事也特别得心应手。譬如，位于太子荔枝角道宝丰大楼的

“我的书房”旧书店创办人莫思维就是一位80后，因自幼爱书，所
以动念自己开店卖书，他头脑精明又甘愿吃苦，开辟网络社交平台
上的书店专页并用心打理，利用互联网与年青一代买书人形成良
好互动，短短几年之内已经扩展至三家连锁门店，让我们不得不对
香港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道德经》究竟是本怎样的书？它论述
了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又表达了何种政治
主张？对此，《<道德经>智慧100讲》以专
题解读的方式，进行了由浅入深的阐释。

本书作者刘笑敢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
学院特聘教授，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
究中心主任。他常年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
史的研究，尤其在老庄哲学研究领域，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一部五千字的《道德经》厚
重而深邃，以《道经》和《德经》、81个章节的
丰富内容，诠释了宽广的思想内涵，洋溢着
无穷的生命智慧。

作者针对《道德经》中所涉及的道、自
然、无为、正反等深刻诘问，分传道篇和解惑
篇两个方面，广泛联系当今现实生活，对老子
于书中深刻论述过的天道、社会、人性、治国
理政等命题，逐一予以再解析、再阐发。他以

“悲悯天下万物，照亮曲折人生”作为引文，高
度评价老子“对世间万物有非常深沉的爱和
悲悯的情怀，绝不仅仅是冷眼旁观。”这一理

性而又客观的品评，完全将世人眼中那个“无
为而治、与世无争”的老子形象颠覆成既心怀
天下苍生、又超凡脱俗的侠义形象。解析中，
作者在大张旗鼓地为老子正名的同时，还对
普罗大众在阅读《道德经》时，出现的一些误
读进行了纠偏，并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道德
经》版本及注本，做了常识性的普及。

作者认为，老子在《道德经》中，集中笔
墨论及了“道”的深层含义。一方面，他说

“道” 是宇宙万物的本根，是事物生发的总
根源；另一方面，他又辩证地指出——可以
言说的道，不是永恒的道；真正永恒的道，是
不可言说的。这就像万物生长一样，任何事
物都是朝着有利于它发展的趋势演进的，老
子为此进一步告诫说，人也应该效仿自然，
做事时只管做事，不与人争是非短长。这也
由此衍生出老子系列学说中，比较重要的

“道法自然”思想。除此，他还从老子学说对
现代企业管理，礼仪道德与治国理政相辅相
成的关系等层面，全面论述了老子在《道德
经》中所涉及的“自然观”“政治观”“天下观”
等宏大命题。并在此基础上，将老子的“无
为”主张，与孔子的“中庸之道”、庄子的“清
静”学说做了纵横两方面的比较。从文化传
承、文明互鉴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老子在道
学推广和运用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作者的心目中，老子的学说从头至尾
都带有强烈的思辨性。他把万物生长的自
然规律创建性地运用到家国治理方面。规
劝天下的治理者，不要刻意地去设置许多的

“规则”，而是要像帮助万物自然生长一样，
帮助百姓自然而然地达到淳朴和富足。正
如他一再重申的“无为”，绝不是教人不思进
取，而是强调要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学会
合理的取舍，使人与自然、社会的发展，都能
在相互均衡制约中，达到和谐的统一。

读中华圣贤之书，需要这样饱蘸地气而
又意蕴深远的书，更需要这种亲民的诠释态
度，这何尝不是道法自然在文化宣介上的一
种生动体现呢？

娓娓说娓娓说““道道””
◎刘昌宇

《天下徽商》一共五册，采用通俗易
懂的文字，通过一个个故事呈现历史上
的徽商情况，反映了一代代徽商始终与
时代同行、与家国同生的风采，是近年
来对徽商研究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

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我国皖南
徽州府的商人集团。明朝时期，被万山
围障的徽州只有1.2万平方公里，面对

“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村
庄）”的现实环境，徽州人不得不在种地

之外谋求新的生存方式。环境的现实
原因、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播以及
徽州牢固的宗族制度的影响，徽商迅速
崛起。

此套书分别从“辉煌岁月”“文化风
流”“仁心义事”“义利之间”“新时代
新徽商”等五个维度展开叙述，着重整
理了以徽商为代表的徽州人在明清六
百多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以
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

尚信崇义是经商最难能可贵的品
质，“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影响了中国几
千年，而受儒家思想长期浸润的徽商，
更是将义利放在首要位置。他们认为，

“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当义利不
能兼顾时，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在《一
诺二十年》一章中，徽州商人胡文相在
挚友仇谅臣死后的二十年，不但替友人
保管其生前留下的财产，还竭尽全力资
助友人妻儿，这个故事充分展现了徽商
尚信崇义的优秀品质。

此套书讲述了徽商在盐、典（当）、
茶、木、粮食、布绸以及饮食业、刻书业、

渔业、制墨业、杂货业、牙行等行业发展
中经历的兴盛与衰落，将镌刻在历史岁
月中的那些闪耀的名字刻进书页深处，
让一代代人在纸墨中感受徽商的优良品
质与大写的处世态度。徽商代表的不是
任何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群体，他们曾
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无数奇迹，徽商的
足迹活跃在海内外各个区域，可谓“遍
布宇内”。作者以朴实的文字，铺展开
一个个小人物的创业发家史，他们曾为
一个地域的生存发展四处奔走，谋出路
他们曾将感恩写进骨骼深处，致富崛起
后，家国危难时，捐资报效的大义之举
感天动地。这个商人群体，贫穷时开拓
创新，敢为天下先；富裕时慷慨解囊，热
心公益慈善事业。作者用朴实笔触，真
实地再现了徽商“遍将膏泽洒人间”的
社会担当和大无畏精神。

徽商是安徽人的骄傲，它秉承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进取、创新、合作、
诚信”的徽商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安徽人，秉承着徽商精神，现代徽商如
雨后春笋般蓬勃崛起，创造了新的商业
奇迹。

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陈 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