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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喜
欢上植物。

其实植物一直陪伴在我的
身边。小时候，放学回家，书包
还没放下，母亲就会提醒，快去
割草，羊都饿半天了。那时，碧
绿鲜嫩的青草，也只是饲料而
已。房前的土坡上种着不少树，
父亲多次说，再过几年，那几棵
杨树就可以砍下做檩条了，那棵
老榆树，能做柁。至于蔬菜和粮
食作物，以前农村人都会亲手播
种、侍弄和收获。那时最讨厌
的，就是杂草，旋花儿斩草除根
了，它还能存活；有一种俗名“拽
倒驴”的草，根像焊在地上，劲头
小一点儿的人根本拔不动；葎草
永远生机勃勃，稍不注意，就会
登梯爬高，占据领地和领空，清
理它们的时候，时常会被其浑身
的小刺割伤皮肤。

后来在家里和办公室养些
花草，看中的是它们的绿叶和鲜
花，也只是我生活的点缀而已。
至于其他方面，诸如生命进化的
神奇与伟大，我丝毫没有想过，
直到近几年。

也许是年岁渐长，阅历增
加，脚步放慢；也许是看了《植物
知道生命的答案》《种子的信仰》
《花朵的秘密》《杂草的故事》这
些书后，反正在不知不觉间，我
发现了植物越来越多的了不起
的地方，例如蒲公英的小伞，爬
山虎的小爪，水葫芦的霸气，马
齿苋的坚韧⋯⋯其生存的努力、
生活的简约和精神的境界等方
面，一点儿不输动物——甚至，
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在细胞学建立之前的漫长
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植物和动物
的差别是天上地下。动物有神
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有
大脑，能奔跑，等等。但后来，植
物学家发现，植物不但有细胞，
有血液，它们甚至也是以DNA作
为遗传物质。所以有科学家形
象地说，假如你拿一个动物细胞
和一个植物细胞给一个外星人
看，他一定会说，啊，真是太相似
了，它们肯定来自同一个星球。

大概我们只看到
了动物和植物的外在
差异，而忘记了一个基

本的事实，植物和动物来自同一
生命之河的源头，虽然有些遥远，
但只要稍微想想，这是再简单不
过的常识。常常是这样，基本的
常识最容易被忽略，例如，品德
比知识更重要；例如，老师也曾经
是学生，而学生，都是孩子。

丹尼尔·查莫维茨在《植物
知道生命的答案》中的表述，我
特别喜欢：

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是，
从一个广泛的层次来说，和我们
有相同生理特征的不仅仅是黑
猩猩和狗，还有秋海棠和巨杉。
当我们凝视盛花的玫瑰树时，应
该把它看成是久已失散的堂兄
弟，知道我们能像它那样觉察复
杂的环境，知道我们和它拥有相
同的基因。当我们打量一棵在
墙上攀爬的常春藤时，我们也要
知道，如果不是远古时代发生的
不可预料的事情，我们也免不了
在墙上攀爬的命运。我们看到
的是我们自己演化的另一种可
能的结局，在大约 20 亿年前分
道扬镳的演化路线的结局。

这种诗意的表达如果你仔
细体会后就能发现，这已经不是
学术文章的语言，而是有着纯文
学的优雅和美丽。进一步看，还
有宗教博爱的光芒闪耀，我们芸
芸众生难以开悟大概是因为分
别心和执着念太多。我常想，对
教师而言，悲悯、爱怜、宽恕、善
良等品质不知比知识和能力重
要多少倍。

比起动物来，植物有很多优
点，例如，植物比动物更忠诚于
大地，站稳了脚跟，一般就不再
移动。可是，环境变了怎么办？
比如，酷热难耐，天寒地冻，洪涝
干旱，牛羊啃食，等等。

自然有办法。例如，沙漠植
物的抗旱能力，简直到了惊人的
程度，仙人掌为了减少水分蒸发
并保护自己不被动物啃食，甚至
把叶子蜕变成了坚硬的利刺。
例如，好多植物会分泌化学物质
来抵御动物的侵犯。例如，植物
会想出各种办法让种子传播，有
的种子有翅膀，能飞，像翅葫芦、
萝藦之类；有的会弹射，像凤仙
花、紫藤之类；有的进化出了钩
子，会搭顺风车，像苍耳、鬼针草
之类⋯⋯40多万种植物几乎占
领了地球的各个区域，它们适应
了从赤道到南北极的各种气候环
境。这些植物都明白一个基本的
道理，不能改变环境，那就必须改
变自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对比一下我们老师，很多人
不见得比它们心思活泛，懂得变
通。例如，教学硬件差，生源不
太好，学生阅读有障碍，等等，不
少老师会怨天尤人，推卸责任，
却很少有人从自身反思，思考改
进的策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
胶柱鼓瑟者倒大有人在。

很早以前，就有植物学家把
植物分成了被子植物和裸子植
物。被子植物的茎里有一根一
根的导管，可以大量运输从根部
吸收上来的水分。而属于裸子
植物的针叶树，很古老，没有进
化出这种导管。它们代替导管
运输水分的，是细胞和细胞之间
的小小缝隙，这些缝隙，可以一
个细胞接着一个细胞地把水分
传递上来。

这种方法跟导管传递水分
相比，效率太低了，但这套系统，
竟然也有一个胜过导管的优点。
导管中的水分一旦冻成了冰，再
化开时产生的气泡就会形成一个
小的空洞，原本相连的水柱就会
断开，也就没办法再传递水分
了。可是，裸子植物的针叶树，比
如松树，它们是一个细胞一个细
胞传递的，即使被冻住了，依然能
传上来。正是这个原因，松树才
得以在寒冷地区健壮地生长。那
么多高大挺拔而姿态美丽的松树
占领着冰天雪地，我们会自然得
出一个结论：古老的办法不一定
落后，并不一定要被淘汰。这也
使我想到，古老教学手段和方法
就一无是处吗？例如，那一手漂
亮的粉笔字，那虽然不如播音员
但是深情的范读，老教师那像说
书艺人一样的讲述⋯⋯也该继
续保有一席之地吧？

如果你曾经亲近并了解过一
棵年迈而沧桑的古树，你一定会
被它的精神风貌打动。我去年在
灵峰山邂逅过一棵直径近两米的
银杏，三个人都不能合抱，抬头
仰望它高入云天的枝丫，顿生崇
敬之感。但一看树身上的标牌，
它已经1100岁了，也就是说，
它一年也就长粗2毫米左右，这
该是怎样的“慢生活”啊。

韩愈在《师说》中说，是故无
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
之所存也。是不是也可以说，无
论动物和植物，真理存在之所，
就是老师存在之处。从这个角
度说，植物虽沉默不语，但大智
若愚，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高级
中学教师，《读者》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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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来不是脱离生活而存在的孤立概念，对教师而言，
文化与生活更应是如影随形、相生相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
发展进步，教师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呈现丰富多元的趋势。
本期我们聚焦的三位教师，在黑胶声中构筑对世界的想象
与理解；在对植物的观察中获得教育的感悟；浸淫故纸，在
收书藏书中品味得书之后的欣喜之情、空手而归的茫然若
失……他们对各自文化生活的记述和思考，可谓精彩且独
到。您如何理解文化生活，您的文化生活有着怎样的样貌？
期盼对教师文化生活有兴趣有见解的读者来稿畅谈分享，电
子邮件请发送至：4462849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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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我买了一张直飞日本
的机票，打算从有马温泉一路杀到北海
道，《情书》的取景地小樽。机票、酒店，
甚至连米其林三星的餐馆都订好了，新
冠疫情暴发，只好果断而无奈地取消了
行程。但是我反手又买了一张清明节飞
日本的机票，想当然地以为两个月疫情
怎么也烟消云散了。谁知到了清明，我
们连学都没有开，还困坐家中上着网
课。这就是我的2020年，与全球共命运。

我一向这么形容自己：不定期买书
狂、资深业余音乐爱好者、非专业旅游达
人。因为疫情，不能外出旅游，也就意外
地有了大把的时间待在家中，重新整理
自己的藏书和藏碟。疫情在家期间，我
把所有的黑胶碟全部完整地听了一遍。
因为没法远行，又把家中客厅装上书墙，
把家中所有的书籍理了一遍。理碟、听
碟、理书、翻书，加之疫情稍缓后可以出
门淘碟淘书，虽不能满世界瞎逛，但也还
勉强把一年支撑了下来。

以前虽然像个饕餮一样，随走随买
了不少黑胶，但是很多都没有仔细听，也
没有仔细研究，浮光掠影，错失了许多有
意思的东西。

近些年，我逐渐开始从听CD转成听
黑胶。CD声质虽好，却不及黑胶温暖庄
严。因灌录技术的原因，黑胶的声音虽
没有 CD 纯净，有时伴有蚕豆声和沙沙
声，但较CD更真切，更温暖，更有年代
感；而且黑胶需轻拿轻放，听时不能快进
快退，也不能选择曲目，只能细细听完，
比听CD更有仪式感，更能走进音乐。黑
胶的封面大多是极精美的图片——或是
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的照片，或是音
乐会现场照片，或是西方著名的绘画，或
是国外著名的风景名胜，本身也是可以
当作艺术品收藏的。我有一张拉赫马尼
诺夫弹奏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的碟子，RCA留声机小狗版，封面就是拉
赫马尼诺夫的双手特写，显得异常庄严。

我的黑胶大多由国外购回，而且都
和书店有关——东京神保町、纽约
Strand书店门口、费城二手书店、格林伍
德Grove书店⋯⋯凡有书之处，大抵有黑
胶出售，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妙的缘

分。哪怕是国内的黑胶，我也基本上是
在南京的学人书店购得。

封闭时期独居家中，能特别真切地
感受到自我与外界的隔离，精神上有难
以排遣的孤寂和苦闷，上课、写稿，还有
打游戏都不能疏解这种精神上的孤独。
唯有音乐，可以抚慰人，让人在压抑中不
至于崩溃。我听得最多的要数马勒的
《第二“复活”交响曲》。马二第三乐章
结束，在低沉绝望的铜锣残响中，女中
音开始吟唱《原始之光》：“噢，小红玫
瑰！人类在很大的困境中，人类在很大
的痛苦中，我宁愿身在天堂。我行至宽
阔路径⋯⋯导引我向幸福的永生！”这
段歌词选自德国诗人克罗普斯托克的
《复活》赞美诗。歌词正合当下的心境
和企盼。困坐家中数十天，眼看着清明
将至，疫情还未结束，巨大的阴影笼罩
在心里。试问谁的心里不期待着世界的
复苏呢？《复活》恰如一剂良药，在阴霾中
给人心灵的慰藉。年轻时听马勒只觉得
是一堆乱码，随着阅历的沉淀，我真切地
感受到马勒交响曲中那种巨大的混乱与
悲痛，恰如切利比达克所说的“方寸乱
尽”。只有生活向你展露出它的真实面
目时，你才会真实地听懂马勒，真实地
爱上马勒。马勒的音乐中不仅有混乱和
悲痛，还有对新生的无限希望和渴求：

“我这一把尘土，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复
活。神召唤了你，他将给你不朽的生
命，像种子一样你将被播下又开花结
果。”这又使人温暖。混乱而和谐，也
恰如这个时代。

令人反复为之着迷的，还有柴可夫
斯基，柴四的柔美，柴五的宽广，柴六的
悲怆，柴一钢琴协奏曲的宏阔，小提琴协
奏曲的热烈，《天鹅湖》的纯情，《胡桃夹
子》的灵动⋯⋯都令人回味再三。我的
收藏中柴翁的作品最多，尤其是柴四和
柴六，我都有着诸多版本。他是一个在
悲痛的世界中不断寻找爱与温暖的灵
魂，虽然最终堕入死亡虚无的深渊，但却
留给人间无比美好的精神慰藉。

还有拉赫马尼诺夫、贝多芬、舒伯
特、布鲁克纳、巴赫、莫扎特、肖斯塔科维
奇⋯⋯这是一个无穷的世界，虽然我已

经听了将近三十年，但是依然沉浸其中，
越是在艰难的岁月，越是感受到音乐带
给生命的巨大抚慰。

然而，听黑胶，不仅是一种精神上
的抚慰，也是一种别致的学习。

黑胶唱片的背面都有曲目、作曲
家、指挥家、演奏家的相关介绍。哪怕
是日版的黑胶，曲目和指挥家、演奏家
的名字也还是英文。以前时间有限的时
候，很多黑胶只能听听，没能把封套好
好读读。辛丰年曾经说要“读乐”，他
说的是读谱，我没有读谱的能力，但是
在阅读中也能加深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补足自己音乐知识上的漏洞。

黑胶的封套是个百宝囊，黑胶封套
背面会有曲目的介绍，甚至封套内部会
有单独的内页详细介绍作曲家、指挥家、
演奏家，或是歌剧台词、配乐诗歌，等
等。细读它们，便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
冷知识。我有一张伦敦唱片公司出品的
196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唱片，指挥是
博斯科夫斯基。博斯科夫斯基是维也纳
新年音乐指挥历史最长的指挥，也是让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享誉全球的指挥。我
听了很多遍，但是这次疫情期间才好好
地研读封套背面的文字，上面详细介绍
了圆舞曲的来历。我以往只是知道约
翰·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之父老约翰和
圆舞曲之王小约翰，但是在奥地利，和老
约翰·施特劳斯同时期，还有一位约瑟
夫·兰纳，他和老约翰共同奠定了圆舞曲
的基础，让这一艺术形式从酒馆的舞曲
变成了全社会流行的社交音乐。在保
罗·朗·贝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兰
纳的名字是排在老约翰之前的，但是他
42岁就英年早逝，而老约翰又长年在国
外演出，因而名声比兰纳大。在这样的
细读中，每每能增进自己对音乐和音乐
史的理解，有些内容读专业的音乐书籍
也很难见到，而在听碟的过程中只要仔
细阅读黑胶封套，便多有偶得。

有时候听乐和读书也能结合在一
起，听《威廉·退尔序曲》，突然发现
威廉·退尔的英文是William Tell，心
生兴趣，翻开手边 1899 年版的 《A
Guide to the Opera》（ 《 歌 剧 指

南》），其中“威廉·退尔”的写法是
Guillaume Tell。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
别呢？原来，罗西尼虽然是意大利人，
这部歌剧却是根据法国剧作家的剧本创
作的，因而 Guillaume 是 William 的法
文。法文属于日耳曼语，而William是
日耳曼语Wilhelm和罗曼语Guillaume的
融合，这是征服者威廉带给英语的变
化，他在11世纪征服了英格兰，让古
英语这种日耳曼语与罗曼语结合，走向
了现代英语。小小的William就是这个
历史的一个缩影。从歌剧《威廉·退
尔》的法语版本引发的疑问，让我窥见
了古典音乐无限的延展性，它根植于整
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任何一个
细小的细节，都可能和广大的历史发展
产生意想不到的联系。

因为所藏黑胶大多为日版，看看日
文的翻译也颇有意思。《天鹅湖》日文
翻译成“白鸟之歌”，威尔第的《茶花
女》译作“椿姬”，莱翁卡洛瓦的《丑
角》 译作“道化师”，格里格的 《晨
曲》只译作一个字“朝”⋯⋯然而，更
多的是片假名，茫然不知何解。

整理之中，也会发现错版，或是纠
正自己自以为是的错误。错版虽然遗
憾，但也饶有意趣。曾经买过一张米尔
斯坦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打开
却发现里面是布鲁克纳的第五交响曲。
2020年发现自己买的卡拉扬指挥的大黄
标《天方夜谭》，壳内是一张不知道是
什么曲目的四重奏⋯⋯错版买多了，会
把某些正确的知识误认为是错误的。许
久以前买过一张德沃夏克的《第九“自
新大陆”交响曲》，封套上写着No.5，
我以为是错版，2020年因疫情在家，得
以详细研究，才知道德沃夏克前四部交
响曲一开始是被排除在交响曲作品表上
的，因此《自新大陆交响曲》实际是德
沃夏克出版的第五首交响曲，因此此曲
首次出版的时候编号就是第五，早期出
版的这首交响曲编号都是第五。若不是
细细阅读不同版本德九封套中的文字，
可能我一直会以为我买的是错版。

疫情稍有好转，我按照2019年的
计划把客厅的书墙装了起来，之后便是
几个月旷日持久的理书过程。一边理
书，一边听碟，使得这看似不可能的
任务得以缓慢地完成。及至把所有
的藏书归类上架，我欣欣然享受
着坐拥书城、逍遥读书的快
感。

最近在学人书店淘了一
批黑胶，品质很高，颇多绝
品。但是购得当晚黑胶机和
功放就因为小区变压器波动，
全烧了。家中220伏的电器夷
然无事，甚至我在京东买的
110伏转压器都运转超稳，只有我
辛苦从京都车站Bic Camera背回来、因
为上了乐桃的当多付了几百元运费的两
台110伏电器全部烧坏。

这是什么征兆？让我在不流转中看
见流转之书，又在不流转中看见流转之
物的毁灭。2021年如之何？疫情未真正
消退之前，暂且在乐声与书蠹之间，遥想
未来世界的面貌吧。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在黑胶声中遥想世界
杨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潜
心教书之余，身染藏书之癖，闲暇时几
欲奔走游行在访书途中。那时书价低
廉，购买古籍碑帖者寥若晨星，依靠微
薄薪水尚可购入，我平时谨行俭用，节
衣缩食，唯嗜书成瘾，那个幸福而难忘
的时代，为我积累藏书奠定了厚实的基
础。后来书价日渐腾贵，很难在古籍书
店和书市上淘到心仪之物，不得不辗转
南北孜孜以求，其中甘苦，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有得书之后的欣喜之情，有
空手而归的茫然若失，每每想起购书的
历程，万千滋味交织于心。因浸淫故纸
日久年深，如今藏书小有规模，从数量
上来说，藏有二百余部、三千余册线装
古籍。每每夜阑人静，星月交辉之时，
妻女酣然入睡，我放下心头俗事，孤灯
如豆，披览考释，精心研读收藏多年的
古书旧籍，感受着无穷无尽的乐趣。

十年前我收藏一部明万历凌稚隆刻
本《五车韵瑞》，此后爱屋及乌，深深
地喜欢上音韵学类典籍，箧中值得称道
的就藏有三种，最善之本便是《五车韵
瑞》。还有一套明末坊刻本 《韵府群
玉》，此书天头处蠹痕累累，被虫蛀得
斑驳陆离，然通篇佚名朱墨批校，字字
珠玑力透纸背，值得细细考究。另有一
套康熙刻本《韵略易通》，用洁白如雪
晶莹如玉的开花纸抚印，精美绝伦惊艳
异常。数年来我把这些满心喜欢的典籍

放置在案头，埋头沉溺于旧籍理书遣
日，轻轻翻阅着一页页发黄的旧纸文
字，好像一个个古人端坐在眼前，与我
促膝而谈心神交融。

《五车韵瑞》得书于2010年寒假伊
始，我从陕西长武县购置而来，白棉纸
初印，煌煌二十厚册，展卷之下赏心悦
目。那天下午四时左右，我乘坐长途大
巴车前往陕西，抵达长武县城时夜已阑
珊，天色阴晦，似有酿雪之意，零零落
落的灯光像害了病一样虚弱，照着冷冷
清清的街头，北风掘地三尺，嗖嗖冷气
往脸上横吹，寒凉直入骨髓。我脸色乌
青，不停地搓手跺脚，耐着性子等待卖
家。良久，才看到有个人影向我蹒跚而
来，是个白净瘦小的年轻人。简单一番
寒暄，我便跟着他穿行在冷风呼啸、寒
气浩荡的巷子里，经过七弯八拐，方才
进入一个临街小门，屋里煤炉的火光已
渐渐微弱，各种杂七杂八的书籍堆置在
地上，纷然杂陈，所有古籍均用很小的
透明塑料袋包装起来。我拥着微弱的火
炉仔细翻检，所卖的线装书无非是旧时
启蒙读物，且为刻板漫漶的劣陋之本，
余则多属医籍残册，古时多悬壶世家，
医籍藏量颇丰，但我对此并无太大兴
趣，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翻找，就在几乎
不抱希望时突然惊鸿一瞥，乱书堆中夹
杂着一套惊人秘册《五车韵瑞》，仅此
一套，远非满地俗本可比。我很快以善

价购入囊中，挟书而归，喜不可言，欢
喜程度自忖也绝不低于郑振铎先生当年
发现脉望馆杂剧时的心情，大有古人

“咏而归”的惬意，得书后的喜情足以
抵御萧萧寒风。

我喜欢明刊珍稀之什，归来细检此
书，明万历凌稚隆刻本，一百六十卷，
白棉纸抚印，白口，单栏，半页十行，
行二十字，书品堪称上乘，尚保存着四
百多年前明代原装，原签俱存，古香袭
人，藏印累累，朱墨灿然。是书首有陈
文烛序，次谢肇淛序，次目录。首页版
心下刻“吴兴沈润镌”，书内版心下镌
刻工名贞公、元、守、杨等，若古书残缺无
序无跋，更无刊刻牌记，可供鉴别的主要
依据便是书口所载的刻工题名，据《中国
古籍版刻辞典》所考，沈润为明万历年间
吴兴刻字工人。是书为明万历年间凌稚
隆依元代阴时夫《韵府群玉》体例编订而
成，与《韵府群玉》同为清康熙时期张玉
书等人所编《佩文韵府》之蓝本，《中国古
籍善本总目》P1077页有著录。在每一韵
之下，先列出一小篆字，后以韵隶事。凌
稚隆，字以栋，号磊泉，明代学者、雕版印
刷家，著有《史记评林》《汉书评林》
《史记纂》等。

是书序前钤“鲁光祖印”朱文方
印，鲁光祖为明代甘肃鲁土司衙门第八
世土司，曾任西宁参将，凉州副总兵，
洮岷副总兵，后从甘肃巡抚叶梦熊到宁

夏征讨鞑靼哱拜，因功升迁南京大教场
总理提督。最值得称奇之处是扉页钤一
藏书铭印，朱文长方，文凡六行，行十
一字，印文达六十五字之多，占去少半
篇幅，“鲁氏家藏书籍不旨志切好古不
远数千里博得若干同志假观者幸谅边地
无书远求惟难珍赐完璧甚母况匿损坏遗
失迺见注爱注爱之甚广武鲁光祖伯顯父
识”，考此印文，用语高雅，似在告诫
世人聚书之艰，当倍加佑护，如此巨款
朱文长印，在中国藏书史上亦不多见。

此书递藏有绪，四百多年前被赫赫
有名的鲁氏第八世土司鲁光祖庋藏，鲁
氏土司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现在
土司衙门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建
筑依山傍水，一进数院，气势恢弘，殿宇巍
峨，俗称“三十六院、七十二道门”，颇具王
侯气象，有“小故宫”之称，是甘青边界众
多土司衙门中最具宫殿风格的古建筑
群。历代鲁氏土司苦心经营，保境安民，
为明清两代王朝立下不朽功勋。

我家距离鲁土司衙门仅三十公里，
因购藏一部四百余年前土司故物，每当
和朋友路过其地，便免不了大肆炫耀一
番。千金易得，奇书难求，是书辗转他
乡，几易其主，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如今
被我购入囊中重返故地，手抚古本，感慨
沧桑，藏书的辛苦与快意也莫过于此。

（作者系甘肃省兰州市第三十四中
学教师）

猎书薄记
常得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