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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舟记》是一部文体特殊的作品。它的体裁
应该归属于海洋船舶民族志，但作者既有冷静客
观的立场，也有深度的参与和强烈的感情，同时，
由于该书对复原古船技术过程包括各种材料、数
据的详细记载，它又具有科普性质，兼备民艺复
兴的自觉追求。

这部作品之所以如此特殊，跟作者许路的
身份与经历有关。许路出生于福建诏安，海风、
海景、大帆船，从小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即使
随着岁月移转有时会被遗忘，在某些契机下也
会悄然复苏。“记忆和梦中的迷雾慢慢散开，儿
时从诏安老家来的大帆船，时隔三十年后重新
明晰起来。”

2004年，许路跟随汤氏家族的“金华兴号”出
海。“金华兴号”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帆船历史的
仅存硕果。牵风作业的活态存在、生产方式和经营
方式，为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提供了独特的历史
见证，其物质和非物质遗存都极具价值。然而，“金
华兴号”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当年年底，它就被
变卖拆除，汤家人仿佛失去了长久以来的目标和
传统生活的方式，许路隐约有了念头：假如新造一

艘中国帆船去环球航行，会怎样呢？
在许路与伙伴们的努力下，复原项目启动

了，它的成品就是“太平公主号”。这是一艘仿赶
缯战船，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它于 2008 年 4
月 13 日正式开航，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因意外撞
击而失事。

《造舟记》以朴素的文笔翔实地记录了这个过
程，因其朴素，因其翔实，显得真实而动人。“太平
公主号”失事了，但不是失败。从现实层面，这次外
力撞击的数据反倒更证明了船体结构的牢固程
度，它的建造方案和工艺流程是珍贵的研究资料。
从精神层面，“太平公主号”就像一个梦，一种理
想，一次奔赴。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的“造舟”愿望，
有些人踌躇不定，让它一直空白；有些人果断无
畏，终让理想实现。从文化层面，“太平公主号”是
中国古代木帆船的复原和完整呈现，停留书面的
研究和实践的操作建造肯定有很大差异，只有动
手去做去摸索，才能弄明白更多的问题，这是一次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积极抢救。

“太平公主号”以实体的木帆船形式出现在
人们眼前，它的造型，它的美感，它予人们的印

象，是纯粹的“中国味”。当我在网上搜寻纪录
片，看到它的形象，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郑和
下西洋的历史记载，我们的船队曾经扬帆远航，
穿越太平洋，进入印度洋。我想起李约瑟曾经说
过：“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
特错的。”中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造船和航海历
史，是善于造船和航海的。《造舟记》打捞了失落
的历史。

历史在发展，技术在更新，木帆船的退出，是
无法避免的。“太平公主号”的制造过程，遇到了很
多大大小小的技术问题，这艘船并不是完美的，在
这个时代，它甚至是落后的，即使成功航行，它在
速度等方面也远远赶不上现代的轮船。但落后的
是否就该被抛弃呢？我们为什么会对“昨日的世
界”依依不舍？因为来时的路径里藏着我们珍贵的
回忆和镌刻在时光里的情感。文化记忆如果在快
速度里被撕裂，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根，《造舟记》
就是在努力维系这条连接记忆的线。

“太平公主号”成为了过去，但是，它不是沉寂
心底的往事，它时时在许路心里的汪洋航行着，所
以，才会有这部《造舟记》的问世。 文/林颐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和
文化记忆，这份天然的情感共鸣，是分不开、割不
断的。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日常器
皿，还是典藏珍宝，无不体现出其所处时代的生活
风貌，而这也可以从陶艺作品中窥见一斑。《陶艺
美学录》以纪实笔法，展现了江有庭、蔡晓芳、杜辅
仁等中国台湾15位陶艺名家的创作与心路历程，
以及为中国陶艺传承与创新进行的不懈探索。

起点或有不同，但初心、毅力惊人的相似，这
些专注于陶艺的匠人在追寻、复原中国传统文化
的道路上，运用不同材料、配方和烧造方式，赋予
陶土新的内涵，将个体生命和时代特征融入陶器，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艺风格。

天目茶碗，大抵起源于北宋时期，属于纯粹的
质感陶艺。开窑的一刹那，黑色茶盏上浮出的釉
滴，如鸿蒙初开时无边暗夜中悠然睁开的一只只
眼，摄住了江有庭的魂魄。他将这些由黑釉幻化
出万相的茶碗称作藏色天目，一千多年来，无人
发现的隐藏于黑色中的秘密，在他的窑炉里被一
一破解。“我不做天马行空的创意，只力求让最单
纯的东西有最完美的展现。”这是江有庭的创作

之道，其作品实现了艺术最终令人安静、安定的
正面作用。

在中国台湾陶艺界，杜辅仁是很独特的存在，
他赋予了陶器“悠然见南山”的人文气质，有着毫
无妄念的沉静感。对于技巧，杜辅仁不感兴趣，他
注重的是一种自然、豁达的心态，修炼到一定程度
时，便会随性、自然。在他看来，一个盘子，插花就
是花器，装食就是食器，用作装饰就是装饰品。“我
的陶艺，是生活态度的展现，跟艺术、自然有关，我
很少会谈这是什么土、什么窑。陶器可以用来喝
茶、插花，但展览的时候，有对生命的感受，陶只是
表象。”在诠释自己的陶艺作品时，杜辅仁表现出
更为超然的诠释和理解力。

而与大多数陶艺家专注一种陶瓷不同，蔡晓
芳试图还原出中国陶瓷发展的整个脉络。人们聚
焦于一个时代，他关注的却是千年传承。在他的作
品架上，从汝窑的天青变作龙泉窑的梅子青，脚步
便从北宋踏进南宋；当青花的蓝化为郎窑的红，便
又从元代的行云流水进入清朝的雍容华贵。对于
这些成就，蔡晓芳只是微微一笑，自称运气好。其
实，每一次探索所经历的失败与激动、沮丧与欣

喜，全被悄无声息地吸纳进流动的釉色里。瓷器虽
沉默不语，却最能映衬人心。

宝岛陶艺源自中国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深受
多元文化影响，更能融会贯通。汝窑、钧窑、郎窑、
青花……流转千年的中华传统之美，焕发着新的
无穷魅力；盘、壶、杯、瓶、罐……这些重又回归的
日常用品，在人们的使用中，生动地诠释出当代生
活美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陶艺家又何尝不是一名魔
力非凡的炼金师？陶瓷来自泥土，来自大地，他们
用一颗心、两只手，历经无数个昼夜，将其貌不扬
的土和釉药点化，使其泛起迷人的光泽。他们对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中国陶艺在国际化的创作
语境下大放异彩，多元而又独立，充满了持久的
生命力。

器物当中，自有乾坤。岁月洗练后，不变的是
对陶艺的执著与坚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
之心，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心灵归属。
制陶的过程，亦是文化认同的过程。陶艺，见证了
两岸同根同源，千年不熄的窑火，照亮千古不朽的
匠心。 文/刘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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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赵三大爷的鬼魂来
还生前欠我们家的债；鳖精
化成人形考取功名，还会往
家里写信，甚至还用金子酬
谢；女子不愿嫁给父母指定
的对象，成亲当天张开手臂
飞上了树梢；还有神秘莫测
的吃铁成精的“铁孩子”……

作者莫言深受蒲松龄的
影响，他的童年睡前故事就
是村里老人讲的聊斋式的奇
人奇事。他说，村子里有很多
人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满肚
子都是神神鬼鬼的故事，爷

爷、奶奶、父亲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这些故事经过沉
淀、创作，便成为了他的“奇奇怪怪故事集”。

全书18篇故事，分为“奇奇怪怪的动物”、“奇奇怪
怪的人”、“奇奇怪怪的事“三个部分”。莫言采取多种叙
事手法，从一个话题延伸到另一个话题。但同时，该书又
涉及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展示了几代人百余年的生
活旧事，似乎是作者告诉读者，人生本就在真与假、虚与
实之间，充满了“奇奇怪怪”与“荒诞”。 （毛渝川）

《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
莫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周围人对自己的期待是鼓励，但
有时候也会变成无形的压力。当一个
从小被当成“神童”的人，突然感到力
不从心、难以继续学业时，他会面临怎
样的境况？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
的小说《在轮下》中，男主角汉斯自幼
聪颖过人，被父母、老师、邻居等等都
赋予了巨大的期待。为了不让大家失
望，汉斯将自己的学习生活排得满满
当当，最终也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神
学院，在与世隔绝的学校里拼命学习。
后因用力过度而身体衰弱，成绩倒退，
不时受到老师的训斥和同学的耻笑。
最后因为得了神经衰弱症，再也无法

继续学业，只得返回家乡当钳工为生。但他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的环
境，已经不能再让他成为碌碌无为的钳工。社会的歧视和生活的失意
使他觉得仿佛跌在无情而庞大的车轮下，最后选择投河自尽。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而平庸，成不了大人物，也成不了领头
羊，削足适履的生活只会让我们难受。《在轮下》是悲剧的，但它可以提
醒我们学会如何接受平凡的自己，以及不惧流言蜚语、过好属于自己
的生活。

《在轮下》
（德）赫尔曼·黑塞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4月

大象，作为最大的陆地哺乳动
物，我们对它的了解却太少。如何
读懂大象的小动作？和人类共享
90%以上基因组的大象有着怎样的
喜怒哀乐？我们又该如何与它们和
谐相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最后的大象》将提供一个更加深入
了解大象知识的机会。

这一本典藏级非洲大象科普
书，也是一本以像翻杂志一样浏览
式阅读的书。书中包含非洲顶级野
生动物摄影师拍摄的375张精美震

撼的纪实照片，呈现出大象的每一帧精彩细节。这本书包罗了非洲
的森林象、草原象、沙漠象，通过摄影图片，读者几乎能够了解非洲
大象的全貌。

书中通过40多名研究人员、动物保护主义者、护林员等多样的视
角，讲述了非洲象群的生活和大象的生存现状。书中既展现了大象可
爱、智慧的一面，也揭露了大象被残忍杀害、象牙被偷猎的惨状，还有
非洲大陆上人们为大象生存和福祉做出的不懈努力大量的大象图
片。阅读《最后的大象》，读者可以更加了解大象，明白它们目前所存
在的困境，从而更好地去爱护它们，与这群非凡生物和谐相处。

《最后的大象》
（南非）唐·皮诺克、科林·贝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南的长篇纪实文学《微笑的格桑花》深情
记录了青海省玉树市第一完全小学大唐画室孩
子们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讲述了在陈有龙老师
和其助手多杰才仁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逐渐发
现自己的艺术潜力，一步步成为小小艺术家的曲
折经历。

一场地震，曾经摧毁了玉树人民的可爱家园，
但也矗立起人与人之间爱的长城。2014年，青海省
知名画家陈有龙老师，从西宁到玉树第一完全小
学支教，由此大唐画室问世。

开始，由于有人担心学美术影响文化课学习，
画室学生稀稀拉拉。后来，通过陈老师“掏心窝子”
的讲座和更尕校长的大力支持，使大家统一了思
想认识——美术是人生走向精彩的动力，文化课
和美术课不仅不是仇家，反而是一家人。霎时间，
原本只能容纳35人的大唐画室，一下子挤进50多
个孩子，高峰期多达150多人。

扎巴随画室的小伙伴们到北京运河边作画
时，他的即兴作品《北京运河霞光》尚未完稿，就当
场就被一位收藏家相中；扎加因其画作《冈仁波
齐》的设色极为复杂，甚至不比有些成名画家逊
色，因而引起州委书记的关注，当得知扎加辍学
时，州委书记亲自过问，硬将他从小商贩队伍中拉

回课堂。
陈老师支教期满前，决定举办一次画展，意在

向一完小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做一次总结汇报。
于是，扎西才仁的《林间小鸟》、尕松达杰的《秃
鹫》、它扎的《鹈鹕》和《白鹭》、扎西拉毛的《天鹅》、
更求才措的《斑头雁》、措忠的《锦鸡》等，一幅幅佳
作呼之欲出……大家震惊了！画展还没结束，《三
江源报》社长才仁当智打来电话：大唐画室孩子们
的画和诗歌上报纸了，要给孩子们发稿费！

很快，陈有龙支教一年的时间到了，州领导找
他谈话：“一完小的孩子需要您！玉树需要您！”就
这样，陈老师和他的妻子作为特殊教育人才同时
被引进到玉树。

此后，18 个孩子怀着对三江之源的热爱，把
心聚在画上，把才华荟萃在这原本普通的木板
上。他们虽然只是小学生，但作为一个来大唐画
室参观的外地人，你仿佛从他们的画上听到了长
江、黄河、澜沧江充盈着无限内蕴的呐喊，仿佛感
受到了来自雪山的呼唤。

作品中的扎巴、扎加、洛松丁增兄弟、“饼干宝
宝”才仁永吉等藏族孩子，大多家境贫困却富有美
术天赋。正如何南在《后记》中写到的：“对于他们，
放弃就废了，重视就对了，有爱就贵了，有理想就

飞了。”自从孩子们走进大唐画室，一切都变了模
样——他们告别迷茫，面前延伸出一条路，两边开
满鲜花，沿途蜂飞蝶舞，直通魅力四射的艺术殿
堂，他们和他们的理想，也正像格桑花一样灿然绽
放，散发芬芳。

大唐画室成立以来，共培养了 600 多名小画
家。在“经典中国”全国少儿书画大赛、“ICAA”国际
少儿书画大赛、第十三届全国少儿书画大赛中，大
唐画室的孩子共获得包括 23 个特别金奖在内的
200多个奖项。

陈有龙老师光荣退休后，作为大唐画室新的
领路人，多杰才仁“萧规曹随”，延续了陈老师的美
术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意识，让绘画
的主题和题材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

格桑花在藏语中有幸福、美好和顽强的寓意，
因此也被称为幸福花。我们今天能静下心来读一
读《微笑的格桑花》，相信你一定会与他笔下一位
位鲜活的人物相遇，那一个个在逆境中不畏艰难
险阻和青春励志的故事，那一张张在追梦之旅中
获得激励和掌声时小憩的笑靥，不就是在阳光下
绽放的格桑花吗？

格桑花灿然绽放，犹如孩子们的笑脸，它的美
丽和香气陶醉了很多颗心。 文/尹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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