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晓林 著

内容简介：《马可·
波罗行纪》是中世纪欧
洲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的书籍之一。至今东西
方学术界的马可·波罗
研究皆历时长久。《马
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
本与礼俗》从马可·波罗
出发，着眼于礼俗领域，
运用文本比勘方法，重
点利用新出碑刻史料，
研究元代中国的一幅幅
历史场景。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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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喜欢抱怨自己
怀才不遇，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孔
子却认为：一个人不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
己，只担心自己没能力。《论语·宪问》载：子
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
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
人之不己知也。”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在
孔子看来，只要自己有能力水平，机会就会
随之而来，英雄必有用武之地。

人们非常熟悉的两位历史名人的故
事，也能佐证孔子的观点。姜子牙钓鱼遇
文王，得以一展才华，大器晚成，为周王朝
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诸葛亮被刘备三顾
茅庐，结束躬耕隐居生活，展现他经天纬地
之才，辅佐刘备形成三国鼎立之局。还有，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将进酒》里狂叹：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俗语也讲，
酒香不怕巷子深。

有一则寓言，或许能更加明白地呼应
孔子这一观点。传说，有一位年轻人为他
一直得不到重用而十分苦闷，求询一位智
者：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平？那位智
者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丢到不远处的乱
石堆中对年轻人说:“你先去把我丢出去的
石头找回来，再告诉你。”年轻人在乱石堆
中翻了半天，最终无功而返。因为每一颗
石子看起来都差不多，他分不清楚究竟哪
一颗是智者扔出去的。接着，智者又将自
己手上的金戒指扔到那堆乱石中，让年轻
人去找回来。这次，年轻人没费吹灰之力

就找回了那枚闪着金光的戒子。智者还没
说话，年轻人就觉悟了：如果自己仅仅是一
颗石子，而不是金子时，就不要抱怨命运的
不公平。

其实，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为人处世，
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
和能力。当你自怨自艾、怨天尤人之后，是
否该好好检讨一番：为什么我只是这个样
子？为什么我没达到目的？为什么会遭遇
困境？有哪些地方没做好？该如何改进？
等等。

所以说，闪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金子，
但是金子总会发出光芒。一个人不怕别人
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有真本事，没有真
学问，没有真才能。一切操之在我，一切应

求之于己。无须感叹生不逢时，只要练好
本领、做好准备。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
备的人。

练好本领、做好准备的方法，仍然无外
乎要立德修身，找准方向，刻苦学习，孜孜
坚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把
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充分展现自己的

“闪光点”。冷水的温度达到了，自然会沸
腾。飞机的速度达到了，自然可以起飞。
英雄的能量攒足了，必定有其用武之地。

天冷了，北风呼呼地刮着，满目萧条，
无桃红柳绿；冰天雪地，不便访亲问友，心
也跟天气一样冷清，只好躲进书房里，轻轻
把窗子关上，把寒风和冷气死死地关在窗
外，只听它愤怒地拍打窗户。我不理不睬
地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书取暖。

若是朱自清先生《春》一类的诗文，一
串串桃红柳绿的句子，一一窜入我的眼
帘，春天那急促的脚步声隐约可闻，春天
的阳光那样明媚，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
窗前恍惚，人影绰绰，是大人小孩都跑出
去放风筝了。和煦的春风吹拂，像母亲的
手一样温柔，那桃花肯定烧红了整个山
坡，烧红了半个天空。林子里鸟鸣不断，

吱吱喳喳地叫着春天，处处闻啼鸟，这林
子热闹得非常，冬天的萧条冷寂哪里去了
呢？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描写夏天
的诗句，让你感到浑身的骚热，诗中那老
农，满头大汗，还辛辛苦苦地挥舞着锄头。
烈日当空，火一样的阳光炽烤着大地，老农
滴下的每一滴汗水，都“丝”的一声被干裂
的呢土吸了去。如此滚烫的诗句，让你感
觉到了烈日的狂热，晒在老农的身上，却仿
佛烤在你身上，阵阵发热。

读到“大江东去浪滔尽”的亢奋诗文，
不仅是诗的激情，更有声音的高亢。诗里
那抑扬顿挫的节奏，一紧一慢，收缩有力；

响亮清脆的字音，掷地有声。每吐一个字，
都要凝神静气，做一个深深的呼吸，把气压
到腔内，既而喷薄而出。一吸，整个胸腔都
在使劲地收缩着；一呼，整个身体的肌肉彻
底放松。这一吸一呼，整个身体都在运动
着。声音放出来，回荡在书房里，很是令人
亢奋。

有时书桌前置一两杯酒，往往是读书
时，清读有些乏味，便产生一些癖好，即常
配些小吃，作读书的佐料，尤其一两口醇香
的美酒，不在多，就一两口。读到热烈精彩
之处，情不自禁地抓起杯子，轻轻抿上一
口，满嘴香酒，酒入书肠，跟书中的字句陪
在一起书的兴趣更浓。书香酒香，充溢着

书房，谁还想到窗外呼呼的北风呢。再说，
自身就不胜酒力，一两口入肠，满脸通红，
浑身骚热；再是手舞足蹈，有时竟是大汗淋
漓。不禁推开窗户，让冷风冲进来，凉凉爽
爽。他人见了，好生奇怪：此君子，大冷天，
屋里不见生火，空有一堆清书，是什么弄得
他如此火热？

可又有谁能解我心中的味呢？读书也
能取暖，暖身也暖心。

书香暖身
○ 莫景春

英雄必有用武之地
——读《论语》有感

○ 宋骄阳

《时机管理》
内容简介：如何充

分发挥时间的价值，是
每个人关注的问题。过
去，我们提倡的方法叫
作时间管理，即按照时
间制定工作计划，在规
定时间内争分夺秒地完
成工作。丹尼尔·平克
的新书《时机管理》提供
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时
间不是用来规划的，时
间是用来选择的。时机
管理强调将人与任务完
美地结合起来，顺应个
人节律来安排每一项任
务，让个人的工作与生活更高效。作者引导读者一步
一步定制出专属于自己的方案，找到你的时机，并将之
运用到工作与生活中。

丹尼尔·平克 著

内容简介：在无生
命的地球上，生命的诞
生有多不可思议？那就
像你往地上倒积木，而
落下的积木恰好码成了
一座城堡。是不是很神
奇？《生命是什么：40亿
年生命史诗的开端》这
本大师小书便是聚焦生
命之谜的核心：生命从
无到有的质变一刻。没
有繁琐的公式，也不会
赘述基因或者化学反应
的种种细节，作者埃迪·
普罗斯用他诗意而贴切
的比喻，带你跨越学科
的门槛，直面生命的本质问题，让我们看到在40亿年
前生命诞生时刻的壮丽风景。

《生命是什么》

埃迪·普罗斯 蓍

内容简介：对于世
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来
说，如果能收藏一件米
开朗琪罗或者拉斐尔的
作品，就足以拿来当作
镇馆之宝了。而在梵蒂
冈博物馆，则奢侈地收
藏着这两位旷世奇才倾
其毕生心血的巅峰之
作。《创世：梵蒂冈博物
馆全品珍藏（修订升级
版）》收录了梵蒂冈博物
馆340余位顶级艺术大
师的976件馆藏珍品，一本书可以抵一座家庭美术馆，
不出门也可看遍顶级博物馆藏品。

（本报综合）

《创世》

读书管见

安雅·格雷贝 著

“瑟伯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绝顶的幽默讽刺天赋，是
美国的珍宝。”美国的《新闻周刊》这样高度评价詹姆
斯·瑟伯的小说。

詹姆斯·瑟伯，二十世纪杰出的美国作家、漫画
家。他素以冷面滑稽的幽默讽刺小说闻名，尤其擅长
以富于洞察力又妙趣横生、跳荡不羁的笔触描绘现代
生活，刻画大都市中的小人物。他的文字笔法简练新
奇，荒唐之中有真实，幽默之中有苦涩，被人们称为“在
墓地里吹口哨的人”。

读他的小说，仿佛一个幽默的、滑稽的、表情夸张
的一个老头在耸着肩膀，边摊开两个手，边绘声绘色地
给你喋喋不休地讲着故事。他在用着各种象声词生动
地模拟着各种声响，同时附带着各种夸张的面部表
情。他的小说中人物性格饱满，个性鲜明，文字又辛辣
幽默。他擅长用生动的笔触刻画大都市中的小人物，
笔法简练新奇，荒唐之中有真实，幽默之中有苦涩。

瑟伯的幽默就是对他那个时代阴郁的一瞥，也是那
个时代的档案记载。其“幽默内脏”无情地揭露当下美国
社会的弊病和都市人的情感危机。他喜欢从哲理的高度
审视人类的生存状态，荒唐中有欢愉，苦涩中有泪水。

在文学上，瑟伯被喻为“幽默大师”。他是全美知
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漫画家，其作品也深获海明威、
艾略特等人的喜爱。《生活》杂志称他是“美国最令人不
安却非常有趣的幽默作家”。早在1951年，《时代》杂
志就将瑟伯选为封面人物，肯定了他在文学上的成
就。2013年，本·斯蒂勒自导自演的电影《白日梦想
家》，更是席卷了当年度美国电影奖项，故事就改编自
瑟伯的极短篇《詹姆斯·瑟伯的私密生活》。

瑟伯的文风像伍迪艾伦：不张扬、不炫耀、不强势、
不灌输。有着神经质的絮絮叨叨、诡谲的天马行空、不
露声色的冷嘲暗讽。他所要传达的只不过是“自己的
人生遭逢”而已。读他的文字就像在与一位嘴角带着
一丝坏笑、绝顶聪明、心有灵犀的哥们闲聊，——一边
聊一边竖指暗笑：这哥们真够毒舌啊。

瑟伯一生的作品繁多，他写散文、写故事，也有随
笔、寓言、回忆录、童书、剧本等创作。他擅长交叉使用
肢体式的幽默、荒谬的情节、神经质的人物与双关语，
让故事情节一路堆叠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再戛然而
止。读完瑟伯的《想我苦哈哈的一生》，我不禁掩卷伏
案大笑。这部自传似的小说更像一个话剧舞台，让生
活中许多的小人物登台表演，仿佛或在不同的时空，所
有曾经在瑟伯生命中的不同路过者，都因为他的幽默
风趣的文笔呼之欲出，如同镀上一层闪闪发光的光芒，
而鲜活地活在故事之中，并陪伴着不同年代的读者一
同哈哈大笑。其实去理解生命里总会发生的悲伤，无
论是人性的弱点、天生的残憾、体制的不公或者永远不
请自来的意外，才能表现出真正的幽默。

不曾深夜痛哭过，不足以谈人生。詹姆斯·瑟伯，教
会面对悲剧人生的超脱与幽默。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
不论遇到什么境况，都要笑着把余生的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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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如果我们对于鸟兽
草木之名孤陋寡闻，那么对于理解孔子编订的《诗经》
就会出现困难。“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那些《诗经》中的植物，追根溯源，其实很有
意义。以“蒹葭”为例，蒹葭，即芦苇，禾本科。《本草纲
目》云：初生为“葭”，开花前为“芦”，花后为“苇”。芦苇
与芦花有别，生于水畔为芦苇，其叶柔韧，可编苇席；长
于山坡为芦花，其花芒絮状飘忽，可扎笤帚。

《诗经》让“蒹葭”成为美雅之词。以上对于“蒹葭”
的阐述，出自于厦门诗人和作家子梵梅的《草木有情且
美》这本著作。作者为一百种草木，各吟一首诗、写一
篇传、留二三倩影。每一株草木，都有一份静默幽长的
美。在静默幽长的草木世界里，让我们与《诗经》相遇，
回到遥远、寂寞而又温暖的心灵故乡，寻得身心的安
顿，唤醒每一颗沉睡的诗心及其爱意。《诗经》三百零五
篇中，有一百四十四篇涉及植物，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
数字和现象。草木之于先民，草木之于今人，在子梵梅
看来，诗歌最能够承载它的天然秉性，唯有诗歌最能释
木。

每一种草木的根部，都活着人性的善恶美丑，因此
才有《楚辞》以香草喻君子、以恶木比小人的借喻。南
海出版公司最近推出的《草木有情且美》包括山有嘉
卉、朝饮木兰、苔深不归、变相的园林四章，共写作《诗
经》植物四十七种，《楚辞》植物十种，唐诗植物二十五
种，其他植物二十八种。凡出自《诗经》《楚辞》、唐诗的
植物，每首诗前面均附有相关诗句的引文及出处。一
百一十种植物均附有本草拾遗，以助了解和阅读。除
植物学意义上少量的知识外，多为对中国古代文献和
普通百姓熟知的各种传闻习俗的拾掇和衍生，是个人
视野和感知的主观印象记，大多是些野史杂说和谐趣
谬想，取材随性散漫，不考证、不析疑，意在让这些草木
的性灵活在一个人的经验和想象世界里。

就我而言，最喜欢的就是前面的“本草拾遗”，信息
量很大，但并无卖弄之嫌。譬如关于蒹葭的，初生为

“葭”，开花前为“芦”，花后为“苇”。再如关于“采薇”
的，采薇采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没有开花的豌豆苗或
者是野豌豆，即巢菜，可作食用菜蔬，观赏植物，牧草或
绿肥。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作者还精心搭配了图片。
没有图片，那些简短的诗句将干瘪而黯然失色，若诗篇
富丽鲜活，那是因为有图片的映照。可见图诗互承，互
为完善，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诗歌的丰富和饱满。

世间喧闹，不如和草木约一段情缘。草木是大自
然的精灵，有诗心的人才能懂。草木无言，只播撒了素
美的种子，让那楚辞之月、唐诗之风、宋词之雨浸润这
古今的时光。一个女子如果懂得与草木相约，平常的
日子也会淡淡生香。春到人间草木知，本书力图从更
加隐秘甚至荒诞的角度，去挖掘和彰显草木的性情。
此书不钟情于书写花前月下柳浪莺语，不热衷于科学
普及，而是从人的草根性和草木的内在精神出发，去抵
达草木与人的共通之处。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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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
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
起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
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
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
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
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
而不肯认输的。 ——海明威《老人与海》

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才会变得才华横溢，当我的
生活步入正轨时，我开始跟你一样，像你忘记我那样忘
记你，然后忘掉那些痛苦，开始变得平庸可耻。我不愿
这样，也不愿意这样，我无法触及你，你就像盖茨比的
梦，璀璨无比，却又触不可及。前方的路上诱惑太多，
我没有盖茨比那么了不起，我可能走上其他的路，无法
一直追逐你的脚步。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得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
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

——贾平凹《秦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