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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软

弱、无能，我们在无数次的妥协和

放弃之后，还在继续妥协和放

弃。退到最后那道底线时，我们

已两手空空，只是我们的心里还

挣扎着一些不舍和不甘。有些梦

想不该被世故和艰难吞噬，只有

我们自己能为我们留下那份初

心，只为我们而生的初心，如果我

们放弃了，就再也没有保留的可

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的，有些事情只有我们可以成就，

如果我们不去做，就再也没有实

现的可能。

我们犹豫着站在那里，没有

看到太阳的升起，眼前的树枝上

却摇曳着明亮的阳光。远处传来

熟悉的歌声，不再让我们热血沸

腾，可我们的眼角还是流出了一

行热泪。我们怎么还能被感动？

也许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也许

我们还没有离开得太久，少年人

的纯粹和激昂还会在我们的心头

徘徊。飞鸟从天空飞过，带回一

些已经陌生却依旧让我们感到亲

近的记忆。我们不仅仅只是年轻

过，我们还有过很多的梦想和激

情。不期而至的感动，还可以让

我们潸然泪下，还可以让我们想

起从前，想起我们最初的诺言，最

美好的愿望，最勇敢的决定，最执

著的坚持。

我们以为我们忘了，我们却

都还记得。

我们默默地往回走。没有祝

酒词，没有鲜花和掌声，我们还是

走了回去，怀揣着羞涩和忐忑，努

力地往回走。身边竟然走着很多

的人，我们彼此注视，在心领神会

的一笑中，我们轻松了许多，也强

大了许多，每一个人的一小步，也

可以汇聚成浩瀚的洪流。

浩荡的人群中，我们依旧渺

小，可我们不再因为我们的卑微

而无所作为。世界不能因为我们

变得美好，至少不能因为我们变

得丑恶。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

世界的改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我们可以坚持不做什么。我

们没有随波逐流，我们还能有清

醒和坚守，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世

界的改变。我们少一些功利之

心，少一些冷漠和熟视无睹，就是

在善待别人善待生活。我们还在

爱着那些我们终将离别的人们，

我们还在追逐着那些梦想，我们

已经知道，很多梦想我们终其一

生也无法实现。可是我们多实现

一个梦想，这一生就少了一份遗

憾。没有爱，没有梦想和努力，也

就枉为此生。

黑暗的夜里，我们可以因为

匆匆赶路而绊倒，我们也可以安

静下来，仰望星空，寻找那些明亮

的星辰，在星光的照耀下继续前

行。当大雪掩埋了道路，如果我

们还敢于走出去，我们就可以走

进一个晶莹剔透的世界，纯净的

冰雪可以洗掉我们心底的污垢和

麻木。

（摘自《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

中国人的舌尖，与中国时间

有莫大关系。

冬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

最好的季节，这个农业民族，进入

了休闲舒展的冬闲时光。耕地罢

工，万物沉睡，但此时恰好易于保

存食物，无论水缸浸糍粑，还是窗

外挂风鸡、后厨熏腊肉，都只有在

冬季才能得以实现。闲下来的时

间里，人们钻研起了如何过年、如

何吃好。

上海，在一间只有三个桌位

的咖啡厅，导演邓洁对我细细讲

述她这两年里跑过的全国35处不

为人知的舌尖滋味。松皮扣，广

西平乐美食：五花肉稍煮，扎孔，

搽姜、酒，投入油锅，炸至金黄，捞

出投入冷水，再用腐乳酱等调料

腌制，切片，槟榔芋片油炸，与之

相间装碗，再上蒸笼蒸……她神

采奕奕地讲着，但每说一段，我就

想大喊一声——停止，这时候已

经可以吃了！可是她并没有停

止，制造美食的人们也不停止，他

们只想要更精彩、更好味。

值得吗？耗费的这些单位劳

动力，有价值吗？

陈晓卿说，为了口感，太值得

了。热爱美食是人的天性。不爱

美食的人不正常。

口感，不是转瞬即逝的烟

花？璀璨若何，又能留存几何？

但在漫长的冬闲，记得这是

漫长的冬闲。短暂如烟花的，起码

也曾璀璨如烟花。历史上的中国

不是一个计较单位劳动力的国

家。因为冬闲，造就了中国人和食

物的关系，这其中的流程与方法，

也造就了我们的民族性格。

家人团圆，祭告祖先，高高兴

兴吃一餐年夜饭，是普通人家的基

本愿望。旧历十二月三十晚上，在

万家灯火里，盛宴同时开启。

人人都在过节，春节期间你

很难从商店和菜市场获得补给，

多年来形成了一个惯例和习俗：年

前就得储备好半个月的生活物资，

谓之备年货。闽西北过年要准备

些什么？我的朋友余以琳长年在

沙县生活，在多家报纸开设美食专

栏，他回忆说：“首先是杀年猪，没猪

肉过什么年？当然也不是每家都

杀，但至少也要买上二三十斤猪

肉。”他想了一下，扳着指头说，“鸡

三只，鸭七八只，草鱼三条，豆腐十

几斤。鸭蛋100个，给客人吃；鸡蛋

100个，炒菜用。香菇、冬笋、木耳、

粉丝若干。粉干备好10斤，还要做

年糕、糍粑，酿春酒若干坛……”

“沙县的年夜饭其实很单调，

无非鸡、鸭、鱼、肉。”他说，“首先

是鸡，红菇炖鸡最好。第二道菜

是鸭，可做白斩鸭。鸡肉其实不

好吃，但大补，所以地位高，缺它

不得；鸭肉好吃，但地位低；美食

家都讲究喝鸡汤、吃鸭肉。第三

道必备的菜是鱼，一般是 2斤左

右的草鱼，细嫩；鲫鱼太小，鲤鱼

肉粗，不用。第四道菜要上猪肉，

最好是猪脚或排骨。第五道必备

的菜是海味，蛏干做汤，比如蛏干

炖猪肚；墨鱼水发，做酸辣汤，墨

鱼炖猪脚也行。

“福建畜牧业不发达，羊很少，

耕牛很宝贵，基本不吃牛肉和羊

肉。其他菜就随意了，根据家庭口

味设置，油炸荔枝肉，焖油豆腐，再

上些炒菜配酒，比如炒腊鸭、大肠、

冬笋等等，以好吃为主。”

年夜饭是一年收成的检阅，

人神共飨，所以第一原则是隆重

丰盛。一定把公认的最好食物统

统展示出来，至于是否好吃倒在

其次。第二原则是非日常化。天

天吃米饭，这时主食就要换成年

糕和白粿；你也许经常吃鸡，但这

时就要讲求气派，炖只全鸡；一年

就这么一餐，什么复杂上什么，比

如炸荔枝肉。越贫穷的家庭，寄

寓在年夜饭上的希望越大。

北方的年夜饭与南方有所不

同。天津老人宋正元介绍了他家

的年夜饭？首先是鸡；其次是鱼，

鲫鱼或鲤鱼；第三是炖肉，炖一大

锅红烧肉，吃到十五；第四道是四

喜丸子，多种馅料糅合、油炸，个大

如梨，象征团团圆圆。这些菜家家

必备，接下来的是他家独有的：第

五道年夜菜是烹对虾，第六道木须

肉，第七道炖牛肉，第八道炒白

菜。天津的年夜菜讲究8热4凉，

所以还有四道凉菜：凉拌白菜心、

酱货拼盘、炸花生米和糖醋面筋。

主食吃米饭，过午夜12点吃饺子。

我对照了一下，天津与福建的

年夜菜差异不大。鸡、鱼和猪肉都

是餐桌的主角；鸭子是南方水乡特

产，天津较少见；福建不炸四喜丸

子，但桌上会有鸭蛋或汤圆，也表

达团圆的意思；天津邻近牧区，所

以牛肉上桌，羊肉多用于包饺子；

又邻近渤海，因此有海鲜。

春节是汉族的节日。作为一

个农业民族，汉族社会的最大理

想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六

畜”就是“马牛羊，鸡犬豕”。马、

牛提供畜力，是人类的帮手，不会

轻易宰杀；南方许多地区不养羊，

我去省城读大学，才第一次吃到

羊肉；狗肉仅在秦汉之前流行过

一阵；真正为汉民族提供日常肉

食的，只剩鸡和猪了。长江流域

开发后，增加了鱼、鸭、鹅、兔等。

鸡与“吉”同音，大吉大利，遂荣登

中国年夜菜首席。猪是祭祀的三

牲之一，体量巨大，能为宴席提供

充足的肉食。鱼是较晚出现的南

方食材，被赋予“连年有余”之意，

因此堂而皇之登上北方餐桌。这

三种年夜必备食材，体现了农业

文明对于华夏民族的深远影响。

(本文为《舌尖上的新年》序)

《波斯笔记》（上下册） 李零 著
这部关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著作，是李零

研究中国史的延伸。与以往从希腊视角解读波斯帝国

史不同，本书从中国与波斯比较的视角出发，换了个方

向看波斯，也换了个方向看西方、看世界，用“我们”的眼

光重新审视东西之争和世界历史。

《大明》 柯律格 著 黄小峰 译
本书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帝王的更迭，没有面面

俱到介绍明朝的人物和事件，也没有大轮廓地勾勒明朝

的兴衰，而是为现代读者进入明代历史提供了一组新颖

的切入点：有关动与止的观念，有关文字书写的位置和

特色，有关娱乐、暴力和年龄的观念……甚至讨论明代

灭亡之后的“明代”，即明代的图像和物品是如何被重新

编排、重新想象的。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张冠生 记录整理
全 书 分 为 两 大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的 时 间 段 为

1993-2000年，为张冠生跟随费孝通时，亲笔记下了费孝

通当时的一言一行；第二部分的时间段为1981-1999年，

为费孝通生前陆续交给张冠生保存的一些谈话录资料，

不是作者在现场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但亦为费孝通的

“晚年谈话”，具有史料价值。

《中国石窟寺研究》 宿白 著
宿白是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和权威，这部书是他

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的典范性研究。本书一共收录了23

篇文章，主要是宿白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陆续写就发表

的，内容包括对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的

造像形象、窟龛形制、艺术风格进行的比较分析，进而确

定各窟的开凿年代、发展变化、阶段特征等，用语科学谨

慎，论断明晰有力。

《红军长征记》 刘统 整理注释
《红军长征记》是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

回忆录汇编，其底本是《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

关长征的最原始记录。回忆录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

节不仅体现了长征过程的艰辛，也记载了沿途的地理、气

候、民俗、生活、交通等多种情况，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

缺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 巫鸿 著
围绕“女性空间”，作者梳理了从战国到明清各个历

史阶段中女性主题绘画的发展状况——从武梁祠的列女

画像砖到南北朝的《洛神赋图》，从青楼名妓的自我表现到

展现理想化美人的《十二美人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

“女性”在各种绘画场景和时代中的不同呈现，重构其所从

属的原作。作者还结合艺术评论、时代背景等因素，深度挖

掘作品背后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相互影响，进而思考女

性题材绘画在社会、宗教与文化环境中的意义。

《胡天汉月映西洋》 张国刚 著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在东方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互碰

撞与交融的过程中，激发并形成了更加灿烂的多元文明。

本书从历史与文化视角，重点讲述上古、汉-唐、宋-明、晚

明-清中叶，“一带一路”的历史演进。透过人物、事件、器

物、艺术诸方面，深入阐述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

突与融合，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

《图说中国文化史》 吴方 著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本

书以时序为经，以文化现象为纬，分为八章，详述从远古

至明清的文化流变。内容广博而严谨，涵盖文学、哲学、

宗教、教育、经济、绘画、书法、曲艺、科学、技术等各个方

面；脉络清晰，观点鲜明，择要而言，提炼出了各个历史

时期的文化特质。行文深入浅出，学术性与通俗性兼

顾，文采斐然，精炼流畅。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 宇文所安 著
作者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诗学传统为参照，通过英

文翻译和文本解说的方式，为读者梳理和阐发了中国文学

思想的渊源、特征、核心观念与发展脉络。作者对文本的精

细解读和中西传统互参互照的独特视角，使本书独树一帜，

成为东西方读者阅读和了解中国传统文论的必读经典。

《“山中”的六朝史》 魏斌 著
在六朝江南社会，“山中”这一地理空间发生了巨大

的变迁。随着佛教山寺的兴起、道教洞天体系和山中修

道的宫观化，一些山岳成为寺馆集中的宗教圣地，江南

山岳完成“名山化”的过程，文化景观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和地理格局。作者立足山岳，全面搜集正史以外的宗教

文献、文学作品、石刻史料等，打通佛道二教，透过若干

个案的“深描”，细腻地展现了山岳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

（从山神祭祀到佛道寺馆的过程），佛道与民间信仰在山

岳中活动的复杂关系。 （文字整理 欧莉）

岁末年初，各大出版社都会交上一份“成绩单”，盘
点一下近一年出版了哪些好书。近期，各大出版社的
年度好书榜纷纷出炉，编者将陆续把这些榜单分享给
大家，也省去大家选书的烦恼。

“

《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
作者：章珺
出版：作家出版社

曾经拥有的和未曾失去的
□章珺

《舌尖上的新年》
作者：陈晓卿 等
出版：中信出版社

因为冬闲，所以有舌尖
□张婷

三联书店2019年度十大好书

说起家说起家，，总会让人从心里产生出一种温馨的感觉总会让人从心里产生出一种温馨的感觉。。过年了过年了，“，“回家回家””这个词更容易这个词更容易

拨动我们的心弦拨动我们的心弦。。大年三十大年三十，，从遥远的他乡匆匆赶进家门从遥远的他乡匆匆赶进家门，，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

眼含泪珠眼含泪珠，，却一副灿烂的笑容却一副灿烂的笑容；；父亲拿着酒杯倒上几两小酒父亲拿着酒杯倒上几两小酒，，看似淡然看似淡然，，却会不时看上却会不时看上

你一眼……屋里弥散着亘古不变的亲情你一眼……屋里弥散着亘古不变的亲情。。

羁留异乡的日子里，回家越

来越虚化成一种感觉，细腻绵长

的感觉，连缀着我们的一生一

世。

章珺通过回看老照片的形式

与家人在作品中团圆，与读者在

共同的情感中相遇。四代人的故

事和老照片，串联起的是中国的

百年历史，四代人生命延续着的

空间，是一百年家国与家族历史

的记忆、追索、倾诉与感念。书中

人物的经历是几乎每个中国家庭

都有可能经历过的，丰厚的记忆

和情感，不只属于家族，也属于我

们风雨与共的家国，在历史的深

处，追想当今家国精神的锻造。

在章珺笔下，她的文字就是她归

家的足印，浩浩荡荡，处处乡愁，

铺展成饱含诗意的长卷。

这本书对“亲情友情爱情”

还有“故乡和远方”等乡愁里的

核心命题做了深刻动情的描绘，

道尽了人何以回家何以乡愁的

根由——沧海桑田，中国人的情

感，永远美好而丰盛。

我们回家，独自一人，或者

带上我们浩浩荡荡的子孙，归乡

的路抻得老长老长……（欧莉）

编者有话说

走向那魂牵梦绕的家

本书是一部中国人的关于

家国之爱、家族之爱、家人之爱、

故土之爱的历史长卷。作者通

过回看老照片的形式与家人在

作品中团圆，与广大读者在共同

的情感中相遇，一起回家。文章

字里行间满含着作者对故乡、对

亲人、对朋友的充沛感情，是一本

能打动人心的书。

本书也是旅美作家章珺在

两年内推出的第四部作品。

2018 年，她推出长篇小说《此

岸，彼岸》和散文随笔集《电影

之外的美国》，2019年出版了长

篇小说《三次别离》。

过年了，回家吃饭！陈晓卿团

队辗转几十座城市、乡村，为读者

奉上一册最值得中国人感念的新

年美食读本，只为解答每一位中国

人心中的味蕾密码与时空情节。

《舌尖上的新年》分久等、远

来、甜蜜、有心、饕餮五章。全中国

的飨宴，在这里绽放。书中，陈晓

卿、黄磊、赵珩、沈宏非、温瑶、小

宽、萧春雷、郭亦城、殷罗毕等知名

美食家、作家、文化工作者，从各个

角度，深情撰文。

这里有舌尖上的美味，更有过

年的真理；有最高端与最简朴的烹

饪秘籍，也有让人掩卷沉思的乡愁

故事；有他乡，有故园，有连接起迁

徙与轮回的千丝万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