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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想从让生
活过得更美好这个角度，寻找一些支持的话，
那大多数人都会聚焦到宋代。正如陈寅恪先生
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
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样说
来，关注宋人的世界，不仅对过好我们的生活
有所助益，对民族文化之复兴也颇为重要。

说文化复兴未免话题宏巨，如何过好每个
人的生活，则不可回避。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
时代，再来看这个问题，则有两方面的深意。

一方面，文化传承并非如技术演进，有着
单向度的迭代进化；实际上，我们面对宋人的
生活美学，往往需仰视方见其全貌，实无居高
临下的自信。另一方面，对生活的细腻品味，
对生活中美的敏感，对于闲暇日少，节奏激荡
的现代人来说，本非所长，时代之大势使然；
这让我们怀古之时，又颇生艳羡之意。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共业因缘，
一味摹古并不是好主意。但无论怎样，总需先
了解古人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其精神世界
又有怎样的气象，方才谈得到推陈出新，找到
当下的方式，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既有内涵、又
有趣味，同时具有无限延展的空间。

这便是我们关注宋代茶文化的意义所在
了。

一杯茶的知识储备

无论是理解古人的生活美学，还是我们要
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与着手。

一是知识与技术的层面。如同我们品一道
茶，仅仅能说出真好！恐怕是不够的。总要有
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感受其结构与层次，从
而有更好的体验。这方面古人是要言不烦，尤

其是《茶录》与《大观茶论》，都能直指问题
核心，对今日颇有启发。而作为巅峰时代贵族文
化的代表，徽宗的品鉴理念，更是大大超越时代，
其对口感中重量感、空间感、平衡感的把握，实
际上与现代葡萄酒领域专业人士颇能沟通，而
反观其后的茶叶品鉴，则似乎是退步了。

不仅如此，即便在对山场与工艺这些技术
范畴的理解上，宋人似乎也超过当代。这多少
令人困惑，但想想这个时代，更多的关注点在
于市场、销量、利润，那对于一些可能“无
用”的知识与技术的忽略也便可以理解了。
《东溪试茶录》中对山场分布，茶园划分，品
种特性等方面的记述，不仅开了品茶山场文化
的先河，甚至可以说是今人尚未逾越的高峰。

黄儒的《品茶要录》则更多的关注工艺方
面的问题。面对工艺，古人往往有更开放的视
野，不会奉某某茶国家标准为圭臬，只是比较
不同侧重点的口感差异，这也给今人颇多启
发。更值得关注的是，古人的工艺的丰富性，
这就又涉及到背后的观念了。

古人相信我们的世界运行阴阳相生，五行
运化，有着内在的和谐，今人则往往不以为
然。我们不必迷信古人的观念，这是对的，但
是却往往忽略了今人的局限。什么局限呢？从
工艺的角度说，现代人往往只关注一个参数，
杀青到什么程度，焙火到什么程度，含水率达
到多少，形成了一种线性的思维，无形中误以
为只要达到这些参数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衡量
一款茶的好坏，并不限于这些，以生物分子成
分之多样，结构之复杂，可能有的内涵物质，
有的参数我们并未充分认识。古人因为上述的
观念，思维的发散，反而会做一些不厌其烦的
工作。比如反复加水研磨，过黄时水火并用、
多次锤炼。这些方法或许有提升的空间，但是
这样的操作却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一下子

打开了众多的可能。
这些不仅在技术上对我们会有启发，在观

念上，也会让我们的操作充满生机与趣味。而
如果我们对《北苑别录》里面的工艺详细梳理
的话，会发现，宋茶看似奇怪的工艺，和唐代
以来的外丹、丹药传统密不可分。基本上每一
个操作，都能在丹药制作中找到对应的依据。
而丹药的背后是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天人合一
的理念。

除了知识与技术、观念与哲学，宋人之所
以站在文化之巅峰，还在于艺术与审美的高
度。

千年之下，习惯于现代知识体系的我们，
对于茶，对于道，恐怕已无古人的自信。从这
个角度说，日式茶道的程式化自有其市场，也
无须排斥。只不过现代社会压力之下，人心看
似强大却很脆弱，如果过于拘谨，层层包裹，
难以舒展，这是求道之大忌。以趣味，以意乐
进入，更容易让我们的警惕放松下来，邂逅不
一样的世界。这方面恰是宋人的特长，巅峰时
代的生活美学自有其深意。

什么是好茶

好茶的标准 ,这个不同文化背景，教育背
景，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的人，差异很大。

宋人评茶，有一个评语，叫“色味皆
重”。按很多人的观点，颜色漂亮又霸气，当
然是好茶。但是在宋人那里，这是一个不好的
评语。比如蔡襄《茶录》里面讲真正的好茶还
得是北苑凤凰山一带的，其他地方的茶，再怎
么提高工艺，努力制作，也是“色味皆重”，
没法和北苑比。

你说这有道理吗？有道理。有句话叫“穷
人重口味，富人轻口味”，其实对于阶层划分

已不明显的中国来说，这种趋势看不太出来
了。在有阶层差别的地区还能看出来。

当然，拒绝浓重口味，并不是推崇寡淡，
按《大观茶论》，好茶的标准是“甘香重
滑”，这个重，不是重口味之重，而是讲结
构，讲内质，讲茶的力道。实际上宋人的审美
和道家、禅宗有很大关系，了解这个对理解宋
茶会很有帮助。

如果了解美食就知道，“甘香重滑”，香
气、滋味与结构、触感并重，是典型的贵族口
味，是欲望的高级表达，和唐代茶风大不一
样。这里大概可以知道，宋人的价值取向和审
美情趣是在哪个方向。

做茶的第一难题

茶，作为一个饮品，口感上最核心的问题
是什么？

茶，不仅有香甜，还有苦涩。不仅有各种
芳香物质、茶氨酸，还有占比更大的茶多酚和
咖啡因。怎么处理好这两部分的关系，是茶口
感上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随着经济发展，用大茶缸闷泡的饮
茶方式让位于多次短时冲泡？那是因为长时闷
泡，茶多酚和咖啡因一次性大量溶于水，苦涩
过重，口感并不舒服。分成多次，就好多了。

如何解决苦涩的问题？宋人的做法是采集
大量优质茶芽，经过多道工序去掉苦涩物质，
并逐渐优化，最后将这反复锤炼的精华调和出
口感的极致。

陆羽在《茶经》里讲蒸青是“畏流其
膏”，就是蒸的过程中，要保证内涵物质不要
流失。但是对于宋人来说，这并无必要，流失
就流失呗，你多来点茶芽不就行了。宋人在蒸
茶之后，还要压榨（压黄），榨来榨去，基本

上要把“膏”差不多快榨干了。这样苦涩是去
了，但是损失也还是蛮大的。

对于宋人来说，考虑的不是内涵物质是否
流失，而是口感的巅峰体验，因为怕浪费就凑
合一下？那就不是贵族玩法了。

日本保留的抹茶道和宋人的点茶不是一回
事儿，其实是元明以后残留的茶法。最根本的
差别，就是这个“榨膏”的过程，以日本历史
上之物产国力，能喝到茶已属不易，哪能浪
费，这么玩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当你喝到满是泡沫的海苔味菜汤味的
日本抹茶，千万不要以为宋茶就是这个样子，
差太多了。没有贬低日本抹茶的意思，但是两
者从玩法到文化，不是一回事。

《大观茶论》
[宋] 赵佶 等著 日月洲 注
九州出版社

土耳其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
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的丹
尼·罗德里克在《经济学规则》中坦言：攻读经
济学的博士们往往是学习一系列模型。决定一个
人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也许最重要的是看他有多
大能力开发新模型，或结合新证据来运用已有模
型，以说明一部分社会现实。经济学界最激烈的
学术争论，也往往围绕着某个模型的可适用性展
开。如果你想给一个经济学家造成痛苦的伤害，
只要说句“你没有模型”就够了。

但模型从来不等于真实，却蕴含了真实性。
BBC（英国广播公司）曾在一档广播节目里

播出这样的一则趣闻：经济学家、医生和建筑家
三人坐火车旅行。他们陷入了一场争论：三个职
业哪个最可敬？医生说，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
了夏娃，所以上帝肯定是个外科医生。建筑师反
驳说：在亚当和夏娃存在之前，上帝必然要先从

混沌中创造宇宙，而那必然是建筑学的伟业。经
济学家说：你们觉得混沌是从哪儿来的？

与医生和建筑家相比，经济学家针对“职”
的深层认识和反问，或作为一门权衡的科学，经
济学能更精巧地让人们能同时从两方面理解事
物：成本与收益，已知与未知，不可能之事与可
行之事，可能的情况和多半会发生的情况，等
等。正如社会现实承认许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一
样，经济学模型也提醒我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
场景或不同的认识。不过，有些经济学家对特定
建模方式的依恋，如理性、前瞻性的个人与运转
良好的市场等，经常使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忽视模
型与现实的明显冲突。“博弈论者搭出租车”的
真实故事就是显例。

一天深夜，耶鲁大学博弈论研究者巴里·奈
尔伯夫和另一位博弈论研究者在以色列上了一辆
出租车。司机没有打表，但承诺下车时的收费将

低于计价器本来会显示的金额。奈尔伯夫和同事
没有理由相信这位司机，但作为博弈论研究者，
他们这样推理：一旦到达目的地，司机的议价权
将微乎其微，将不得不接受他们愿意支付的价
格。到达目的地后，司机要求支付2500谢克尔
（以色列国法定货币），奈尔伯夫提出支付2200
谢克尔。当奈尔伯夫试图谈判时，被激怒的司机
锁上了车门，以极快的速度返回到出发点。司机
把他们扔到人行道上喊道：“现在看看你们的
2200谢克尔能把你们带到哪儿？！”

可见，标准的博弈论很难预测真实世界的变
化。

除了“博弈论者搭出租车”，罗德里克甚至
列举阿根廷小说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带有
寓言色彩《关于科学的精确性》的故事来进一步
说明他的立场：古代有制图师为了追求精确，将
地图变得越来越准确，也越来越大，一个省的地

图逐渐变得像城市那么大，而帝国的地图变得和
省一样大，最后制图师就画了一幅1：1的帝国地
图。但后人对制图技艺不再那么着迷，而更关心
如何获得导航帮助。这幅硕大的帝国地图对实际
导航没有任何帮助，最后只得被扔到沙漠之中，
风化消失。

借用博尔赫斯的寓言故事，罗德里克是想说
明：如果认为模型越复杂就越有用，结果往往会
适得其反。经济学模型正是因为简单才有用、才
能对现实有所反映。实用性并不以复杂性为前
提，而复杂性有可能损害实用性。模型从来都不
等于真实，但蕴含了真实性。只有把世界简化，
我们才能理解世界。

《经济学规则》
[土] 丹尼·罗德里克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轻雷”位于藏区。两条河流在訇然奔流中
撞在一起。祖祖辈辈进出河口的机村人就取了这
个地名。河边原有条老路，后来又修了条公路。
两条河两条路的交会就有了新地名，叫“双江
口”

要想富，先修路。路通向哪里，哪里就有财
富。原来叫“轻雷”，现在叫“双江口”的这个
地方，公路通向茂密林区，满载木头的卡车来来
去去。有个叫“拉加泽里”的小伙儿，在公路边
上开了家轮胎修补店，他的心里“突突突”跑着
大卡车，想要靠木头发财。守着小店已经两年，
希望起起伏伏，眼看要灭了，忽然就亮了。

拉加泽里是这部叫《轻雷》的小说的主角。
他年轻、执着、肯吃苦、学得快、脑子灵活，而
且读书好，是小镇上不多的几个有见识的人，他
的自尊心也很强，不甘于清贫困窘的家境，宁肯
放弃与女友的恋情和上大学的机会，明知盗伐犯
法依然渴望借机暴富。

作家阿来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浓缩了20世
纪80年代“捞金人”焦灼的梦想。

拉加泽里的周围，聚集着一群人。神秘的茶
馆老板，能搞来发财致富的金钥匙——— 木料批

条，然而身患绝症的老李对这个行当悔悟了；横
行霸道、欺压乡里的更秋家兄弟；狡诈油滑、不
失义气的检查站工作人员本佳；粗鲁暴虐、恪尽
职守的警察老王；守护山林、善良厚道的崔巴噶
瓦（前女友的父亲）；对生态环境忧心忡忡的降
雨人；懦弱的哥哥、朴实的嫂子，一辈子吃苦的
母亲……围绕主角的这群人的活动轨迹，就是这
部小说展开的轨迹。

就小说技巧而言，人物塑造有点扁平，除了
拉加泽里和老李身上能显示出一些内心冲突，其
他的人并没有更深层的思想意识的流动变化。

小说主要依靠情节推进，从拉加泽里遭受不
公执法被暴打反而获得“钢牙”的美名，得到老
李的认可和乡人的尊重，一直到他怎样开始一次
次的买卖，怎样学会行贿、倒卖与人情往来，最
后因为杀人而身陷囹圄。整个故事很丰满，或者
说太满了。想象空间狭窄。

小说还构造了一组对立，即“上大学”和
“经商”。借老李、本佳、崔巴噶瓦之口，几次
表达了对拉加泽里放弃求学的惋惜，结尾还提及
拉加泽里的狱中读书生活。

或许，阿来以此象征归返，就像轻雷-双江

口-轻雷的地名变更，拉加泽里在15年后重返故
乡，面对奔涌大江和郁郁密林，发出了喟叹。生
态观念在苏醒，这是小说光明的结局。

作品的成功，主要在于较好展示了官商勾结
的情形。拉加泽里想给检查站站长老刘送钱，本
佳教他规矩，让他去办理存折或礼品卡，逢节庆或
生日等时机才去递送。这种推心置腹、恍然大悟的
细节，散布在小说的许多场景里，鲜明生动，暗流
翻涌，渲染了那个年代暧昧的色调。一个个高度凝
练的人物，就在这样的背景中悄然浮现。

2009年，阿来凭借《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
“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
奖”。包括《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
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作品相对
独立又互相衔接，构成“机村”这座藏族山村的
当代编年史。史诗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热
点。选择地域化、家族化、村落化题材，以小见
大，观察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动，无疑是一个
好的文学策略。

《轻雷》
阿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
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小
令《秋思》，看似一堆名词的简单排列，但却言
简意丰，意境深远，活脱脱地勾画出一幅秋郊夕
照图，让我们品出了天涯羁旅的凄苦离愁。脍炙
人口的元曲名作，我们还是熟悉的。只是数量
上，恐怕远不及唐诗和宋词。

唐诗、宋词固然精美，还伴随着背后的故
事，或感人或有趣，一代又一代地流传，几乎成
为我们民族的印记。但那些深藏于故纸堆中的元
曲，如果我们细细咂摸，就可以发现元曲是最接
近庶民生活的。真实的平凡百姓哪里需要文绉绉
地说话？我手写我口，最是酣畅淋漓，直抒胸臆
就好，这般活活泼泼的生命，是元曲最迷人的地
方。

台湾知名散文家琹涵认为，元曲质朴，快言
快语，品读元曲能抒发内在的抑郁，让我们取得
心灵的平衡。人生实苦，细读元曲，仿佛息了生
命中的苦痛和眼泪，更能逍遥自适，让身心都得

到安顿。琹涵最新出版的《让孤旅的人生有无限
风景》，包括《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松
花酿酒，春水煎茶》等四卷，收录的作品既有关
汉卿、马致远等名家名作的，也有无名氏这种经
历时间考验的佳作。琹涵的这本聆听元曲，其实
是一本情感散文集，包括55个温暖动人的故事。
作者深入寻常生活，当心情相近时，便援引元
曲，或为印证或为画龙点睛，将对生活的体味，
与对元曲的感悟融为一体。

譬如在《倾听寂寞》一文中，作者就由“台
湾一号红茶”的生不逢时，推物及人，联想到孟
浩然及马致远一生的困顿和种种的不如意。可
见，如果我们不了解《秋思》的写作背景，就无
法真正理解这首小令背后的悲凉意蕴。如此鉴赏
元曲，我们自然能在作品中得到共鸣。

在本书中，我们将在作者的引领下，了解到
元曲产生的时代背景、元曲的形式、与唐诗宋词
的区别等。关于元曲的特色，则是需要我们特别
关注的：元曲的文字比较通俗，却也更加亲和。

它造句自由新奇，也更包容，在格律上放宽，还
能活用衬字，甚至增字、增句，添加了声韵的自
然之美。加上描写逼真、取材丰富，使它更具有
其他文体所没有的优势。

大自然的美永远是失意者最好的安慰。元
代，读书人心有不平，更容易寄情于山水景物，
千百年后，这样的文字也直接扣响了我们的心
弦。若说世俗的功名有如浮云，那么读书人在故
纸堆里另有寄托之意，借古讽今，借他人的酒杯
以浇胸中的块垒，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个孤独的行路人，都有一段异常困顿的时
光，将生命变得厚重而丰盈。元曲让我们明白，
风雨困顿都是人生的常态，所有的坎坷和不幸都
会过去，而还赠给我们更深刻的人生智慧，我们
又能重新领受阳光温暖的俯照。

《让孤旅的人生有无限风景》
琹涵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书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
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
你。宋人黄庭坚曰：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
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读书让人拥有富足的内心，那是千金不换的财
富。文字摆渡，我们终将上岸，以后无论去到
哪，都是阳光万里，鲜花开放。

朱熹曾说，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
口到。”其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在读书
时，如果最后你再能写出被评书籍的感悟、升华
和更深的洞见，那你就算真正读懂了这本书。如
果想对书评有所了解，不妨看看美国作家威尔·
施瓦尔贝所著的《为生命而阅读》，本书通过
《放慢脚步》等26篇阅读故事，审视自己的生活
方式，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对于作者来说，阅读是一种重塑自我的方
法，也可以了解世界，并找到生活中大大小小问
题的答案。在每章中，他讨论了一本特定的书，
以及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书涵盖了几个世
纪和诸多流派：从斯图尔特到《火车上的女孩》，
从《大卫·科波菲尔》到《奇迹》，从《乔瓦尼的房间》
到丽贝卡，从《1984》年到《大海的礼物》。读完
此书你会发现，刚开始读书的你和读完书的你已
不再是同一个读者。因为读书为你开辟出新的道
路，每本书都会改变你的生活。

譬如在《放慢脚步》中，作者谈到了林语堂
的人生经历及其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全世界几乎人
手一本，可见用英文写作的林语堂在当时就成为
了世界性的畅销书作家。这本书为简单生活和吃
喝正名，不鼓励为更多的物欲而奋斗，在今天仍
有积极意义。林语堂想找到一剂解药，来解救他
周围那些野蛮的竞争和疯狂的举动，不仅仅是在
他出生长大的中国，还包括他工作生活过的法
国、德国，以及他年轻时短期求学和撰写该书时
所生活过的美国。林语堂渴望告诉人们如何享受
生活，在书中，除了一般常识，他还运用中国古
老文化来说明享受生活的重要性。作者谈到，随
着他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愈加意识到它并
非讲述闲适哲学，而是如书名所示，它诠释了生
活的艺术。

不读书的人只活了一次。爱读书的人，活过
一千次人生。这本书充满灵气而又迷人，无论是
对施瓦尔贝，还是对我们来说，阅读都是让我们
的生活不再陷入深渊的最后的伟大的希望。

《为生命而阅读》
[美] 威尔·施瓦尔贝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速读

巅峰时代的生活美学
□ 清清 整理

通过宋代八部极具影响力的茶书经
典——— 《茗荈录》《茶录》《东溪试茶
录》《品茶要录》《大观茶论》《宣和北
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具图赞》，
结合当下品茶生活，从饮茶文化、制茶工
艺、茶人趣事、茶器审美等多个角度进行
解读，集知识、文化、故事、体验于一
体。

经济模型永远都不会等于真实
□ 潘启雯

为生命而阅读
□ 邓勤

在元曲中探寻心灵平衡
□ 彭忠富

暴富梦里的众生相
□ 林颐

■ 新书导读

《曲终人未散》
陆阳 著
团结出版社

作者选取了梅兰芳、程砚秋、孟小冬
等16位梨园名角，从他们走上梨园舞台的
艺术生活到台下真实的人生故事，详细地
记述了他们为艺术而奉献一生的高尚情
操。

《帝国英雄》
[美] 坎蒂丝·米勒德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让读者从一个极其新鲜的角度进
一步了解一位政治军事伟人——— 布尔战争
是丘吉尔奠定其日后成功事业基础的关键
之一。这本书不仅是对年轻丘吉尔成长与
经历的精彩撰述，更是对布尔战争和那一
时代、地域的绝对翔实的记录。

《深夜迷藏》
戴日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故事跳脱常理，匪夷所思 !
读者陷入的不是深夜，而是一场没有
出口的迷藏，迷失的不是人，而是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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