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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光 华 文 字 魅 力

一说上世纪80年代，一
晃，竟然三十多年过去了。
那时候，天津的文化街刚修
葺完毕。在那里一家门脸不
大的书店里，我买到几本如
今难得一见的老书。其中一
本，是《北平风俗类征》，上
海文艺出版社根据商务印
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这
本书对我了解老北京的风
土人情以及习俗旧礼帮助
很大，后来写作《蓝调城南》
和《八大胡同捌章》时，成为
我的老师。

全书分上下两册，各有
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
饰；器用、语言、习尚、宴集、
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
缀共十三类，构成一幅老北
京的风情画。为查找各门类
方便，在每页书眉上都有索
引提示，每段摘要录文后都
标有出处。编录此书的李家
瑞先生，为这本书翻阅并抄
录了上至周礼下至清末民初
的报刊书籍，其中包括史籍、
方志、笔记、文人诗集、民间
俚曲诸方面，约五百种。看李
家瑞先生的自序知道，此书
是依据他的老师刘半农先生
的建议，自1931年至1935年，
历时四年，先后在这五百种
书籍中抄录了四十余万字，
方得这上下两册《北平风俗
类征》。这四年，他先后在北
平、上海、南京三城居住工
作，为此书遍寻书局报馆冷
摊，并找到一些珍藏难觅的
善本书籍。

重读这两本书，让我心
生感慨，不知时下还有多少
如此认真编书的人？漫说耐
下心来查阅五百种古书典
籍，就是豁出去自己抄录40
万字，又有多少编书者愿意
并舍得花这番工夫呢？在现
代编书匠看来，李家瑞先生
不是有些傻，也是有些愚。如
今，编书已经程序化、简单
化，在没有电脑的时候，但见
一瓶糨糊、一把剪刀，即可一
夜怒放花千树。有了电脑之
后，越发便捷，连糨糊和剪刀
都省了，只需手指轻轻触动
键盘，一蹴而就，名目繁多的
精选本便孵将出来，拍拍翅
膀飞落书店书摊之前。不用
多看，只要看看每年好多出
版社争相出版的各类文学选
本，就可一目了然。

如今，编书似乎不需要
学问，不需要时间，而成为
一种拆卸、组装的工匠活
儿，甚至是电子时代手指艺
术的一种。更有甚者将人家
费时费力编好的东西，“公
然抱茅入竹去”一般抱进自
己的书中，一下子归为己
有。回想不过是十几年前的
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
老编辑季涤尘先生编的散
文选，其中有傅雷的两则散
文，是季先生看遍《傅雷家
书》全书之后，代傅雷选出
其书中的两段。如今不止一
种散文选本，只要一选傅
雷，便不费气力地将这两段
照搬在自己的书中，剜到篮
子里就成了自己的菜，令季
先生感慨不已。编书变得如
此轻巧，难怪人说：写书的
不如编书的，编书的不如卖
书的。编书的虽居中间，却
远胜过写书的人，因为写书
的人毕竟还要一个字一个
字写，编书的人如今已经依
仗现代化电子手段，倚马可
待，指日成功了。

谁还去干李家瑞先生这
种的傻活、累活？编一本书，
耗费四年时光，要在五百种
书籍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
四十余万字？

当然，论简单，李先生
人为将编书复杂化了；论赚
钱，李先生赶不上如今一些
心灵手巧的编书匠；但李先
生编的书历经八十年依然
存留下来并且鲜活着，而我
们如今不少人编的书呢？能
够活多久？

所以，如今逛书店，越是
装潢豪华的选本，越是名人
出任主编的选本，越是标明
精选的选本，越不敢问津，生
怕翻开来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倒人胃口。假冒伪劣，如
今哪儿都有，防不胜防，于出
版界，编选本者为甚。

顺便说一句，前两年，北
京出版社重新出版《北平风
俗类征》，不是影印本，只是
按照现代排版技术印制的新
书，也是上下两册，定价98
元。而当年我在天津文化街
买的那两册《北平风俗类
征》，只要8元5角。流年暗换
之中，薄薄的两册书中，含有
多少世事沧桑。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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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对于书店有
一份独特的情感，无论到
哪里，无论在哪里，只要
看到书店定会进去翻看
一下书籍，有爱不释手的
就顺势买下。于是，不经
意间家里的书柜上就多
了不少买自各地的书籍。

发现胡志明市有一
条书店街也是一个偶然
的机会，喝了几杯地产啤
酒，感觉需要走走，就甩
开了膀子朝着远处霓虹
灯闪烁的高楼奔去。不承
想，越走人越多，热闹的
都市气氛渐行渐近，一个
洋气、大气的胡志明市出
现在眼前。同越南首都河
内一样，胡志明市也是分
老城和新区，我所居住的
老城到新区步行大约需
要2 0多分钟。从历史上
讲，现在的胡志明市在
1975年之前一直叫做西
贡，是越南南部地区的首
都。如今，虽然胡志明市
已经喊了40多年，但当地
人依旧习惯称之为西贡，
胡志明市最大的也是唯
一的火车站，还是叫西贡
火车站。很多中国游客在
越南买去胡志明市的火
车票，经常被告知没有，
实际是说错了站名，应该
是西贡火车站。

胡志明市是越南人
口最多的城市，目前常住
人数已经超过750万，也
是越南最大的商业城市
和制造、金融中心。市中
心建在湄公河西岸，宽阔
的街道，两旁遮天蔽日的
树木，欧式风格的建筑，
天主教堂，保留着殖民地
时期形成的基本风格。当
然，这里人气最旺的看点
还是安置在阮慧步行广
场上的胡志明铜质站立
雕像，他的身后是著名的
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大
厦。有不少游客到这里会
产生疑问，在一些景点介
绍和所谓的旅游攻略上，
我们看到的胡志明雕像
是他满脸慈祥怀抱着一
个小女孩坐在那里，怎么
变成了站着的雕像？的
确，原来的胡志明雕像是
他抱着一个女孩坐在那
里，但到了2015年5月7日
胡志明诞辰125周年的那
天，一尊新的胡志明雕像
立在了阮慧广场，取代了
先前的那尊雕像。胡志明
雕像高4 . 5米，底座高2 . 7
米，总高度达到了7 . 2米。
胡志明雕像已经成为这
个城市的新地标和亮点，
每天前来瞻仰的游客络
绎不绝。

看过繁华，来到人
民委员会大厦的另一
面，肃穆的红教堂，典雅
的中央邮局，还有不远
处的统一会堂，无不展
现着胡志明市的多元文
化，述说着这座城市复
杂的历史与现在。这里
的幽静，让你产生幻觉，
曾经看到的那些在马路
上飞驰而去的摩托车，
似乎一下子离开了这个
世界，嘈杂与喧嚣戛然
而去，悄然而来的居然
是一条书店街。

是的，这是在教堂和
中央邮局中间建起的一
条书店街，香樟树下一幢
幢别致精巧的书屋，鳞次
栉比，错落有序。透明的

玻璃，映出书的美丽，飘
过阵阵书香，沁人肺腑，
理想之花在心中骤然盛
开。像这样的书店一条街
我在国内还真没见过。韩
国釜山有一条类似的书
店一条街，但是无论装修
风格、布局以及精致程度
都无法与之相比。除了卖
新书，这条街上还有两家
旧书店，卖的是越南版的
老旧书籍，有一些店主用
塑料皮包好的旧书，价格
也是不菲。还有几家露天
的书摊，估计是只有到了
夜市才被允许开放，这些
书摊以旧书为主，而且英
文、法文书籍居多，从中
可以看出越南与这些国
家曾经的特殊关系。很遗
憾，在这里没有淘到中文
书，只看到一位越南书法
家写的中文书法日记本，
买下作为纪念。

这里书的种类非常
丰富，虽然都是越南文
字，从封面照片可以看出
我们熟悉的人物如马云、
特朗普、希拉里等都有新
书问世。尤其是关于马云
的书有多种，由此可见越
南人对马云的崇拜，马云
在越南的知名度是非常
高的，越南人对现代科学
技术的追逐丝毫不亚于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儿童
读物琳琅满目，涵盖了各
个方面，印刷质量和用纸
都十分考究。可能与周末
有关，这天晚上前来买
书、读书的人很多，且以
年轻人为主。他们三五成
群或情侣相伴，徜徉在书
的海洋、知识的海洋，有
一种朝气蓬勃的劲儿。不
知道书店一条街到几点
打烊，我离开的时候已近
晚上10点半，依旧灯火通
明，读书人络绎不绝。

在越南的胡志明市
能有这样一条充满希望
和未来的书店街，让我很
是羡慕，也很感慨。连着
两个晚上我来到这里，一
是感受书店街的宁静气
氛，二是感知越南年轻一
代孜孜以求的上进心。在
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能有
这样一块让人静下心思、
褪去浮华、闹中取静的地
方，真够幸福的。这么好
的地段，打造一个供市民
读书的场所，没有政府的
支持恐怕难以成就。读书
是一个国家文明富强的
象征，再发达的物质世
界，缺少了琅琅读书声，
就缺少了持续前行的动
力，不会有生机和活力。

离开的时候，我们请
一位小伙子给拍张合影。
拍完照小伙子竟用中文
问我们从哪里来，让我们
误以为是他乡遇老乡，却
原来这位文质彬彬的越
南小伙曾经在安徽师范
大学学习过汉语言文
学，学成后回国工作。他
说，胡志明市的年轻人
喜欢到这里来，不仅可
以看书、买书，还能闻到
书香，感受知识的力量。
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没
想到，此后的这段日子，
每到节假日他就以学生
的名义向我们问好，很懂
礼道。也许，这就是读书
的好处。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
业者、知名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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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编书似乎不需要学问，不需要时间，而成为一种拆卸、组装的工匠活
儿，甚至是电子时代手指艺术的一种。更有甚者将人家费时费力编好的东西，“公
然抱茅入竹去”一般抱进自己的书中，一下子归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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