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芝江：秋雪庐内怡然自得
4月19日下午，76岁的镇海藏书名家包芝江先

生在书斋秋雪庐内安静地理书、看书。今年，老先
生又给书斋添了10架书橱，藏书量增加到3.5万册，
其中大部分为珍贵的线装书。

2014年，包芝江获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
发的全国首届“书香之家”称号后，一批国内爱书

名人、文化界人士纷纷到访。一时间，秋雪庐高朋
满座。然而，包芝江更喜欢在日间关起大门，静悄
悄地埋首书籍，看个忘乎所以。

“我的头发是老伴儿理的，超市的物品什么价
都不知道。”包芝江说，“但是，你要问我， 《二

十四史》3种版本区别在哪， 《胡适文集》 48卷某
一篇文章，或者精装本民国丛史的一处细节，我可
以跟你说上好长一段时间。”

包芝江先生于2010年搬进新盖的藏书楼，藏书
楼名秋雪庐，庐内另有卿云楼。 卿云楼一词出自

《尚书大传·虞夏传》：“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
月光华，旦复旦兮……”它指古代一种洋溢着祥瑞
之气的彩色云朵，光辉灿烂。

楼内藏书为包芝江毕生所收，包括先秦时期至
明朝的古诗；全套宋词元曲；影印版9.9万卷《四库

全书》。此外，还有近代文人文集和名人传记等。
老先生日出而读，手握一卷，浑不觉窗外日头西
斜。对他来说，人生有限，而书籍无限。穷尽一
生，所读不过寥寥。“毕竟，读书如择要，未必本
本皆能熟在心中。”他说。不过，包芝江记忆力惊

人，对于翻阅过的古卷基本都记到了心里。有时，
老先生的乐趣是，坐在窗边，摆一叠地方文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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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南宋期间，日本高僧带走了茶树种子并在日
本栽种成活，奉献给嵯峨天皇饮用，从此推广开
来。从宁波带走的茶树种子栽植成为日本的第一棵
茶树，后人称其“茶祖宗”。当年一并带走的还有
吃茶养生系列方法，这些都被完整地传承下来。为

了印证当年的记忆，包芝江数日翻着珍贵的线装书
细细查找，果然找到了出处。近期，央视相关节目
组准备拍摄一档天童禅寺的风光纪录片，采用的思
路便是包芝江提供的“茶”文化。

秋雪庐藏书万卷，价值最高的是卿云楼线装

书。时间跨度自明洪武至民国初年。包芝江轻易不
翻动线装书，因为其弥足珍贵。到了不得已动用
时，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柜里捧出，放轻了所有动作
慢慢翻阅。

肖丽华：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38岁的肖丽华担任宁波大学科学与技术学院外国

文学教师已有13年了。她独有的亲和力，富有特色的
教学，充满感染力的课堂吸引着无数科院学子，时常
被学生们称为“女神”。这名“女神”也是一位资深
书友，正如肖丽华自己所说：“书是我生活的一部
分。”

回忆起大学时代，肖丽华对书的痴迷可以用狂热
来形容。“第一次接触这么多的书，很兴奋，很想把
它们全部看完。”肖丽华对记者说。一直以来，她都
醉心于外国文学作品。

大学时，她看了狄更斯的 《雾都孤儿》，让她彻

底爱上了狄更斯的小说。“当时我从图书馆里借了10
本狄更斯的小说，不到两个月就看了9本。”如今，看
书却再也找不回当初那股热情与痴迷了。

说起最喜欢的一本书，肖丽华推荐奥地利小说家
茨威格的 《与魔鬼搏斗》。“我很喜欢阅读人物传

记。”肖丽华认为人物传记是介于虚构与写实之间的
文体，一方面要依靠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再
加工、创造。她认为传记作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茨
威格写传记极富文采，直击心灵。

平时在阅读中，肖丽华坚持做笔记。“做过笔记

的阅读和没做过笔记的阅读印象完全不一样。”她不
止一次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这种方法，自己一年看掉近
200本书，每一本书都标注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她在
书上划注，并专门用笔记本摘录，这样才能达到“过
目难忘”。在做笔记的过程中，肖丽华感悟到，有些

书并不是翻阅了很多遍记

住的，而是摘录下
文字，抒发过
感想才记忆
深刻。

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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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让人觉得疲累。“更早

之前，在读研时，就不得不去阅读一些学术类书籍，
导师根据你的研究范围划定一个小圈子，然后你就在
这片小圈子里刻苦钻研。”肖丽华说，这对于教师来
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寻找职业与爱好之间的平
衡也是每一位文学教师必做的功课。

现在，她把阅读当成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更喜欢
作为工作上的一种调节。每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就
仿佛看到了作家笔下一个个性格迥异、充满特点的人
物。透过这些人物，就像看到了现实中的自己。

“阅读令人视野开阔，不再狭隘，学会宽容。”肖

丽华说。

这些热门书，你看过吗？
4月18日，区图书馆一季度图书借阅榜单出炉。

其中，成人外借部和少儿部借阅量最高的图书分别
为《杨振宁人生传奇》和《洛克王国大冒险14·火山
守护者》。

成人外借部榜首 《杨振宁人生传奇》 是作者苏
建军为杨振宁教授撰写的一本人物传记。它汇总了

杨振宁的传奇人生故事，讲述了多面杨振宁：诺贝
尔奖获得者、爱国者、性情中人、诗人等。

排名第二的书籍 《香远益清：历代诗人笔下的
荷》，内容为19首描写荷花的古诗，包括 《芙蕖》
《咏荷》 《子夜四时歌·夏歌》 《采莲曲》 《咏同心

莲》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
所思在远道……”在悠悠春夏的夜晚，配合窗外的
花草气息，读来“芬芳”扑鼻而来。

排名第三的 《两栖联合特种作战》 则是一本政
治军事书籍，它选取近现代各战场上两栖联合特种

作战的精彩战例，图文并茂，以故事形式介绍具体
作战细节，还原那些远去的战争。

少儿部图书榜首 《洛克王国大冒险》 整套书籍
都较受镇海小阅读者的欢迎，它根据央视同名热播
动画片改编，是一部魔幻励志小说。据区图书馆工

作人员介绍，部分小读者看了动画片不过瘾，特意
借书回味。

第二名 《老妈掉进瓶肚子》 是一本校园成长小

说，属于“捣蛋双胞胎系列”。故事围绕熊小麦和熊

小豆这对捣蛋双胞胎、他们貌似严肃的熊大车老爸、
“大淘气包”作家麦豆老妈，以及他们的好朋友唐诗
意、马马杜和方同同展开。由于情节生动，语境欢
快，图书颇受小朋友好评。

《冰雪奇缘》为美国迪士尼公司推出电影的同名

小说。工作人员说，像这类已经在大屏幕上展现并
令孩子们印象深刻的故事情节，改编成书籍后非常
受欢迎。

据了解，2016年度，在我国图书馆界层次最
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年度盛会———中国图书馆年

会上，镇海区图书馆获得“2016年中国最美基层图
书馆”称号。它的前身为镇海县文化馆图书阅览室，
1979年9月设立，经过数次扩建后于2015年4月迁址
位于骆驼街道民和路802号的新馆，建筑面积近
7000平方米。

当年4月10日，图书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因
浙江省爱乡楷模包素菊女士、张培明先生夫妇为新
馆助捐1000万港币，又称镇海培菊图书馆。该馆现
有纸质藏书约20万册，报纸杂志约700种，电脑60
台，自助借还机5台、检索机5台，大门口设24小时

自助图书馆1个。新馆开馆后，3个月内图书外借量
相当于往年同期的2.5倍，办证量超过往年一年的总
和，大大提升了市民的阅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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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星空下的诗意栖居
记者陈饰 实习生夏文珺 沈珂驰 文/摄

一盏灯，一部书，一双
翻动的手，铅印的文字折射着一

个个奇妙的世界，把凝聚的思想精华映射
到阅读者的脑海里。“看一本书，便像跟作者
进行了一场关于思想、智慧、情感与经验的对
话。”正在镇海区图书馆阅读地方文献的市民王珂
说。

早在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
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从此，阅读者有
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在信息爆炸时代，在海量信息容易获得的背景
下，早已不见“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
时”的情景。然而，还是有人执着地走进图书
馆，坚持阅读。他们为读书而读书，“致其

知而后读”，寻找着一份答案，一个现
实世界的解释，一处心灵漂

泊的依托。

镇海区图书馆一季度图书借阅榜单
1.《杨振宁人生传奇》

2.《香远益清：历代诗人笔下的荷》

3.《两栖联合特种作战》

4.《诡案组外传》

5.《半个月亮飞走了》

6.《假期恋人》

7.《不可饶恕》

8.《秋天里的阴生馆》

9.《三色女人花》

10.《女生女生》

1.《洛克王国大冒险14·火山守护者》

2.《老妈掉进瓶肚子》

3.《冰雪奇缘》

4.《我的感觉真奇妙》

5.《仙女蜜儿》

6.《莉莉的彼岸》

7.《绿野仙踪》

8.《儿童百问百答27·恐怖神秘事件》

9.《安妮日记》

10.《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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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立峰：书中自有精神“粮”
从儿时的连环画、电影杂志、故事会到青年时

的鲁迅、契诃夫、巴尔扎克，再到不惑之年的历
史、社科类和思想随笔，从纸质书到电子书的转
变，可以说读书一直陪伴着尚立峰。

年过四十的尚立峰从小喜欢阅读，“我们那时
没有多少书可以看，家里有大人留下的 《大众电

影》 《人民画报》，经常拿来看，还有一种讲警察
破案的期刊 《剑与盾》，特别喜欢。除了这些，看
得最多的便是连环画和 《故事会》”。令他印象最深
的是一本叫做《海之恋》 的连环画。儿时的尚立峰
是个十足的“书痴”，坐着看，端着饭碗看，躺在

床上还是看，十分着迷。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内容和方式也会渐渐

改变。经过青年时期对鲁迅、契诃夫这类文学大师
的迷恋之后，如今尚立峰读的大多是中国和世界近
代史方面的书籍，关注近代史发展脉络、重大事件

和关键人物等。“最近这些年，基本上每天午休和
下班后都会看一会儿书，每天一小时左右，大致每
星期读一本以上，一年读书60本左右。”尚立峰告
诉记者，其中也有精读、泛读之分。比如去年有本
《现代的历程》 就断断续续读了近两个月，全书大

概70多万字，算是近年来读得最厚的一本书。
这些年他大量阅读近代史方面书籍，“这类书

籍与当下现实密切相关。它是一艘开动的船，而我
就在船上。”他说，近代史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脉
相承、密不可分，就像一辆列车从那里出发一直开

到现在，窗外风景变幻，但轨道是同一条。现代很
多事情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当下独有，其实以
前都发生过，只是时代背景不同，带着不同的时代
特征而已。近代和当代是因果关系，读近代史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当下

乃至未来。
“我刚开

始读近代史
时有个大
致 的 规
划，先打
底阅读，
对整个近
代史脉络
有 个 基 础
铺垫。当时
读了徐中约的
《中国近代史》 和傅
高义的 《邓小平时代》，读完这 两本书就有了

一个总体把握，接下来就是层层分解了。”尚立峰
说，在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近代史后，他的阅读取
向逐渐转到了世界近代史，借着10多年前读 《全球
通史》 的“后效”，一头钻进新的兴趣点。记者采
访时，尚立峰正在阅读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现

在已经读了三分之一。
说到阅读的内容和形式，尚立峰表示每个人都

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和舒适的方式，只要自己喜
欢，大可不拘一格。关键是要边读边思考，把书本
内容同自己的现实经验联系起来，用书中的内容来

启发现实生活，用现实经验来深化理解书本内容。
“你读的书对你有什么帮助呢？”记者最后问道。
“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自己未必时刻自觉。主要是
知识的扩充、眼界的拓宽、心灵的丰富吧。”尚立
峰回答，“这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镇海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