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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上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乃以人
欲度虎欲，是虎的“人格化”。与此同时，有诗人、
文人给人以“‘虎’格化”，如《诗经》中的“矫矫虎
臣”，或称“虎士秉金钺”（李白《送赵判官赴黔府
中丞叔幕》），如“力如虎而痴，号曰虎痴”（《三国
志·许褚传》），如“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三国
志·魏书·夏侯渊传》），如“虎视河外”（《汉书》），
如“纵观虎将万旗红”（陈造《次韵章守猎》）等。

最凶者乃是“苛政”，古人云：苛政猛于虎。苛
政之下必有“虎官”，食百姓膏脂，如馁虎之难饱。
此外还有凶恶之虎，那是生了翅膀的“翼虎”。《逸
周书》上有“傅翼虎”，它能“飞入宫，择人而食”。
还有一种“翼虎”原本是无赖青皮、寡廉鲜耻之徒，
一旦学得权术才能，压制起同行与善良之人就更
变本加厉了，正如《金史·高汝砺传》所说：“其心不
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

当然也有“仁义之虎”。老北京流传着一个
美丽的传说：一只虎正追人，欲食之，不料此人跑
进庙里，虎也追了进去。有老僧正在讲经，老虎
听了几句，感觉很有道理，就卧下来专心听，越听
越难过，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于是虎找到老僧，
请求出家。老僧说：“你五时辰后再来。”虎怏怏
走后，再也没来。五日后，人们发现它死在寺门
外了。原来虎错听成“五日后再来”，因不忍杀
生，以致饿死。这真是一只仁义之虎！

还有“恻隐之虎”。《宋史》上记载了一位名叫
朱秦的穷苦人，靠砍柴养活老母。砍柴路上，朱
秦被虎“负之去”，他大喊道：“食我不足惜，但母
无托身！”虎一听，“遂弃秦于地”。你看，这老虎
还通孝道，比那些冷淡对待父母的人高尚多了。

虎·意象

生肖之虎，仁爱善良。老虎入选生肖后，成
为人为创作的观念动物，是民间信仰中的仁兽。
远古时期，老虎就是许多部落的图腾信仰物。老
虎进入生肖系统后，虽然和其他生肖平起平坐，
在佛堂中神像与其他生肖一般大小，但是它那主
持正义、除暴安良的性格，很受民众欢迎。

老虎身为百兽之王，可是在生肖排序时却
屈居第三位。这是因为第三位主“生”、生存、生
产、生活是关系发展前途的大事。虽不居一、
二，但关系整个生肖链的命运前途。老三承前
启后，责任重大。“寅”就是“演”或“螟”，指万物
展示个性，开始生长的意思。

有的部落把虎尊为自己的祖先，有的为虎
建庙，自称虎族，历法以虎打头。农历正月为寅
是虎月，敬虎活动在每年腊月二十三就开始
了。华北和西北农村很多地区，家家户户售制
年货，蒸制过年的食品，剪贴过年的窗花时，都
少不了虎的题材。

虎·生肖

《山林猛虎》是山东杨家埠辟邪纳福类年画
的典型题材。该作品为母子花斑虎写实造型。
母虎为下山虎，白眉长须，身姿矫健，气势如
虹。左下角为一小虎，匍匐卧地，昂首顾盼，望
向母虎。为了突出虎的威猛气势，山林背景被
简化为数丛草木。中国人的观念中，老虎不仅
能够驱鬼镇宅，还能保护财富。俗谚“镇宅神虎
多清净，当朝一品封兽王，不立深山合松林，持
守金银聚宝盆。”

虎·绘画

上海博物馆藏西汉“鎏金虎镇”呈卷卧状，昂
首，颈处有项圈，像是大型的宠物猫，形态颇为可
爱。在秦汉及之前，人们主要的起居方式是“席
地而坐”。为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或牵挂衣
饰，从而影响仪态，便出现了席镇，即压席四角的
重物。“虎在传统文化里虽然是百兽之王，但这
些文物里的虎看起来非常温顺。它们好像被剥
去了暴力的一面，融入传统文化中。”上海博物
馆副馆长陈杰介绍，“通过这些虎的形象展现，
传达辟邪、禳灾、纳福的含义。” □赵书 钟菡

虎·文物

《《山林猛虎山林猛虎》》 杨家埠年画杨家埠年画

《《十二生肖寅虎十二生肖寅虎》》 刘淼瀚刘淼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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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年说虎

我与书

在书页里沐浴唐风啃 书

品读与书写
近来，疫居慢时光里，又提起了四十年未动的毛笔。
小时候临过些帖，但总是敷衍，后来上学了，多用铅

笔、钢笔，丢下了毛笔。终归是摸过帖，但后来没人指点
了。从心底里拎出来的，还是和父亲一起读帖的日子。

西厢房里有不少字帖，周末或忙里偷闲时，父亲就
让我取一些来，一起随意翻阅。《张迁碑》《千字文》《敬
伦帖》，我俩或靠在母亲叠好的被子上，或坐在炕桌
边。有时只看书法，不知时间地品。一个字，它的提
按、轻重、粗细、强弱、徐疾，间架结构的大小、正侧、收
缩，都在父亲的授意下揣摩一番；一行字，间距的疏密、
气势的流转，在父亲惊叹声里，跟着慢慢地玩味。有时
连文章一起欣赏，王羲之《兰亭序》中乐、痛、悲的情感
变化，颜鲁公《争座位帖》凛凛天神的忠骨气节，欧阳修
《醉翁亭记》山水间醉乐的一唱三叹。有时读到会心
处，还在空中比画几下，心中猜测先贤书写时的心境，
求工于一笔之内，寄情于点画之间，用笔铺毫，黑白天
地，淡淡墨香，恬淡宁静。

随父亲去种土豆，把《飘》带到田里。上午歇息时，

到树下看书，直到父亲叫我，才发现天已经黑下来，而书
的末尾刚好写到“明天是另外一天了。”一个山里娃，进
入城市读大学，在图书馆废寝忘食地读各种书。分享
《看天下》全球化的资讯盛宴，与余秋雨一起经历《文化
苦旅》，随《读者》品味人生的味道，手捧书卷，坐拥书城，
乐以忘忧。

早上醒来，文思泉涌，用手头的纸笔记下几个着重
的字，或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词或是文章的标题。散步之
后，坐在电脑前，顺着刚才敏捷的思路，吸收读过的东
西，然后写作。不求佳作呈现，只知滋养灵魂，沉浸在自
己的世界里，活得简单而真实，我享受其中。

夜晚来临，素净洁白的纸、冰冷细腻的砚、竹木与毛
羽制成的笔、汲日月精华的松枝烧制成的墨，都是纯朴
之物，以此为己所用。将柔软的羊毫，在砚边濡染润泽
的墨汁，提了起来，曾读过帖的种种精华，浮现在脑海
里，想要安妥一字，踌躇再三落笔，在铺开的白宣纸上驰
骋，目光虽平静安详，但天长日久，终归会质朴浑成，我
等待这样的心动时刻。 □王慧春

世人读史，以帝王将相的政治史，成王败寇的英雄
史为重，关于普通人的微观历史，却鲜少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在《唐朝
人的日常生活》序言里写道：“我们不否认政治史的重要
性，但是必须要看到为整个社会提供推力的是基层民
众，他们在史料中默默无闻，为他们发声，是现代史学工
作者的责任之一。”

本书是于赓哲的第二本关于隋唐日常生活的科普
性读物，旨在通过“洛阳一日”“郊野生活”“大唐新语”

“食在大唐”“大唐书法”“青楼逸事”“外来文化”“武后宫
廷”的八章内容，向读者展现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图景，折
射隋唐时代风华。

隋唐两朝，历时三百多年，李唐王朝，更显风华绝
代。两个朝代合称，也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期之一，
是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分裂格局之后，形成的两个
大一统王朝。这两个朝代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对外交
流通达，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在建筑、天文、医学方面都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唐文化传播深远，在不同程度上
促进了亚洲文明，乃至于西方文明的进步。

在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大背景下，隋唐人又是
如何生活的呢？

说隋唐人，必须从洛阳与长安这两座都城谈起。今
天的洛阳，虽然只是一个副中心城市，但在历史上，不仅
有1500多年的建都史，还是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
随着隋炀帝迁都、修建大运河而兴盛起来，武后、唐玄宗
多次驾临，可见其重要性。可惜，安史之乱后，洛阳也像
李唐王朝一样，一点点衰败了。不过，白居易的墓，至今
仍在洛阳，就在龙门石窟对面的香山一带。

现代人熟悉长安，影视剧功不可没。人气最高的，

要数由马伯庸原著改编、雷佳音主演的《长安十二时
辰》。剧中详细地描述了长安城的布局、城市管理与市
井生活，是部特别“唐风”的电视剧。

长安城由隋初始建，是个规整的长方形，沿中轴线
严格地左右对称。皇家宫殿靠城北，百姓们生活都在南
面。比较起来，北面戒备森严，南城却是长安人自由活
动的场所。

大唐时期，西风东来，民风开阔，长安人是喜欢在外
游玩的。唐人游乐，能从年头游到年尾，他们比现代人
拥有更多的节日以及庆祝活动。温饱固然重要，但唐人
爱玩的天性，我们自愧不如。

长安人的上巳节，是每年三月三日在水边进行祭祀
和沐浴。长安城地处关中平原，周围水系丰富。“八水
绕长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令长安人多享了一份天
赐的快乐。端午节、重阳节这样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更
不必说了。倘若不热闹，王维也不会写《九月九日忆山
东兄弟》。

提王维，更要说李白。诗仙李白，醉酒当歌。于赓
哲在本书里，并未讨论李白的诗有多好，而是讨论李白
喝的什么酒，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唐代就有了蒸馏白酒，
但于赓哲支持李时珍的观点，唐朝人喝的白酒就是颜色
发白的米酒，度数不高，类似于日、韩清酒。其实，蒸馏
酒的酿酒之法得自域外，应该是元朝人带来的。难怪李
白饮清酒，千盏不醉。但换言之，放在今朝，李太白仍是
海量，最重要的，人家酒后还能作诗！

身处一个时代，就有这个时代的活法，所有人莫能
逾越。就像遥远的长安人，有酒喝有茶饮，还可去郊外
游宴嬉戏。也许，那就是他们最好的时代。而我们，只
能在书页里沐浴着唐风。 □夏丽柠

《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
周瑄璞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周村，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两
千多人的村庄，“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
间”，既是中原乡村当下风貌的留影，也是
中国广袤乡村的现实缩影。离开故乡四
十年后，作者重返魂牵梦萦的大周村，倾
听、观察与采访，完成了这部长篇非虚构
作品，纤毫毕现地呈现了当下农村巨变背
后的世态人心与乡村表情。

《伊甸的逃难记》
伊甸著，雁雁整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伊甸
家是千万个中国“流亡”家庭的一个。父亲
汪静之一定要带上正在编注的《爱国文选》
文稿，逃难之路，亦不能忘记救国，即使以诗
歌的形式。他还嘱咐女儿伊甸一定要写日
记，希望以孩子的视角记录和纪念中国人民
这段苦难历史。10岁的伊甸，牢牢记住父亲
的话，坚持写日记。1937年到1946年，十年
时间，从浦东到宜山，到定番，到贵阳，到独
山，再到贵阳，到重庆，到宜昌，跨越九省，她
写了24本日记……战争、和平、童趣、苦难、
文学，以及所有熟悉却又消逝了的脸庞，记
录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岁月。

新书讯

2022年春晚
展现“思想+技术+艺术”创作理念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鹏）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1月
21日进行第一次彩排。晚会遵循“欢
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突出守
正创新、出新出彩的艺术追求，以“思
想+技术+艺术”为创作理念，抒发中
华儿女的自信豪迈之情。

据介绍，总台 2022 年春晚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从
现实生活中提取创作元素，在打造厚
重内容的基础上有机融入新技术，展
现出旺盛的创新活力，烘托出浓浓的

“团圆、团聚、团结”的中国年氛围。
据悉，总台2022年春晚严格执行

各项防疫措施，确保参演人员和现场
观众的安全。

荐 读

近来，一座座具有灵活多样
性以及全场景优势的“有声图
书馆”，正在各地公共图书馆、
城市书房乃至社区、公园、地铁
等处“崭露头角”。“有声图书
馆”虽然占地面积不大，资源储
备却很丰富，人们通过手机扫
描二维码，就可以轻松享受内
容丰富的听书服务。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
进先读书。”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每天可阅读的信息令人目
不暇接。虽然现在阅读形式更
加多样、阅读方式更为便捷，但
心无挂碍地坐下来潜心阅读，对
不少人来说仍是件奢侈的事。
正因如此，从上下班路上听听资
讯、小说，到空闲时闭上眼睛听
听在线课程，再到加入“有声图
书馆”，越来越多人喜欢上了“听
书”。据调查，2020年我国有三
成以上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
有声阅读规模持续扩大。用耳
朵“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读
书“姿态”。

某种程度上，有声阅读不仅
解放了双手，还解放了双眼，优
质的声音、顿挫的情绪还有助于
增进用户对内容的认知，让阅读
成为“悦读”。与此同时，每个人
的阅读需求不一样，传统的纸质
书很难满足大量读者多元化、个
性化的阅读需求，而有声阅读某

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
憾。一方面，今天的有声阅读内
容十分丰富，它不局限于传统广
播的有声小说、评书，还包含了
党史学习、经管人文、少儿教育
等分类更加细化的产品。另一
方面，有声阅读使得获取知识更
加便捷，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知
识层次、不同行业特点的人群
都能够寻找到符合各自需求的
产品，增强文化获得感。

更为关键的是，当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许多人情不自禁
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能够
静下心来潜心读书、耐心咀嚼
知识的时间颇为有限；而有声
阅读因其便捷化，适应了个人
移动通信工具普及的大趋势，
加之存储方便、容量大，能够
满足人们即时阅读的需求。
不必时刻捧着书本、专门找时
间读书，只需灵活利用吃饭、
通勤、户外娱乐等碎片化时
间，就能随时随地开启阅读模
式，用耳朵感知书里的精彩、
体验阅读的愉悦。

需要正视的是，尽管有声阅
读已经成为获取知识信息的一
种重要方式，但伴随产业快速发
展而来的，还有有声阅读市场上
游资源分散、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等问题。此外，特殊群体无障碍
使用有声资源的目标还没有很
好实现。只有规范发展，建立完
善规则与标准，有声阅读行业才
能拥有更好未来。对于个人阅
读而言，也需要不断拓展阅读的
边界。从阅读体验来看，有声阅
读更适合通俗易懂的书籍，比如
小说、人物传记、历史科普等。
如果人们渴望深度思考、阅读学
术著作或者专业性较强的书籍，
或许还需要回归到传统的文本
阅读方式。

无论是读书还是听书，归根
结底还是为了让人保持思想活
力、得到智慧启发。科技的发
展可以改变阅读方式，却改变
不了知识积累与学习的规律。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阅读的关键词从来都是
持之以恒，“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的规律不会改变。从这个意义
上看，有声作品帮助人们走出
了“因声而听”的第一步，但“因
听而思”“因听而悟”还得靠读
者自己。 □宋静思

鎏金虎镇鎏金虎镇

虎年将至，虎自然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我认为对虎可以多面观，正如古人看山——“山形
步步移，山形面面看”，于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同一事物，因观察的角度不
同，会溶化出不同的含义。

春节将近，街头挂起的红灯
笼、超市里上架的年货、人们脸
上洋溢的期盼，酝酿出浓浓的

“年味儿”。各在线旅游平台的
数据显示，国内低风险地区陆续
迎来春节旅游预订高峰，旅游迎
来“春节档”。

“在当地”玩得精彩
在线旅游平台飞猪发布的

报告显示，今年春节旅游消费依
然呈现显著的本地化、小半径特
征，春节出游订单中，本地及周
边游占比近六成。

以北京为例，今年春节假
期，京郊可供游客选择的项目十
分丰富。延庆区举办“喜迎冬奥
非遗过年”冬季旅游文化节系列
活动，游客可观看非遗舞龙表
演、欣赏传统民俗，感受亲手制
作糖画、面人、毛猴等非遗手工
艺的乐趣；密云区古北水镇举办

“长城脚下过大年”活动，春节期
间，游客既可与由秧歌、福禄寿
等传统民俗组成的花会巡游队
伍互动，也可以在这个汇集中
外各色美食的小镇，寻找记忆
中的家乡味。

主题活动有特色
因为疫情影响，今年陕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将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广泛征集
音乐、舞蹈、诗歌和美术等音视频资料，
提供更多线上展演、展播。积极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将联合喜马拉雅提供 15天
免费会员服务，联合 e路诗语开展“好书
推荐官”活动，联合马蜂窝开展“蜂行计
划·网上游陕西”专题活动，联合去哪儿
网开展“新年好玩大会”营销 IP。陕西
各景区也将开展“云旅游”活动，通过各
自网站和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

福建省福州市新春文化旅游月于日

前启动，将持续至2月20日。本
届旅游月充分突出福州“有福之
州”的特色，围绕品文化、逛古厝、
赏美景、尝美食、泡温泉等，当地共
推出12项主体活动、13项县区配
套活动、3个配套政策以及 66条

“福”主题精品旅游线路、150场
文旅惠民活动、20项旅游景区优
惠，方便市民、游客在福州过春节。

春节假期，各地推出的主
题活动涵盖演艺、亲子、美食、
度假、摄影、康养、科普等不同
类型，可以满足游客多样性、个
性化的旅游需求，同时也能从
不同角度呈现旅游目的地的旅
游资源和旅游产品。这些春节
主题旅游活动也成为丰富人们
假日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的重
要举措。

文化味愈加浓厚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布《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
工作的通知》，提出在精准有效
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抓住春
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消费旺季
契机，挖掘消费热点和增长点，
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因

地制宜、多措并举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
求，大力提升文旅休闲服务供给，更好满
足群众休闲消费需求，鼓励合理利用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推出春节主题文创产
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培育体
验式、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提升消费智慧
化、便利化水平。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不断推进，
文化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文旅行业创
新产品的重要“宝库”。突出旅游的文
化味，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为游客带
来更加丰富的体验，也带动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 □尹婕

文化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