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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票，是一种小小的标志，通常边
长 5-10 厘米见方，以艺术的方式，标明
藏书是属于谁的，有“纸上宝石”“版画珍
珠”的美誉。

数百年来，藏书票以其特有的人文
内涵、书香气息为人们所追捧。

在我市武进区，就有一家藏书票主
题博物馆，馆藏藏品 2000 余件，日常展
出精品400余件，全部来自馆长、祖籍武
进的王嵘私人捐赠。

王嵘与藏书票的缘分始于上世纪
90年代。

那时他是一名中专老师，喜欢刻章，
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张日本藏书票，非常
喜欢，且两者有相通之处，于是开始制作
藏书票。“做了很多，有龙之传人、美国总
统、星球系列等等，大约100多个品种。”

这些藏书票后来被有同样爱好的华
东师范大学老师陈子善看到，当下建议
在校图书馆为其办一个展览。“展览最后
持续了两个星期，卖出1000多张。”王嵘
记得，那是1996年。

1997 年，经朋友牵线，王嵘又得到
在朱屺瞻艺术馆办展的机会，他的藏书
票和微型碑刻再度受到欢迎，仅一个小
时就卖了100多张。

同一年，他的爱人参加了第七届全
国藏书票大会，收获不少藏书票和资源。

“加上后来我们还写信给一些艺术家交
换，手里的藏书票越来越多，慢慢就走上
了专业收藏之路。”

在王嵘看来，小小一方藏书票，图文
并茂色彩斑斓，本就让人心生欢喜。再细
究其中的文化往事、符号暗语，知道制作
者的用心独特，便更会生出几分青睐。这
也是他觉得藏书票越看越有味道的原因。

几件小事可以佐证王嵘对藏书票的
痴迷——

因为身边的爱好者越来越多，1998
年冬天，他组织起藏书票沙龙。沙龙办在
哪里？就在他自己家。“一共 67 平方米，
我们重新装修了一下，做成展厅式，挤挤
挨挨可以挂 100 多幅藏书票作品。每月
策划一次主题展览。”

1999年1月，他又自费2万多元，买
了一台电脑和一台喷墨打印机，出了第
一张供藏友交流的《藏书票之友》小报。

“小报正反面打印，彩色的，很漂亮，每期
印1000张。”这件事至今想来，王嵘还是

挺自豪。小报出了半年后，还得到台湾商人
青睐，获得了一笔赞助经费，再后来又升级
为内部刊物。

办展览做推介，出报纸创期刊，联系国
内外作者定制藏书票，这些繁琐细致的工
作极大地丰富了王嵘的生活，由他创办的
上海弗闲斋藏书票社也成为我国目前最大
的几个藏书票组织之一，他还加入了国际
藏书票联盟。

2012年，得知武进区正在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他当即写信表达捐赠藏书票的意
愿，就这样，藏书票博物馆正式落户武进。

这座位于凤凰谷美术馆 5 楼的
博物馆约600平方米，集展览、收藏、
交流、制作于一体，是武进区第 2 座
国有博物馆。馆内设藏书票简史、藏
书票技法、文化人藏书票、外国藏书
票艺术家、主题展示空间等展区，还
设有藏书票创作室和精品展示厅。展
出的藏书票题材广泛，尤以国内 64
位文化名人的藏书票最引人注目，如
邓小平、巴金、杨绛、冰心等。

这几年，藏书票博物馆每年都
要举办两次大型活动，一次是世界

读书日主题展览，一次是国际藏书
票博览会，平时还有不少沙龙和体
验活动。王嵘也经常往来于上海和
常州之间，为大众普及藏书票知识。
他还有志于利用这个平台，联系常
州、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化名家，重点
打造文化人藏书票、签名书等。

周茜

一见倾心——

王嵘：痴迷藏书票二十载

从小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近年来
再也不满足于仅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
了，决定去采访各行各业的人物。被采
访者可以是行业标杆，也可以是普遍
百姓，但他们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有
着独特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非遗传承人
情有独钟。

应该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国
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一大批非
遗传承人为让优秀的非遗项目薪火相
传，他们心无旁骛，兢兢业业，付出了太
多的心血和汗水。他们默默无闻、耐得
住寂寞的匠心，不断创新、日益精湛的
技艺，都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和歌颂；同
时，一大批精美的非遗项目让人由衷赞
叹，它们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加大这些
非遗项目的传播力度，吸引更多的人敬
畏它、亲近它，更是我作为一名记录者
责无旁贷、无上荣光的职责。

去年以来，我分别对6位常州乱针
绣、留青竹刻、虎头鞋、常州梳篦、常州
吟诵以及扬州剪纸等非遗项目的江苏
省级或市级非遗传承人进行了采访，撰
写了6篇共2万多字的文章，相继发表
在《扬子晚报》《常州新周刊》《江南心》
等报刊上。虽然我的本职工作比较繁
忙，采访都是利用点滴业余时间，撰文
过程比较辛苦，但我的内心是快乐的，
因为聆听、撰文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
汲取营养、增长知识、感受人生百态、触
摸万千社会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

首先，我接触了平时很少或较难涉
足的领域，学到了一些冷门又专业性强
的知识。譬如，常州乱针绣突破了传统
刺绣“密接其针，排比其线”的方法，而
把西方油画的衬影法运用其中，它采用
多层次、长短交叉线条、分层加色来绣
制，是一种新颖立体的刺绣法。乱针绣
为使作品更加精细，要将一根细细的丝
线，“劈丝”分成1/2、1/4乃至1/60。

留青竹刻是竹刻中难度最大的皮
雕，它要在竹子表面仅0.1毫米厚的竹
皮上，通过雕刻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巧
施全留多留少留微留不留等工艺。采
竹必须在冬至后，要去闭塞荒僻的深
山采原生态的野外竹，要挑选 3-6 年
竹龄的背阴竹，直径越大越好，节距
越长越佳，并在当地于24小时内架
锅烧水煮竹，把竹子表面的浮油用
软竹花拭去，然后运回家中暴晒，并
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三年后再用。

而做一把常州篦箕，从原料开
始，需经篦篾、骨档、制漆、楂子等

六个工种 42 道工序，还需进行胶工、打
磨、镶头等六个工种 30 道工序，最后进
行复查整理半道工序，共计 72 道半工
序。做一把木梳呢，从选材、拉舵到打屯
头、切片，再到煮梳坯、划线、开齿直至
上光，也需经 28 道工序才能成品。

从以上这些精细、复杂又繁琐的工艺
流程中，非遗传承人所秉承的匠心情怀、
他们精益求精的人生态度可见一斑，这些
让人油然而生对他们的钦佩和赞叹。

其次，采访的经历有时充满了戏剧
性，尤其采访时人与人的交流让我很享
受，而采访后当事人的后续反响，也让
我分外感动。

像我去采访扬州剪纸的江苏省级非
遗传人翁文，就颇为机缘巧合。那是去年
初春，单位组织在扬州培训，休息时间我
和同事游览瘦西湖，在五亭桥旁，忽见一
剪纸售卖亭里，件件作品灵秀雅致，让我
赞不绝口。主人是位年轻女子，圆圆的脸
上漾着甜甜的酒窝。见我感兴趣，她热情
地介绍扬州剪纸特色，告诉我这些剪纸
是她师傅翁文和她的作品，而翁文是江
苏省级非遗传人。哇，仰慕之情油然而
生。但时间仓促，情急下我索要了她的电
话，知道她叫孙玉凤。回到常州，脑海里
常萦绕那些美丽的剪纸。于是拨通玉凤
电话。一聊，翁文竟是她婆婆，于是赶紧
相约，我在某个周日再下扬州。

翁文是一位眼慈眉善的老人，她让
我一见如故，感到特别亲切。而与她交
流的过程，更是一个交心的时刻。暮色
四合，我紧握着翁文的手跟她拥抱道
别，她右手大拇指内侧，满是坚硬的老
茧，让我心起微澜。而她的剪刀比媳妇
的竟磨短了 2.5 厘米，这是她 56 年剪纸
生涯岁月更迭的痕迹。

还有，我采访常州吟诵最年轻也是目
前唯一的女性传人刘红霞后，在报纸上发
表了《留住最美常州读书声》一文，结果在
今年大年初六，红霞发微信向我拜年时，
特别提到她刚刚收到北京90岁高龄的钱
听涛老先生的电话，称他读了我的这篇文
章后非常感动，特别要她代他向我致谢。
我百度了一下，发现钱听涛老先生竟是武
进籍的文史大家，能得到他的表扬让我受
宠若惊。我想，这篇文章能解一下老人浓
浓的乡愁，也是它小小的价值所在了。

马联平

我与非遗传承人

““我与社会科学我与社会科学””
有奖征文有奖征文

常 州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常 州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我和老公在大学里相恋，毕业后我
们在这座城市安了家。老公是球迷，大
学司职校足球队后卫，大三那年正遇上
世界杯，他一连两星期熬夜看球，换来的
是期末考试三门挂科。受他影响，我也
像模像样地当起了球迷，女生宿舍里没
有世界杯燃情四射的氛围，我只好扎在
男生堆里胡言乱语足球，我为足球狂。

女人看足球多半不是欣赏球技而是
去看男人。女人喜欢看男人如骏马般奔
跑，如猎豹般穿梭，更喜欢看男人像孩子
般庆祝进球的狂喜。

结婚后遇到的第一个世界杯，我们
的孩子刚出生不久。面对这个嗷嗷待哺
的小天使，初为人父人母的我们忙前忙
后，自然没顾上看世界杯。婚后的第二
个世界杯老公忙着职称考试，我为了完
成工作任务不得不想方设法拉客户，我
们都不愿把时间花在看世界杯上⋯⋯

世界杯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过了一
届又一届，今年世界杯期间我心血来潮
对老公说，想找找当年我们在大学里看
球的那种感觉，老公欣然同意。开幕那
天我精心打扮了一番，束起了长发，换了
一身白色连衣裙，斜挎着女包跟老公一
起出了门。老公笑着对我说：“今天你还
真有当年的学生模样！”

牵着老公的手直奔路边的大排档。那
里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们看着世界杯直播，
热烈地讨论着球赛，不时地发出阵阵喝彩
声，空气中弥漫着啤酒味、香烟味、烧烤
味。我像以前那样点了烤肉、烤鱼、烤火腿
肠，我柔声问老公：“你真的还像当年那样
爱我吗？”老公的头点得像鸡啄米一般。

我静静地看了半个多小时的球，倦意
来袭，我根本没有了从前刻苦观战的劲头
和兴趣。我暗自反省，仅仅十多年功夫，
我怎么觉得世界杯就索然无味了？难道
是老之将至，对最显男人本色的运动也失
去了兴趣？也许真的因为年龄增大，一切
都在默默地改变，想来当年的偶像齐达内
已经是中年人了，我也早过了长发披肩的
青葱岁月。以前是女孩看男人的比赛和
表演，如今是老女人看男孩子的游戏，突
然感觉自己是足球的局外人。再看看老
公这个当年俊俏的少年郎早已经发了福，
曾经一看到足球就两眼放光的他此时居
然打起了瞌睡。我本想抓住青春的尾巴
与这个男人一起迎接他的盛宴，可梦想很
丰满，现实的岁月很骨感。

我伤感地对老公说：“我们都已不是
年轻人了，还是回去吧！”老公站起身来，
拍了拍臃肿的肚子说：“其实，咱们都是
伪球迷。”

黄艳梅

伪 球 迷

打开手机音乐软件，无意中刷
到了一个视频，保罗·麦卡特尼弹着
钢琴，林戈·斯塔尔打鼓，埃里克·克
莱普顿弹着吉他唱着歌，他们共同
演绎着披头士乐队成员乔治·哈里
森的代表作《当我的吉他轻柔地哭
泣（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这是在披头士成员乔
治·哈里森逝世一周年之后，由乔治
的遗孀奥利维亚和儿子达哈尼组
织，埃里克·克莱普顿和杰夫·林恩
主导举办的一场纪念他的音乐会。
视频里那个非常年轻的身影，其面
容与乔治非常相似，他站在克莱普
顿的身后，默默地弹着他的吉他，他
就是乔治·哈里森的儿子达哈尼·哈
里森。这个视频首先吸引我的是二
分之一的披头士加上克莱普顿，光
是这样的组合就令人震撼了，看完
这个视频之后我特地买了张澳版蓝
光碟《纪念乔治音乐会（Concert
For George）》。

《当我的吉他轻柔地哭泣》是乔
治·哈里森披头士时期的代表作，他
的灵感竟然是来自《易经》。当我了
解到这个的时候非常惊讶，一部在
中国都没有多少人能读懂的书，竟
然使得一个英国人写下了这首传世
之歌。非常有意思的是，国内的网
友常常玩笑般地将这首歌译为“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不论是土琵琶
还是洋吉他，只要真心喜欢弹奏都
是不愿它哭泣的。这首歌在《滚石》
杂志“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的
评选中名列第135位、“史上最伟大
的 100 首吉他歌曲”中名列第 7 位、

“披头士最伟大的100首歌曲”名列
第 10 位。它在 1968 年时收录在披
头士被称作“白色专辑”的同名专辑

《披头士》中，而且在录音室版本中，
它的主音吉他部分就是由克莱普顿
演奏录制的。歌词里带着孤独的意
境，对自己的警醒，那绵绵的唱腔，
如爱人耳畔的轻声细语。乔治对东
方文化非常着迷，所以它在这首歌
里融入了很多东方意境——万物皆
有灵。克莱普顿的吉他在这首歌
里，像警钟般敲击，像少女般哭诉，
像凤凰般哀鸣。乔治给了这首歌生
命，披头士给了这首歌光鲜亮丽的
外衣，而克莱普顿的吉他演奏则给
了这首歌生动的表情。

我看着你/沉睡的爱情/我的吉
他轻柔哭泣/我看着地/一片的狼

藉/我的吉他依然轻柔哭泣/
我不知为何/无人告诉你/怎样

敞开心扉/我不知为何/他们控制
你/任你变卖流离/我看这世界/瞬
息万变/我的吉他轻柔哭泣/从每个
错误/吸取教训/我的吉他轻柔哭
泣/我不知如何/你变了心意/还自
甘堕落/我不知如何/你改变自己/
无人警告你/我看着你/沉睡的爱
情/我的吉他轻柔哭泣/我看着你/
我的吉他依然轻柔哭泣/

我也有一把吉他，但我却很少
去弹它，我与它也许就像这首歌里
所唱到的“我看着你，沉睡的爱情”，
我大部分时间是不会去看他的，我想
它也许常常在琴盒里默默哭泣吧。
我不知道我的吉他是否会哭泣，我感
受不到它，对我而言它只是一件没有
生命的物品而已。而这首歌却把这
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唱活了，哪怕是
哭泣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美，哭得让
人沉醉。随着我们不断地成长，理性
占据主动，我们的感性与天真在不断
地流失，我们不会在意一把吉他是否
会哭泣。而这首歌却赋予了吉他生
命，在反复的聆听中不断地拯救着

我们失去的天真与感性。天真原本
是个美好的词，然而在成人的世界
中天真却变了味道，开始无限地接
近无知。我又想到了孙燕姿唱过的
一句歌词“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
有残缺”。失去了那些，我想我的世
界已经残缺了。当然，不仅仅是我
的世界，还有你的。

由于这首歌的经典，它一直被
改编翻唱再录制。除了前面说到的
白色专辑版和克莱普顿弹唱版，我
特别喜欢 2010 年由拉丁吉他大师
卡洛斯桑塔纳携手马友友与英迪
亚·阿瑞共同演绎的版本，唱出另一
种味道却意义深刻。中国人喜欢的
也不少，张悬2012年在自己的专辑
巡演上也演唱了这首歌，也许是太
喜欢这首歌了，在介绍时都激动得
语无伦次起来。

莫文蔚在 2013 年的专辑中就
放入了这首歌，并在其中加入了古
筝元素，有种中西对话的意思。

枯燥的生活容易让人麻木，如
果你累了不妨静静地感受下这首
歌。如果你也有一把吉他，请你拥
抱他，当琴声响起，吉他不再哭泣。

蔡 龙

当吉他不再哭泣

纪念乔治音乐会澳版蓝光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畏惧父亲，同
时对他也很腹诽。

这怕似乎没来由，怨却有因。而
今想来，大约是童年时期留下的心理
阴影吧。母亲生我时，父亲才二十出
头。或许他还没有做好为人父的心理
准备，猝不及防，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生
命如条尾巴追随左右，张口要吃，伸手
索穿，生活的重负一下子落到他的肩
头，这也许与他幻想的生活场景有些
不一样，有气自然要向我撒。

不知父亲何时开始嗜酒的，酒后，
我常无端遭殃。一次，奶奶在灶屋里烙
煎饼，父亲从外边醉醺醺地回来，不知
因何叫我，我没敢应声。他的无名火

“腾”地蹿了上来，踉跄两步，拽过我就
打。奶奶闻声跑了出来，护着我，企图
阻止父亲。如此一来，父亲的倔脾气就
被激起了，非打不可。战火便从我这儿
烧到他们母子之间。奶奶护我于身侧，
边烙煎饼边与父亲争吵，眼泪簌簌而
落，滴到滚烫的铁鏊上，吱吱作响。

那时，家境不好，早晚都是大锅煮
稀饭。我常自作聪明，先下手为强，待
开锅米沉淀之后，先用铁勺捞一碗稠
的，屡试不爽。有一次，被父亲抓个现
行，额上被父亲的一阳指点得一头
包。有年麦收季节的某天，天热难挡，
见小伙伴们都在沟渠洗澡游戏，禁不
住诱惑，便把父母不许下水的叮咛丢
在耳边，光着屁股就加入了他们的行
列。不巧，被父亲碰到了，捉一次就是
一百次，父亲不容我辩解，随手拿起鲜
麦秸劈头盖脸地向我抽来，细嫩的肌

肤上顿时起了一道道血痕，疼得我直蹦，
大喊再也不敢了。而今想来，麦秸仍在
眼前晃动。

父亲打我时，常听奶奶说得一句话，
你们爷俩就是前世的一对冤家。父亲回
嘴最多的一句，上辈子我欠他的。

后来，一次偶然，我翻阅《睽车志》，被
一则故事吸引，颇觉有趣，不妨转叙于此：
平江陆大郎，家里比较殷实，在平山有处
房产。有一位老僧与他交情颇厚，老僧有
点闲钱就寄存在陆家。时间长了，钱财越
聚越多，陆大郎就起了贪心，想据为己
有。老僧索要，陆大郎不承认有这么一回
事，还买通了官府，反告老僧诬诈。老僧
钱财尽失，气愤异常，于是，每天盘坐在陆
大郎家门口焚香祈祷，祈祷将来能成为陆
的儿子，取偿所负。莫非父子真是一对冤
家？不过，据科学分析，其实此乃因母亲
分爱于子，而父吃子醋之故。

时间流逝，回过头来看看有些事，那
都是父爱的别样表达。前些日子回家，
母亲张罗一桌子下酒菜，我与父亲对饮，
父亲很高兴地让吃让喝，席间，他还披露
了不少我儿时的糗事，话语意味深长。
他那不经意的一句话，差点让我流下泪
来，他说小时候打着吃骂着吃，现在怎么
这么客气？一直以来与父亲的隔膜，一
下子化为乌有了。在父亲的心里，有些
事他一直都记着。

我抬起头来，偷眼打量着父亲。父
亲老了，已皱纹满脸，那是岁月刻画的，
可那些岁月却是被我追赶而来的。

父亲，我是你的冤家，我们一辈子都
有一种神奇而亲密的联系，不能割舍。

马 浩

父子冤家

什么是藏书票？
藏书票起源于 15 世纪的欧洲，是图书收藏者用以表明书籍持有的

标记之一，是版画艺术家创作的有限纸质品。藏书票上一般有国际通用
藏 书 票 标 志 EXLIBRIS，其 中“EX”是 前 缀 ，“LIBRIS”是 英 文“LI-
BRARY”，整个意思是“⋯⋯的藏书”；有票主名；还有创作者的签名、创
作年代、题目、版式代号、印数编号，按照国际惯例，一律用铅笔手写。

德国木刻书票《刺猬》被视为现存最古老的藏书票。在我国，出现在
1910 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撮影》集中的“关祖章藏书票”被认为是最早的
藏书票，这枚书票描绘了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在书房中翻箱倒箧、秉烛展
卷的情景。

乌克兰阿卡迪作品

杨可扬《巴金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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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乱针绣非遗传承人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