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秋雨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1946年秋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出生那天一直下着小雨，因此父亲给他
命名秋雨。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
镇度过的，从上海来的母亲几乎是村里唯
一的文化人，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
识字班。儿时的余秋雨跟在母亲身边玩，也
认识了不少字。
4岁那年，余秋雨走进了乡村的小学。
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
故事书，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远不能满足
几百名学生。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100个
毛笔小楷字才可借得一本书。他回忆那段
日子时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
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
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
敬认真，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借
住到上海。余秋雨所在中学的图书馆不
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
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
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
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但是
距离很远，快到外滩了。因此他每天在晚
饭后都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
宫。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图书馆关门已
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图书馆把书借出
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
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
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
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
多小时回家。
少年时那段艰辛的阅读时光，让他爱

上了那些需要仰视的书，这为他今后的文
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余秋雨的
《长者》一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
轻时发愤读书的情景。1975年世事纷扰，
余秋雨因肝炎回乡下养病，在恩师盛钟
健先生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奉化山间
的一个蒋经国的图书室，专心阅读了当时
很难找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
《四部丛刊》等书。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
疑是重要的，因为这正好和他在上海戏
剧学院的老师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形
成双翼：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这次
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
关于究竟应该怎样读书，余秋雨说：“应
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
进取性活动，这样，在书的面前，我们的心就
会沉淀起来，对书的崇敬也会更加神圣。”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
人员发现一种蜘蛛具有长期的哺乳行为，
这是国际上首次发现哺乳动物之外能通
过哺乳养育后代的现象，为动物哺乳行
为进化研究方向打开一片新领域。
分泌乳汁哺育幼仔，历来被认为是哺
乳动物独有的特征。尽管有一些类群的动
物，例如鸟类和蟑螂也提供类似乳汁的分泌
物喂养后代，但无论行为模式、持续时间还
是功能都与真正哺乳动物的哺乳相差甚远。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陈占起
研究团队发现，大蚁蛛的哺乳行为在各
方面都和哺乳动物极其一致。新孵化出
的幼蛛会通过吸食其母亲从生殖沟分泌
出的液滴生长发育，并且在最初的20天
之内完全依赖此液体存活。科研人员称
此液体为“蜘蛛乳汁”。经成分测定表明，
“蜘蛛乳汁”的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4倍
左右，而脂肪和糖类的含量则低于牛奶。
研究还发现，从20日龄开始，大蚁蛛的
幼蛛会自己外出捕猎，也会继续从母体吸
食“乳汁”。大约从40日龄起幼蛛完全断奶，
此时的幼蛛体长已经达到成年个体的八
成。幼蛛断奶后并不离开母亲，而会继续回
巢生活，甚至成年之后的雌蛛后代仍继续
和母亲生活在同一巢穴。
陈占起介绍，这表明该蜘蛛会照顾成
年之后的后代，表现出了超长的亲代抚育
行为模式。这种超长的亲代抚育行为曾被
认为通常存在于寿命较长的高等社会性脊
椎动物类群中，例如人类和大象。
国际著名动物生态学家、英国艾克赛
特大学教授尼克·罗伊尔认为，该研究提
供了在无脊椎动物中发现迄今为止最全
面的超长亲代抚育的证据。大蚁蛛是独立
于哺乳动物系统进化而来的，此项发现会
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亲代对后代长期
哺乳行为的进化过程。 据新华社

【新茶语】

私房茶 □孟祥海

【话读书】

余秋雨的读书之道 □钱晨

【新播报】

中国科学家发现
会长期哺乳的蜘蛛

梁实秋在《喝茶》中写道：“父执有名玉
贵者，旗人，精于饮馔，居恒以一半香片一半
龙井混合沏之，有香片之浓馥，兼龙井之清
苦。吾家效而行之，无不称善。茶以人名，乃
迳呼此茶为‘玉贵’，私家秘传，外人无由得
知。”可见，这“玉贵”茶，就是梁家独具风味
的“私房茶”了。
无独有偶。台湾作家林清玄喜欢在茶
罐上写上朋友的名字，如“金柱茶”“孟珊
茶”“张耀茶”……他说，以朋友的名字来
为茶命名，比起以地名、茶种命名要好得
多。喝茶的时候，多了一种美好的感情。如
今林先生收藏了三四百种茶，每一种茶都

有独特的名字。可见，他的“私房茶”里充
满了友情。
私房茶，体现了一种文人雅趣。比如

元代文人倪云林曾特制私房荷花茶：“就
池沼中择取莲花蕊略破者，以手指拨开，入
茶满其中，用麻丝扎缚定，经一宿，明早连
花摘之，取茶纸包晒。如此三次，锡罐盛扎
以收藏。”既有茶之味，又得荷花之香；可谓
两全其美了。他还曾制作“清泉白石茶”：以
惠泉的泉水煮“白石”而成，这“白石”，就是
核桃松子去壳去皮，取其肉捣烂和上面粉，
做成一块一块,来与泉水煮饮。可见，这两
款茶也算是倪云林的“私房茶”了。

私房茶，体现了一种生活情趣。比如
清代文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他妻子
芸娘：“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
用小纱囊撮条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
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这与倪云林的
“荷花茶”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体现了芸的
心灵手巧，是一种生活情趣的表现。
“私房茶”如同“私房菜”，未必“以稀
缺、高品质”著称，但必须有自家的个性和
独特的味道；或是友谊的象征，或是文人
雅趣的体现，或是生活情趣的追求。总之，
只要用心，我们总会找到一款属于自己的
私房茶！

《棋语》
作者：储福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明梦华》
作者：萧盛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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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瞿佑何许人也？字宗吉，号存

斋，浙江钱塘（杭州）人，永乐年间，因
诗获罪，被贬至怀柔当了十年兵。
这十年间，才不得疏，志不得张，

自是苦闷至极，为了排遣这般的苦
闷，亦是为了讽刺当朝之文禁，因著
了部传奇小说，叫做《剪灯新话》，假
托志怪，以抒情怀。
李昌祺与瞿佑的遭遇何其相似，

因与瞿佑产生了种同病相怜之情，欲
仿效瞿佑，将一腔之抑郁尽付于笔
端，也创作了一部传奇小
说《剪灯余话》。
此《剪灯余话》上承

《剪灯新话》，说的是志怪
传奇，道的是当下时政，抒
的是一腔不平，说的是人
间至理。
如其中一个篇章，叫

做《长安夜行录》，说的是
一位卖饼的小贩，其妻子
被宁王强抢霸占的故事，
该故事本身并无奇特之
处，不过权贵抢了民妇，要
占为己有的糟心事儿，普通之极，李
昌祺却巧妙地安排了宁王的一班御
用文人，粉饰主子之罪行，以此欺压
平民，掩盖事实，致使黑白颠倒，是非
不分，如此一来，这故事便变得深刻
而富有寓意了。
因为无论在哪朝哪代，也无论该

朝代有多么的荒唐，总有那么一帮文
人，以文为刀，助纣为虐，为一己之私
欲，闭着眼睛歌功颂德。
《剪灯余话》刊行后，李昌祺似乎
不幸被自己说中，一语成谶。
时独尊儒家，所谓子不语怪、力、

乱、神，既为读书的斯文人，所读者应
该是国子监正式批准刊行的正经文

章，那些乱七八糟的志怪通俗读物，
不用说是去写，染目亦是有辱斯文，
时同行的文人极为看不起李昌祺，认
为是邪说异端，惑乱人心。
景泰二年，李昌祺亡故，本该是

叶落归根，然“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
之”，便是因了一本通俗小说，连乡里
父老都看不起。
如此这般的环境下，《三国演义》

《水浒传》这样的通俗演义小说，是不
合时宜的。何为不合时宜？

除去春秋战国那个百
家争鸣的时代，自秦以降，
为了维护一家一姓一江山
的独特政治体制，各个封
建王朝都对百姓之言行，
文人之行文有所限制，先
看《三国演义》，其全文虽
以汉室为正统的大格局，
贬曹褒刘，但是，东汉末
年，汉室式微，帝王无能，
乃是不争的事实，此乃作
者如何绕也绕不过去的史
实，也就是那段绕不过去

的史实，便成了亵渎帝王的违禁图
书。
再看《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

传》，所谓“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
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可见当时
的出版者，也是在刻意规避禁忌，若
论忠议，怎么也轮不到那群反官府反
朝廷的“反贼”。因此，在明朝初期，动
不动就要抡着板斧去砍皇帝老儿脑
袋的书，不合时宜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明日关注：那么在明初，大家都
读什么呢？这就要涉及到明初的图书
出版行业，当时刊行了哪些书籍。

他不像平时面对一堆电子元件
那么冷静，他几乎有点头手不合，意
行不融，有一次还将一颗电阻擦落到
地上，他弯腰去捡时，眼光瞟到了小
颜穿着拖鞋而裸露着的脚，还有裤下
的一截小腿。
宽宽的房间中，一盏发着黄光的

灯泡，在桌脚的阴影中，她那裸露的
肤色，白净透亮得如有磁力。也许只
有两三秒的时间，然而他特别意识
到，自己眼光停留得那么长，仿佛被
她一串咯笑声惊回。
在这之后，张好行在

熟人之中似乎有了搭靠女
人有一套的名声。张好行
没做解释，也无可做解释。
确实众友发现，总有女人
来他的小家，他就是告诉大
家那都是让他修东西的，别
人会相信吗？再说，男女之
事不断随社会的开放而自
由，还需要解释做什么？
张好行还是与北巷小

王深谈过一次，他与北巷
小王是无话不说的朋友。那次，张好
行随北巷小王下了一盘约棋，这段时
间张好行棋力看涨，缠靠搏杀，吃了
对手一大块棋，中盘获胜。两人在回
家的路上，找了一家饮食店，在偏角
的座位，要了两瓶啤酒、几个小菜，一
边吃喝一边聊天。北巷小王便提到小
颜，北巷小王告诉张好行，小颜对他
张好行是存念的，多次有棋友去岛上
时，她都会问到他的情况。
最后，小颜丈夫帮她办好了出国

手续，她还是去新加坡定居了。北巷
小王笑说：“传说，小颜临出国前，朝
着西北城市的方向，长叹了一声。”
张好行清楚，这是一句玩笑话。

他也知道，这不是北巷小王编的，乃
是棋友中某人的戏谑之语，下棋的朋
友间少不了有作家之才的。
张好行摇摇头，北巷小王感觉他

在心中长叹了一声。
张好行说：“男人与女人，一旦有

了关系，靠到近到不能再近，是那么
容易的吗？”
北巷小王说：“那又有什么，不过

就是那点事。”
张好行还是摇头，他觉得北巷小
王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也
并非是那么放得开的。
北巷小王对张好行分

析，说他是不是怕一旦被
女人靠上便会被缠上了？
张好行还是摇头。
北巷小王继续分析，

说张好行不是不喜欢女
人，而是对女人有恐惧。继
而北巷小王认为张好行有
孤独症。张好行只管摇头。
张好行当然没有孤独

症，没多久，他有了固定的
女朋友，并很快结了婚。张好行的女
人杜纯玉常说不用计较，他们在婚事
上也没过多计较，没请朋友喝喜酒，
就在海边城市旅行了一圈。
旅行回来后两天，张好行与北巷

小王在车站遇到了，听说张好行已结
了婚，北巷小王当然想看看新娘子，
便跟张好行到了他的家。张好行的房
子不大，只是粉刷了一下，也没作太
多的布置。新娘五官端正，小小巧巧，
属江南秀气女子。

明日关注：北巷小王显着与张好
行是发小，关系不一般的，向杜纯玉介
绍张好行的事，特别提到张好行的棋很
有力量，最常走的棋便是靠，张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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