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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书
】

读冬奥百年历史
■ 林颐

只有孩子才盼着长大
■ 夏丽柠

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冬奥会如火如荼地

开展，看到新书《冬奥简史》，我被勾起了阅

读的兴趣。

作者季成，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

学博士后，北京体育大学冬奥培训学院教

师，从事冬季奥林匹克教学和科研工作。同

时，他还是中国首批雪车、钢架雪车GUO际

级裁判，2022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致

力于冰雪运动竞赛活动的组织和奥林匹克

教育。以季成跨学科、跨领域的工作资历，难

怪本书写得晓畅清楚、条理分明。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始于1924年法国

夏蒙尼，从此，冬奥会和夏奥会在世界奥林

匹克运动的竞技场上轮番角逐，各领风采。

历史的梳理当然是作品的主干，全书分为八

章：溯源、探索、复兴、镜像、冷战、转向、差

异、改革。季成描述了每个阶段、每届比赛的

大致情况，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有详有略，

重点突出，间或穿插传闻轶事。

1924 年，法国夏蒙尼冬奥会的金牌上

刻的是一位穿戴着滑雪、滑冰装备的运动

员，其背景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

山主峰勃朗峰。季成介绍，勃朗峰曾是欧

洲人无法企及的雪山之巅，在欧洲文化的

意象中代表着“敬畏、危险”。之后，他引用

雪莱夫人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来阐

述夏蒙尼作为冬奥会诞生地的意义。如此

一来，我们对于冬奥会的精神就有了进一

步的领悟，相比丰富多彩的夏季奥运会，

冬奥会尽管项目较少，但它更强调突破人

类生理机能的极限与勇于战胜冷酷环境

的力量。

百年冬奥，草创时期条件简陋，艰难启

程，曾经被纳粹利用作为宣传工具，也曾笼

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一度局限在北欧冰雪

与阿尔卑斯山地区冬季运动的孤芳自赏氛

围里。它与夏季奥运会一样也被复杂动机与

经济效益困扰，在冷战背景里，也成为政治

争霸的武器，到了20世纪晚期与21世纪，冬

奥会转向商业化与环境保护，推出各项改

革，争取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从全球视

野重新审视冬奥会的历史，更有助于我们理

解北京冬奥会的意义。

该书副标题名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的人文解读”。作品展现了百年冬奥的曲折

历程，这是宏大的叙事，同时，季成的写作

也是饱含关怀的，在细微之处时时有温情，

有历史的思考，有身为人类的自省与进取

之心。

季成回顾了“人类冰雪行为的历史溯

源”，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严寒环境下的

狩猎、军事与交通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如何促

使人类的进化。

书中有许多“闲笔”的书写。比如，季成

寻找了中国古代画作《冰嬉图》里的冰雪运

动的场景，讲述中国北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

动。季成突出了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的背

景效应，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引起了影视作品

创作者的广泛兴趣，诸如《请回答，1988》《飞

鹰艾迪》《冰上轻驰》等以冬奥会为背景的影

视作品掀起了一波热潮，这些作品把握住了

观众们的怀旧情绪，通过记忆的复原重新审

视20世纪早期、中期的历史，建立感情和认

知的纽带。

在全书最后，季成总结道：重构冰雪文

化自信，促进包容创新的多元文化发展，塑

造奥林匹克新时空。我想，这也正是2022北

京冬奥会的目标与宗旨。阅读这本书，加深

了我对冬奥会的理解。

当下是急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工作生

活节奏快得不得了，就连大学的象牙塔内也

难以容下安静的书桌。校园的时钟嘀嗒作

响，大学变得像公司一样，不断催促教授们

速度能再快些，效率能再高些，成果能再多

些。有学者称，当下的文化以“展示忙碌”为

美，而加拿大两位学者玛吉·伯格和芭芭拉·
西伯合著的《慢教授》一书则反其道而行之，

主张建设一种“慢文化”，它以平衡为美，且

敢于质疑生产力的追求。本书的慢文化主要

是针对大学教员的工作困境提出的，所以叫

《慢教授》。整本书以学者的职业生活作为方

法，从教学、科研到同事相处，依次展开，揭

示并分析了当今学界的绩效文化和速度焦

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种种解困之道。

埃莉诺·布兰特利·施瓦茨博士担任密

苏里大学的校长，她说：“从我还在学院那会

儿，我一直就过着非常繁忙的生活，当时我

有全职的工作，作为一位单亲妈妈，还要养

育两个孩子。那种情形，到处都是高压，所以

我摸索出了时间管理的技术，纯粹是出于生

活的必需。从凌晨4点，我就开始写作，一直

到6点45 分，这时我叫醒孩子们。前一天晚

上，我们总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我是要

上班，孩子们则是要上学。我们会把明早所

需的全部东西放在门口，也在前一晚备好午

餐，放在冰箱里。现在，我雇佣了家务工人，

但她们同样必须要听我的管理。我总是努力

着在同一时间去做两件事，只要任务是允许

这么做的。”

如今，大学的公司化，已经制造了无所

不在的时间紧张和压力，大学教员甚至比公

司CEO还累。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

项关于大学教员的调查，在比较了大学教员

和公司CEO之后，得出了一项惊人的发现。

在大学教员这一组，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

“无论他们工作多么努力，都无法完成所有

的任务。”还有62%的大学教员认为，他们“在

每天结束时都感到身心俱疲”，而公司CEO

的同比数据则为55%。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

教授项飙说：“一个人走进博物馆，对讲解员

的述说很不耐烦，而不断问这些展品值多少

钱。只有钱数让他对艺术品产生有意义的感

知。不要嘲笑这个人的无知。这正是大学教

授们对待同事的研究、甚至对待自己的工作

的方式。研究的具体内容不重要，脑子里想

的只是发表了多少、在哪里发表、这些发表

在职称和奖金上如何兑现。”

艾伯特·爱因斯坦曾说：“‘浪费’时间，

是创造力之母。”本书也主张“慢工出细活”。

学者们忙得马不停蹄，然而，研究成果却粗

制滥造。有学术团体发出这样的呐喊：“思

考，我们需要时间。消化，我们也需要时间。

在重拾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失落已久的对

话时，即便要误会对方，我们都需要时间。我

们不能每时每刻向你们解释，我们的科学到

底是怎么回事；它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原因

很简单，就连我们自己目前也并不知道。科

学，需要时间。给我们一些时间，当我们思考

时。”

本书指出，将“慢原则”引入我们的职业

生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减缓工作压

力，守护人文主义的教育，抵制大学公司化

的脚步。与其说“慢哲学”是在缓慢和速度之

间的对比，毋宁说对比发生在用心和分心之

间。

事实上，所谓慢，与其说是一种时间持

续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能力，要能去区分、

去评估，以及一种习性，要去培养愉悦、知识

和品性。心神不定和碎片化，是当代学术生

活的缩影。慢的理想可以让我们找回共同体

的感觉，重新发现学术的乐趣——友谊以及

力量的交汇——也正是这种感觉，支撑起学

术界的创新精神。

据蒲实、陈赛所著的《大学的精神》讲，

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一本柏拉图的《理想

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

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

怕要两年。三四本著作读完，本科学年也差

不多结束了。我非常喜欢这种耐心、细致的

做事态度。只可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优雅从容，已渐行渐远。

其实，放慢脚步，不仅仅适用于大学。现

在，几乎各行各业都缺少那种稳稳当当做好

一件事或做好一件产品的心气。人，已经慢

慢演变成一个不停歇的机器了。无论是工

作，还是生活，都在争分夺秒。“‘慢教授’，要

找到反思和对话的时间，以此为手段，他们

要找回大学的智识生活。”“慢”原则，固然是

当下之所需，但想要实现，可就太难了。

班上成立图书角，师生积

极响应，捐书支持。寻出20本

旧书，整整齐齐码成一摞，我心

中突然有些不舍。

尽管，大多数书的封面已

蒙尘，有些纸页已经泛黄。长久

以来，它们呆在书架上或角落

里，于无望的等待中独自咀嚼

寂寞与冷落，不知温热的手指

何时能扣开尘封的大门。

那些看过即忘随手抛开的

旧书，往后岁月里，也许我再也

不会翻阅。此刻，当它就要离

开，我忽然心生留恋。其实，留

下来，可能依然不会看，但就是

不舍。日日相处，并未意识到它

的珍贵，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

一旦分离，过往的点点滴滴，忽

而清晰起来。就像身边事、眼前

人，只道寻常，不知怜取。

记得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

不久，物资匮乏，工资不高。是

草木渐次返青的初春吧，有一

天，学校忽然来了个书商，小推

车里全是书。我挑选了四大名

著，硬壳精装，A4纸大小，褐

色的封面泛出光泽，厚重又大

气，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翻开，

新书特有的油墨味道直往鼻子

里钻。手指在书页上反复摩挲，

目光在字里行间游弋。

特别是《红楼梦》，我一直

非常喜欢，先前曾经借阅过。村

里流转的老书，书角翻卷，页面

脱落，有些书页在时光的啃噬

之下已经残缺不全。也见过庄

重古朴的，在朋友父亲的卧房

兼书房里，上中下三册，线装、

竖排、繁体字，读起来顿来顿

去，自带一种冷傲。借来的书，

捧在手里，像隔了篱笆撸一只

萍水相逢的猫，有靠近的愿望

却难免疏离。当时就想，如果有

一套属于自己的书，置于床头，

想看就看，该有多美。

可是，价格不菲。许多老师

围着看，指点议论一番，渐渐地

也就散了。我一边算计口袋里

的钱，一边讨价还价，满脸通红

却坚持着。最终用半月的工资

买下了这四本书。摞在一起，捧

在胸前，像捧着四块金砖。那一

刻，只觉内心沉静而充实。

此后，我断断续续地买，也

断断续续读。闲暇日子里，翻几

页，睃几行，在文字里暂忘烟火

人间的悲欢，琐碎的日子于是

平添了一缕自在安然的趣味。

后来，我为工作辗转奔波，

书与文字渐渐淡出生活，变得

无用而奢侈。再后来，日子有了

闲，口袋里也有了钱，却没有了

买的兴致，更没有潜心静读的

心境。买过一套《追忆似水年

华》，厚厚的三大本，唯上册看

了一多半，其他两册，至今躺在

书柜里。近日看到莫言说买了

不读又何妨，心下释然。心仪的

书，仿若故园在那儿，老友在那

儿，总有一天，兴之所至，欣然

前往，推门而入，把盏言欢。

尽管岁月流逝，但对旧书

还有旧情，对阅读还有向往。

“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

坐，万籁有声。”每每读到此句，

总要停下来，愣神好一阵儿。旧

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

知。正如钱红丽说：“读书，日渐

成为抵抗平庸生活的一种仪

式，深夜临睡前读上十余页，仿

佛额外接收着一份来自天外的

嘉奖。”

如今，故人将别，但书声琅

琅处，故人将走进更多清澈的

眼眸，滋润更多年轻的心灵，幸

甚！

《慢教授》

作者: [加]玛吉·伯格 / 芭芭拉·西伯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 田雷
出版时间: 2021年1月
ISBN: 9787559834041

科学，需要时间
■ 夏学杰

读《小时候：丰子恺写给孩子的散文》，

书中最打动我的那句话是：“小时候真傻，

居然盼着长大。”丰子恺一语双关，既展现

了成长过程中的童真童趣，也表明了长大

以后，我们会对小时候充满怀念。

丰子恺不仅是绘画大师，也是散文名

家。在他的文章里，既读到小事见大，又能

体会大事窥小，虽然写的都是生活中的琐

事，但读起来，简直就像上了一堂又一堂生

动的人生课。不管他是写小孩、写动物、植

物，还是写老友、师长，或者谈艺术，字里行

间的跃动，都显得那么轻盈而得体，向外散

着生活的智慧。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形容人

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

的动物。然而，这些特质在孩童身上最容

易捕捉得到。以儿童做样本的好处在于，

孩子们真诚，不遮掩，以自己的世界为全

世界。至少，丰子恺笔下的丰家三子四女

是这样的。

丰子恺非常喜欢孩子，在漫画与文学

作品中，反复地将子女做为描绘对象。就拿

本书开篇的《给我的孩子们》来说，作者第

一句写的便是：“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

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丰子恺从未将

孩子们视为自己的附属品，或者是以“我给

了你们生命”为由高高在上地享受父权，而

是以平行视角，把自己看做孩子当中的一

员，去观察和感悟他们成长中有趣的“独立

人格”。因此，书中凡是撰写孩子的文章，都

是“童言无忌话天下”，生动有趣。

丰子恺有一幅漫画作品，画的是家中3

个孩子做游戏，画上题字：“软软新娘子，瞻

瞻新官人，宝姊姊做媒人。”看站在中间的

大姐阿宝，一手拉着盖着盖头的妹妹软软，

一手揽着戴着圆顶礼帽的小瞻瞻的肩膀，

还真有点大人的模样。但真正感受到阿宝

长大成人，是在书中的《送阿宝出黄金时

代》里。看着阿宝从一个蛮横霸道的长女，

变成了一个将自己不舍得吃的糖果分给弟

妹的大姐时，丰子恺既感动又悲伤地写道：

“你已将走出唯我独尊的黄金时代，开始在

尝人类之爱的辛味了。”这个时候，阿宝14

岁。丰子恺认为，14岁之前，都是我们人生

的黄金时代，走过去了，就无法再回头。他

的《子恺画集》，就是献给孩子们黄金时代

的画作。

丰子恺的一生，是享受艺术的一生，不

论是研习绘画、写作、音乐等艺术，还是在

生活中寻找美学，他都有独到见解。正如他

自己所说，“人生随处皆不满，欲图解脱，唯

于艺术中求之。”心灵，才是成就艺术的家

园，而最纯净的心灵，属于尚未长大的孩子

们。

旧书
如故人

■ 王优

《小时候：丰子恺写给孩子的散文》

作者:丰子恺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 2021年9月 ISBN: 9787569943573

《冬奥简史》

作者:季成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21年12月
ISBN: 9787559657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