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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11■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电子书、
有声书，扫码
即可阅读、收听

二十四节气劳动实践课程是名副其实的博物科学、综合
科学，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一系列交叉
的科学研究方法，它不仅包括一系列科学知识，更体现了中
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东方智慧的凝聚。从“知识
课堂”到“生活课堂”，《中学生物STEAM+节气劳动实践》（图
二）可全方位指导劳动实践课程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
性与可操作性，便于一线师生借鉴和实施。

立秋以后，蓼蓝生长成熟，其根茎和叶经过浸泡、发酵
后可以得到天然的植物染料——靛蓝，它就是扎染最好的原
料。扎染又称绞缬，是一种传统的染色工艺，也是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一，通常以蓝白二色为主调，对比营造出古朴
的意蕴。

扎染工艺始于秦汉，兴于魏晋南北朝，该时期出现了历史上
有名的“鹿胎紫缬”和“鱼子缬”图案。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
扎染技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学习
制作扎染可了解扎染的染色原理、学
习植物染料的提取方法、在实践中学
会分析影响图案形成的各种因素。

现今，这种传统工艺得到了许
多艺术家和印染工作者的重视，使
古老的扎染工艺又重新焕发了青
春。文艺青年们喜爱的蓝白帆布
包就是通过扎染来完成染色的，现
在有不少的服饰也采用了扎染元
素进行设计。

——选自西南大学出版社《中学
生物STEAM+节气劳动实践》（2022
年出版）

立秋做什么

■书店名称：一書书店
■书店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意库文创
园内
■推荐理由：一周只卖一本书——每周以一
款书为主题，打造书店综合体验空间。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铁维真

简约感，是位于重庆九龙意库文创园的
一書书店给读者的第一感受。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其他书店
相比，一書书店显得十分小巧。整个书店只
有两个房间，被分成仓储区、阅读区、讲座区
三个区域。“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周只会
售卖一款图书，围绕该书的主题来构建书店
的空间场景，并举行相应的阅读活动。”书店
主理人水渡告诉记者，比如这周就在书店内
张贴了不少捷克斯洛伐克画家穆夏所创作
的画作，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推介本周图书
——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穆夏》。

“之所以会选择只售卖一款图书，除了希
望能降低书店的运营成本外，更重要的是我
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治愈市民的‘选书焦虑
症’，继而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当下，重新唤
起广大读者对阅读、纸质书、线下文化活动的
热爱。”水渡说。

正是因为秉承了这样的经营理念，选书
成为一書书店最重要的事情。水渡告诉记
者，一書书店选书一般有三个原则，首先是

售卖的图书多涉及文学、历史、艺术等领域；
其次，书店每周会邀请一位作者来书店做交
流活动，这些作者的图书会参与售卖；最后，
主理人会从自己的藏书中选择一些图书，加
入“每周一书”的行列。“之所以会向读者推
介我的藏书，是因为我基本已经读完了这些
图书，对其内容和特点比较了解，能更好地
为读者进行推介。”水渡说。

除了精心选择售卖的图书外，书店在营
造氛围感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我们每周
会根据售卖图书的主题来构建的书店场景，
所以书店的外景几乎每周都在变化。”水渡
说，比如前几周，书店在推介《非洲短篇小说
选集》时，就根据书里的“织布鸟，黄色羽毛
上长着黑色斑点”这句话。在吊灯上增加了
一只黄鸟，增强读者的体验感。在推介《王
家卫访谈录》时，则在书店的墙上贴满了王
家卫执导的电影作品海报。

鲜明的特色让一書书店自今年4月开
业以来，就受到不少读者的追捧。“开业至
今，我们售卖了《王家卫访谈录》《穆夏》等
16种图书。其中大部分图书都会在一周
内被热情的读者抢购一空。”水渡说，他们
围绕这些图书所进行的文化活动更成为
志同道合者的联欢，吸引了大量读者参与
其中。

“当初选择把书店开到重庆（首店在天
津），就是看中山城浓厚的阅读氛围。”水渡
说，未来，一書书店除了为市民推荐更多好

书外，还将为大众提供丰富多元的书籍签售
会、邻里读书会等活动，为所在周边社区居
民提供人文交流的平台。

一書书店：

治愈读者的“选书焦虑症”

□邹安音

又是暑假季。炎炎夏日，
正是孩子们趁此读书的好时
机，抽空在书海中徜徉，让知
识的雨露浸润心灵，可以寻得
内心的一丝清凉和芳香。但
书 海 漫 漫 ，如 何 选 择 一 本 好
书，从而领悟个中真谛，开启
人生智慧的大门，是件很重要
的事。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最
应该了解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灿
烂历史，五千年的文明之光，至
今仍然辉映着全世界。在此向
小朋友们推荐《国宝带我看历
史》（两册），这是通过国宝了解
中国历史不二的选择。当中央
电视台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节
目火遍大江南北时，这两本通
过会“说话”的国宝从博物馆走
向书架的书也成为了畅销书，
其中一本是《手电筒里的博物
馆》，另一本是《你不可不知的
32件国宝》。

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在
古老的东方大地，在长江、黄
河奔腾的地方，逐水而居的华
夏民族祖先，以燧石取火，抟
黄泥制陶，磨山石为器……文
明之光的点点星火，历经三皇
五帝、尧舜禹、夏商周……最
终汇聚而成一颗璀璨的东方
明 珠 ，在 历 史 的 天 空 晶 莹 闪
烁。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们，
请打开这两本书吧，就在一百
多万年前，在你的小脚丫踩着
的这片土地上，早就有人类生
存了——那就是我们茹毛饮血
的祖先。我们还能看到祖先生
活的痕迹吗？答案是肯定的，
它们就在博物馆里，在那些安
安静静的文物身上。

文明兴则华夏盛，长江美，
黄 河 壮 ，万 里 长 城 屹 立 成 永
远。在璀璨的星空下，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不知道还藏着多
少的故事和秘密。江河就是大
地的眼睛，它们见证着岁月的
流逝，也注视着历史的遗迹被
后人一一打捞和发掘。

虽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
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当事者
或者主人公，但是我们应该深

深感谢祖先，是他们把那些闪
耀着时代之光的器物深埋于
地，历史又在今天让它们重见
天日，并牵着我们的手，一同走
进遥远的星河。

当那些深埋地下的宝物
重见天日时，人们便赋予它们
无限的想象和生命力，于是国
宝也有了人类所拥有的情感、
思想和温度。它们从远古走
来 ，走 过 旧 石 器 和 新 石 器 时
代，走过漫漫的风沙旅程，走
进大中国四面八方的博物馆，
成为会说话的国宝，讲述一个
个或者温馨浪漫，或者悲壮别
情的东方故事，让人沉思、怀
远、奋进。

让人惊叹的是，把博物馆
的国宝和历史有机结合，并“降
低”姿态，用娓娓道来的语言，
春风化雨般走进孩子们内心深
处的，是摆在书架上的这本《手
电筒里的博物馆》。它构思独
特，颇具匠心，也是专为少儿创
作的博物馆主题图书，旨在向
儿童普及国宝知识。

《手电筒里的博物馆》通
过六件博物馆的国宝，它们分
别是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
陶盆、秦代兵马俑立射俑、唐
代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佣、宋代
定窑孩儿枕、明代青花玉壶青
瓶、清代妆花绸女服，从而打
开了中国六个朝代的历史画
卷。

它以童话般的方式，讲述
了小狐狸呼呼和伙伴们在博物
馆之夜经历的奇幻故事。呼呼
的爸爸是博物馆管理员，他有
讲不完的东方故事，就在一个
月光皎洁的夜晚，一只小白兔
竟然从月亮下飞了下来。小伙
伴们赶紧拿来电筒搜寻小白
兔，谁知在手电筒光束中，白日
里沉默的国宝们居然都“活”了
过来，并幻化出瑰丽绚烂的历
史场景。

远古原始氏族部落的岩
画，秦王吞并六国的战马嘶鸣，
唐朝长安的西域贸易和郊外狩
猎，北宋汴京的繁华街道和集
市，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千帆竞
发，清朝江南园林的花朝节聚
会……绘本环环相扣、有声有
色，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就

浓缩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夜中。
除 了《手 电 筒 里 的 博 物

馆》提到的六件国宝及其背后
的历史，在《你不可不知的 32
件国宝》中，还可以找到更多
了不起的中国文物，以及它们
背后有趣的历史知识。绘本
精选了 32 件人们耳熟能详的
国宝级文物，其中既有代表各
朝代主要特征的典型器物，也
有历史罕见的珍贵文物。这
些文物材质不同、功能迥异，
却像万花筒一样，折射出丰富
的历史面貌。

这 32 件会说话的国宝文
物，仿佛在讲述着一个个传奇
而动人的东方故事。故事中，
仿佛有无数的先人从遥远的年
代，向我们翩翩走来，带着精深
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
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
态，带着身后宽广的文化底蕴，
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
事沉浮。

每一件文物都那么光华璀
璨，每一个故事都那么荡气回
肠。数千年时光流转，彷佛刹
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
诗，呼唤成了歌。两本绘本深
入浅出，形象具体，相信孩子们
在这个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受到
教育。这就是无痕教育，也是
自然的教育。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在长江
黄河的滋养下，薪火相承，生生
不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让它永远屹立于世界文化
艺术之林，靠的是一代代少年
的自觉和责任，因为，少年强，
则中国强！

会“说话”的国宝与东方故事
——《国宝带我看历史》读后

立秋，一份来自重庆的书单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第
13个节气，每年的时间点在8月7日至9日之间。“立”即从这一天开始，暑去秋来，
气温逐渐降低。“秋”由“禾”和“火”字组成，即禾谷成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立秋
后的重庆，适合吃什么、做什么？让这几本渝版图书告诉你。——编者

【打卡一路书香】

《山城里的二十四节气》（图一）聚焦重庆地区的气候物
候特征，带领读者去感知、体验二十四节气在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影响和启示。在解读古人三候的基础上，突出地域
特色，感知身边的节气。以二十四节气为载体和契机，积
极主动地关注我们的生活，从生活中发现自然之美、生命之
美、科学之美。

立秋，意味着秋季的开始。在气象学上，入秋的标准是日平
均气温或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且大于或等于10℃。全国
大范围的立秋时间常常是在9月以后，重庆平均入秋时间是9月
28日。山城的立秋时节，暑气犹在，“秋老虎”威力正盛，是全年
第二热的节气。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伴着伏天溽热，稻穗
逐渐脱苞伸展，一粒粒稻谷逐渐由空瘪变得饱满、由软变硬，此
时，一季稻迎来了真正的成熟。风吹稻浪，满眼金黄，田间响起
的收割机隆隆轰鸣声，那是对农人们最好的赞歌。
——选自重庆大学出版社《山城里的二十四节气》（2021年出版）

立秋，暑气犹在

《吃果》（图三）根据24个节气分为24个章节，对每个节
气中选取的数种蔬果进行分类介绍。选取的蔬果均是生活
中常见且有代表性的品种，介绍的时候采用实物照片搭配手
绘效果图的形式进行展示。文字部分则是对该蔬果的科目、
产地、由来，如何挑选、如何清洗、如何食用，以及背后的传说
故事展开介绍。

秋葵：讲究新鲜的“滑肠”好手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秋葵是新鲜的，它进入我们餐桌上的
时间尚短。

秋葵是个讲究新鲜的食材。与棉花同科，秋葵同样有着丰富
的纤维素，甚至在摘下之后也依旧能合成纤维素，如果放得太久，
秋葵就会成为一条嚼不动的“纤维棒”。想要减缓它变硬的步伐，
需要将秋葵放置在9℃左右的温度下保存，温度高了没作用，温
度太低又会将它冻伤。

秋葵里富含膳食纤维，它不能被人体吸收消化，因而能刺激我
们肠道蠕动。此外，秋葵的能量还很低，每100克中只含33卡路里，
是名副其实的“低热高纤”食材。除了能吃，秋葵还能喝。秋葵又名
咖啡黄葵，将它的种子烤熟并磨成粉，用热水泡开，会得到与咖啡有
几分相似的“秋葵咖啡”。它也能起到一定的提神作用，却不含咖啡
因，可以作为咖啡的替代饮品。

松茸：挑剔的小蘑菇

人类偏爱那些需要争分夺秒去品尝的美味，松茸就是其中一
个备受宠爱的食材。从出土到成熟，一般需要7天，而被摘下之
后，松茸就只有48小时的保鲜期。

市面贩卖的松茸都由人工上山采摘而来，数量有限，这也是松
茸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作为一种以鲜味为主的食材，简单的做
法更能凸显松茸原始的滋味。轻轻刮掉鲜松茸表面的泥土，将它
放在流水下快速清洗，然后用毛巾拭干，用瓷刀将它纵向切片。切
片后的松茸可以直接蘸酱油生吃，也可以用猪油、酥油或黄油在锅
里煎香食用。

水蜜桃：生津、清心之仙果

“水蜜桃，熟时吸食，味如甘露，生津涤热，洵是仙桃。”这
句话来自清朝王士雄的养生食疗书《随息居饮食》，成熟的水
蜜桃柔润多汁，汁如甘露，生津、清心，说它是仙果一点也不

夸张。
桃来自中国，经由丝绸之路传

到世界各地。桃在中国文化中有
着神圣的地位，相传西王母在昆仑
山上种了蟠桃，三千年才结一次果
实，是长寿的灵物。吃脆桃的时
候，果皮可以连着吃，但一般会去
掉茸毛。可以用盐水搓洗，或者直
接削皮。

哈密瓜：“皮糙肉厚”的甜滋味

哈密瓜是甜瓜的一个变种，同
属于甜瓜变种的还有我们熟知的
香瓜、白兰瓜。后两者维持了甜瓜

“细皮嫩肉”的外表，而哈密瓜则一
路摸爬打滚，成为了一个“皮糙肉
厚”的大甜瓜，唯一不变的是甜瓜
家族都拥有的甜蜜滋味。

——选自重庆出版社《吃果：24
节气时令蔬果趣史》（2022年出版）

立秋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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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峰

你说这是一本游记吗？不
全是，它还很科普。书中有你
不曾凝视过的植物世界、动物
世界。

你说这是一本科普书吗？
不全是，它还很文艺。书中有
精美的图片，诗意的文字，从容
的人生。

说《万物闪耀》这本书的
好，在于主题上的跨界。

书的作者是李元胜，著名
诗人。早年当过副刊编辑、媒
体记者，后来转到田野考察，跨
界到摄影、科普，特别喜欢拍蝴
蝶、野花。

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句
式，不会摄影的诗人不是好作
家。跨界的，是优秀的。作者
将文学、科普、艺术有机地融
合，才写出了这本看似简单，却
令人入迷的书。也许只有作
者，才能写出这么好看、好读的
文字。结缘这本书，是一种缘
分。只有慧眼的读者，才能拥
有这份幸运。

说《万物闪耀》这本书的
好，在于内容上的引人入胜。

打开这本书，仿佛是和李
元胜一起去了一次探险。朴实
无华的文字充满力量，娓娓道
来的文字打动人心。无论是徒
步、溯溪，还是灯诱、夜探。你
会发现，大自然原来这么美，我
们身边原来有这么多我们不认
识的动植物。我们对这个世界
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孤陋
寡闻。

每一次亲近自然，只会让
我们看到自己的无知。而唯有
认识自己到无知，才会激发我
们一次次走进自然。

如果你不能远足，亦可以
随着这本书去探寻大自然的

奥妙。如果用心观察、拍摄、
记录、研究，说不定你不经意
间就发现了一种动植物的新品
种。作者的专注力、好奇心、意
志力，令人叹服。几乎每一次
考察，都会有不同的发现。景
区的物种名录上，也因他的一
次 次 考 察 ，而 频 频 刷 新 新 名
词。这样的经历，令人心向往
之。

说《万物闪耀》这本书的
好，还在于它扛起生态文学的
大旗。

这些年，李元胜把十二背
后、西双版纳、九重山、四面
山 、金 佛 山 等 作 为 考 察 目 的
地 ，一 次 次 出 发 ，一 次 次 重
游。这本书的扉页上，作者题
下 了“ 美 有 何 用 ，落 日 有 何
用”，这是作者《晶花洞》诗中
的 两 句 。 本 书 的 开 篇 ，便 是

《徒步双河谷》，记录了他在贵
州十二背后景区半年多数次
的考察之旅。《晶花洞》就是这
次考察的诗作之一。

很多地方是普通游客抵达
不了的地方，很多是普通游客
抵达了也发现不了什么的地
方，很多是普通游客即便发现
什么了却无从表达的地方。作
者却不同，他把科学研究的方
法引入文学，扛起了生态文学
的大旗，让我们看到了多元融
合之后绽放的璀璨之花。

相比于书斋中的闭门造
车，相比于刷地名的游记，这本
书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图文并
茂，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关注
力、诗意，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
书。

再说《万物闪耀》，它为我
们构建了一个丰茂的精神世
界。

生活在大城市，不要说野
生蝴蝶品种，就是身边的常见

园林花草，如果不借助手机软
件，也许都不认识，更何况野外
的繁花？而这本通识性的科普
读物，可以说正应了时代的需
要，教育的需要，家长的需要。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
像一株野外的植物一样，生命
顽强，尽情绽放，活成自我，就
拥有了无畏风雨、战胜时光的
力量。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
能够沉浸于自己的所爱，都能
够数年如一日地专研一个事
情，一定能够为世界呈现不一
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精神产品，
做出自己独一无二的贡献。

作者带我们行走荒野，发
现自然之美，看到万物闪耀，让
我们更加痴迷当下栖息的星
球，并一次次带着好奇出发，去
探寻未知的世界。

它 让 我 们 明 白 ，万 物 平
等。人类也是万物之一，应该
学会珍爱自然，保护动植物，保
护脆弱的生态，让这个世界的
所有美好都能让子子孙孙永续
享用。

可以说《万物闪耀》就像是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
在轻松愉悦中，完成了一次探
险，一次科学的攀登，一次诗意
的表达。

《万物闪耀》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