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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
淌着茶的基因! 我们经常喝茶!却
未必了解茶叶背后的种种" 在#茶
叶侦探$中!作者不谈各种高深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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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茶的文化内涵!还原茶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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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茶道! 也不谈繁琐的茶叶知
识! 而是用客观事实和冷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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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轶事!它将茶相关的边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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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枝枝蔓蔓!通通都呈给你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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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奇人趣事!湘西贵州总是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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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山寨最朴实浪漫的故事!有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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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在读李娟的阿勒泰'邓安庆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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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大量与茶相关的历史

宜配茶一起享读"
来!煮一壶清茶!听古都心事"
北京老城多少事!陆波拨开历史雾
霭款款道来" &北京的隐秘角落$有
考据!有辨析!作为生于斯长于斯
的北京人!陆波用自己的目光去追
寻定慧寺 '宜 芸馆 '蓝靛 厂 '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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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YZX 喜欢 看 故乡 和家

上王国!有照片会更加分.后半段!

ó@Wm

可以看出作者是个诗意浪漫的人!

寺'樱桃沟等(角落)的历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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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那里的文物遗存!讲述那些在
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人们

上六个小 时!读 完 一本 书!深 夜 回

的故事!试图将大时代与小事件勾
连起来%

信!我真正的职业是记者% )

沉淀让这个简单的故事散发出美

翻尽古书阅尽石碑!中关村的

为完成&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

酒般的醇香% 这是一部有着相当自

高楼大厦在她眼中折叠褪去!海淀

闻$一书!马尔克斯倾注了心血% 从

传性质的儿童小说! 作家精确地

镇的一砖一瓦在她的笔下堆叠重

开始采访到最后完稿!中间历经三

,摹拟)一个五岁男孩的口吻!记录

建!北大西门外两座红墙庙门再次

年% 成书时!他已年近古稀% 在这三

了一段温馨而伤感的生活片断%

环抱畅春园% 北京的历史再次被她

年中! 他不辞辛劳地拜访相关人

&猜猜我有多爱你$ 充溢着爱

翻开一角%

的气氛和快乐的童趣!小兔子亲切

爱山一带的一处摩崖石刻系东汉

士!无数次因同情受害者的遭遇而

历史被翻开一角的还有东汉

史学家班固所作&燕然山铭$% 作者

心力交瘁% 而当他将纷繁复杂的采

可爱的形象'两只兔子相互较劲的

的燕然山% 东汉永元元年*公元 !"

辛德勇从学术研究出发!对这一石

访资料整理成一篇清晰晓畅的精

故事构架以及形象'新奇的细节设
置都对孩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年+!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单于'东

刻铭文的撰写及镌刻背景'拓本真

彩纪实作品时!这部作品中记录的

乌桓等势力一起攻打北匈奴!一直

赝'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

现实比,魔幻)更令人称奇% 这部作

形容茶和书的关系!最著名的

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几乎全歼

役等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紧扣热

品像电影般紧张激烈! 充满悬念!

是 ,赌书消得泼茶香)%讲的是李清

北匈奴的主力% 这一战役在历史上

点!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说明和

有着新闻的严谨和令人兴奋的语

照赵明诚夫妇二人! 以茶赌书!答

非常著名!当时随军出征的班固撰

认识)% 议论正大!有至刚之气%

言%

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

考古当然需要严谨! 新闻同

对的可以喝一口! 结果太开心!以
&我亲爱的甜橙树$ 是一本在

至于把茶都弄洒了% 茶和书的故事

#$%& 年七八月间! 中蒙联合

理% 世人熟知的马尔克斯是出色的

巴西家喻户晓的童书!作者根据自

很多!这个大约是最雅致动人的一

考察队实地踏勘!确定了蒙古国杭

小说家! 他自己却说-,我一直相

己的真实经历写成!二十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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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出水晶那一段!是一种对人生的
醒悟!值得所有文青思考% 在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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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独自沉默了许久%

[4\]^_ J 7. K
`ab>9 O
c?QRd
UVWXef
UVYZ#作者用了很多极具
法国特色的,笑话/!对一些时尚现
象进行了讽刺% 书的原名直译过来
是,在不知不觉中穿错的艺术)!用
&太时髦了$增添了一丝讽刺意味!
也不错% 阅读本书对于了解时尚历
史'法国社会文化也都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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