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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

从日用中追寻大道
琥珀

“那些温润的、暖暖的光，洒在
书桌上，让人忍不住想用手指去试
探桌面上那片阳光留下的温度。书
桌上的木纹所呈现的纹理，夹杂着
磕碰的痕迹，也在阳光下变得丰富
起来了。”这是高一强在《日用之道》
（新星出版社出版）中写下的句子。
高一强是著名设计师、策展人，
“日用之道”创始人及品牌合伙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硕士。
中国陈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室内
装饰协会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家具协会设计委员会会员。
通过基于认知心理学和知觉心
理学的研究和实践，以设计考古的
方式，观察和思考中国人的行为和
日用器物的关系与学问，发现中国
人的行为和文化的基本结构，探究
中国当代生活美学及生活方式。其
创立的生活品牌“日用之道”，以中
国历代人的生活为范本，以“实用、
适用”为前提，从传统中国文化和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隐藏在后
面的规则和体系，并将之与现代设
计、商业结合，通过系统化的设计探
索针对日常生活的日用之道。
在当下传统生活方式逐渐消失
的时候，前人的生活之道、价值观，
一直蕴藏在日用器物之间。看似普
通的日用器物，背后都隐藏着一个
完整的文化图式，记录了我们祖先
的生活样式和秩序，也引领着我们，
沿着这个秩序，发现其背后的本质
和规律，以及我们的历史和基因，从
而找到构建个人生活的路径，找到
走向未来生活的地图。高一强着眼
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看似平凡
朴素的日用器物，从至真至简的衣
食住行中，把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和
经验娓娓道来。中国人的器物传递
出独有的哲学与思维方式——
—这就
是他所谈及的“日用之道”。
器物之中藏着有关生命的故
事；好的器物，像一把钥匙，帮我们
打开世界的大门。
“器物的美，给了我巨大的慰藉。
它让我相信美好的事物是这个世界
的根源，也让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走
进我心中的那份美好。”暖炉、竹伞、包
袱、宋瓷，是传统的，钢笔、饭盒、毛衣、
自行车，是现代的，但它们都是日用
的，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日用
之道》以图文形式记录下作者与物品
之间或温暖、或有趣的故事，承载着
儿时的回忆、青春的恣意、成熟后的
从容淡然；同时它也展现了作者理性
的思考和专业的探究，从工艺材料到
设计美学，探讨设计理念与方向，探
讨器物与情感，器物与文化的关系。
作为设计师、策展人，以及“日
用之道”品牌创始人，高一强多年从
事和造物相关的设计研究。作者基
于认知心理学和知觉心理学，提出
了自己一整套价值观和方法论；通
过设计考古的方法，探寻日用器物
背后的文化图式。“为什么我们渴望
拥有一件物品？当物品的设计是可
以被理解的、触动人心的、令人愉悦
的，拥有我们个人认同的信息的时
候，我们在瞬间就有了拥有它的愿
望。”不仅知道怎样设计，还知道用
户为什么会喜欢这种设计，以及这
种设计与时代、哲学、文化的关联。
讲器物能论及历史，谈家具能联系
到宗教，讲设计能考虑到心理学，进
而提出“日用之道”的设计理念，探
讨如何设计出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日
常物品，找到适合当下生活的设计
方向。读之会有意外的惊喜。

北京晨报

辜鸿铭故居何处寻
辜鸿铭是近代史上的一位奇人，据传
当年外国人曾说：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
城，但一定要看辜鸿铭。
辜鸿铭曾在北大任教 6年，离开北大
后，又在北京闲居，1924年赴日讲学 3年，
1927年回国，1928年 4月 30日病逝于北
京。可以说，辜鸿铭的后半生与老北京有
着不解的缘分，他的故居在东城区柏树胡
同 26号，现为王府井宾馆。
对于辜鸿铭，有很多夸张的传奇说
法，但这些说法并无依据。
比如辜鸿铭自称拿了 13个外国博
士，这在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辜鸿铭 1867年随英国养父去英国学
习，1877年 4月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
士学位，以后到德国、法国游学，1880年时
回到南洋，总共只有 3年，怎么可能得 13
个博士学位？有学者专门查过相关档案，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他拿过一个硕士学位，
两个学士学位，比较神奇的是，他在德国
拿到的是土木工程学学士学位。后来毛姆
登门拜访时，辜鸿铭自称在德国拿过哲学
博士，完全是向壁虚构。
此外，辜鸿铭自称曾写诗骂慈禧太后。
这个说法来自他自己写的《张文襄幕
府记闻》，基本是民国时完成的，且是笔记
小说体，其中颇有虚构成分。1900年时，辜
鸿铭还用英语撰文，称赞慈禧太后，1903

年，慈禧太后曾想调辜鸿铭到京师大学堂
任职，而他自称是他写的、骂慈禧太后过生
日的诗，其实是民间流传的作品，他不过是
自认作者而已。
辜鸿铭还自称是瓦德西的老师。
辜鸿铭说他在法国留学时，一个面包
店小伙计虽然是文盲，但非常上进，辜鸿铭
很喜欢他，便教他识字，这个人就是后来八
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当年听说辜鸿铭肯教
自己，瓦德西还曾向他行跪拜礼。
瓦德西出身贵族，怎么可能到巴黎去
当面包店的小伙计？怎么可能是文盲？此
外，瓦德西比辜鸿铭大 20多岁。
辜鸿铭进一步吹嘘说，瓦德西占领北
京时，无比骄横，庆亲王和他谈判，非常受
气，辜便让庆亲王请瓦德西吃饭，自己躲在
幕后。瓦德西在席间果然又大放厥词，辜鸿
铭便窜出来，说要告诉德皇，让瓦德西大吃
一惊，气焰受挫。
其实，辜鸿铭当时只是张之洞幕府中
的外文秘书，虽参与过清政府与八国联军
之间的谈判，但从现有记录看，并没参加核
心谈判，只是在外围谈判中充当议员角色，
根本未作出什么贡献。
辜鸿铭还自称他和泰戈尔同时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提名，从已开放的相关档案看，
诺贝尔奖评委会从来没关注过辜鸿铭，可
辜鸿铭在接受清华校刊主编专访时，却称

自己也是诺奖获得者之一。
可见，辜鸿铭是一个善于炒作自己、大
话连连之人，他曾在张之洞幕府中工作很
多年，未受重用，他也忍了下来，可见并不
是什么天性狷狂之人。在北大当英文教员
时，其实很珍惜自己的职位，表现认真，经
常让学生到家，他开私课相帮。
不过，辜鸿铭他的语言能力确实比较
强，善于用英语将中国典籍用西方人能看
懂的方式介绍到西方，当时正好一战结束，
西方人对西方思想有所反省，以为东方古
代智慧能提供帮助，其实多是误会，但这确
实让辜鸿铭得到了较高地位，被西方人视
为东方大哲。
值得注意的是，辜鸿铭的很多怪论、怪
说是他死后才出现的，是他的同乡、同样很
小就去国外的林语堂钩沉出来的，林语堂
之所以这么做，因林英语好于中文，要在中
国立足，最好搬个祖师爷，这样他被攻击的
可能性较小。于是，他就选择了辜鸿铭。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方志·胡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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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孩子瞬间安静下来
能让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瞬间安静
下来的事情，你能想到什么？
—写！作！文！
没错，就是——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都
知道，孩子是天生的幻想家、诗人、哲学
家，他们天生就会讲故事。其实我们小时
候也是这样，和小伙伴一起编故事，玩角
色扮演的游戏。女孩子把自己打扮成爱
莎公主，男孩子假装成奥特曼，孩子们还
会自己编造场景和情节，拿两个恐龙玩
偶对砸也能玩很久。那么，这些充满创意
的“小作家”，为什么会在上学以后，到了
该写作文的时候一下子变得困难重重？
为什么他们会不知道该写什么，甚至害
怕写作文呢？
写作的基础是真实地表达，修炼那颗
真实的心，比写出所谓漂亮的文字更加重
要。而我们传统的作文教学过多地注重写
作的形式（总分、分总、总分总结构），注重
好词好句，注重有无错别字、语法等问题，

却对“真实的心”关注不够。
如果要想做到真实地表达，创造一种
不加评判的环境非常重要。因为真实最初
的样子往往是笨拙的，粗糙的，歪歪扭扭
的，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
当孩子们写下不太“好看”的句子时，
我们是否能尊重他的表达，而不用强硬的
标准去评价他？
作文模板千篇一律，但不要忘了，每
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他们看世界的角度
也是各不相同。
一个会写作的孩子，是懂得如何用文
字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孩子。一个爱写作
的孩子，是懂得如何摆脱规则，从心底出
发去书写的孩子。
在孩子刚刚学习写作的时候，“玩起
来”是最重要。如何才能把写作变成一种
游戏，通过“写”感受到快乐和骄傲，这是
非常重要的。
《会写作的大脑》是一套给青少年的

创意写作练习册，包含 389个让你马上开
始写的创意练习，把写作变成游戏：你会
从不同的视角写作（超级英雄、卡车司
机），用不同的声音说话（嘶哑的长颈鹿、
某地的方言），体验不同的情绪（惊吓、欣
喜），去往不同的地方（农场、闹鬼的城
堡），试验和探索不同类型的写作。
让写作变得有趣的第一步是创造一
种不加评判的轻松氛围，这正是写作练习
的好处，你只需要跟着练习，写满十分钟，
或者写满整页纸。为了保持惯性，建议每
天至少做一个练习。悄悄告诉孩子一个小
秘密，只要定期练习，写作就真的会进步。
《会写作的大脑》作者邦妮·纽鲍尔拥
有近 40年的写作教学经验，她酷爱编写写
作练习，并发明了“故事轮盘”创意练习生
成器。她认为消除写作恐惧最好的方式，就
是“玩”起来，用写作把生活变成一个巨大
的游乐场，你写得越多，就会写得越好。

者一同来打造这本现象级科普读物。
本书以科学研究和临床效果为基础，通
过调整生活方式，规范代谢平衡，预防和逆
转老年痴呆症和认知衰退。他指出目前的治
疗方法把老年痴呆症当成了三种疾病的结
合，可能导致大脑衰退的三十六种代谢因
素，微量营养物质、激素水平、睡眠等。书中
记录了他融合西医、中医和印度医学的智
慧，提供了一个有实验支持的、循序渐进的
临床实验计划表，病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计划，例如调整生活方式：服
用维生素 b12，减少胶原蛋白摄取，改善口
腔卫生等等。治疗过程中可以让那些影响因
素重新达到平衡，从而控制病情。临床实验
结果给人印象深刻。第一批接受治疗的十位
病人当中，有九位在三到六个月内，出现明
显的改善。此后，数百名病人也获得了显著
的效果。本书给大批病人、医生、护士和医疗
机构带来了新希望，也彻底改变我们治疗和

看待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方式。
戴尔·布雷德森通过大量的临床试验证
明，我们完全能够终止阿尔茨海默症继续发
展、甚至逆转病情，为希望能预防甚至逆转
阿尔茨海默症和认知衰退的人带来了一些
希望。在书中，布雷德森博士列举了三十六
个可能引起大脑“缩水”的新陈代谢因素，比
如微营养素、荷尔蒙水平、睡眠等，融合西医、
中医和印度医学的智慧，提供了一个有实验
支持的、循序渐进的临床实验计划表，病人
可在医疗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制定个性化的
治疗计划，进行血液测试，通过改变一些生
活方式，比如服用维生素 B12，吃无麸质食
物或者保持口腔卫生等，可以让那些影响因
素重新达到平衡，从而控制病情。
有一天我们终将老去，身边也不免有很
多老人，假如大家遇到身边有老人出现这种
病症，可以用更好的方式，陪伴他们度过这
一段不同寻常的日子。
文 / 梁蕾

张颖

书评细语

有尊严地老去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老去，阿尔茨海默症
（又被称为老年痴呆症）作为一种无法治愈
的老年病，会逐渐磨损人的意志，开始不认
识昔日好友，找不到回家的路，发现自己什
么事也做不好，甚至照顾不了自己……生
气，愤怒，无助，绝望，却也于事无补。
作为患者的家人，最难接受的是那个曾
经陪我们打闹，游戏，可以遮风挡雨的人，再
也无法转身回到我们所在的世界了。生命还
在，但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正在人们彷徨不安时，这位全球公认的
神经退行性病变研究权威专家和巴克研究所
创始人戴尔·E.布来得森推出了他的新作《终
结阿尔茨海默病》，新书一上市，马上占据美
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之首。今年9月，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本书的中文简体版——
—
《终结阿尔茨海默病》，邀请了上海中医药大
学资深教授何裕民作为主审和世界神经学会
会员，伦敦大学神经药理博士何琼尔作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