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有诗云：“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

这 10 个字把桑嫩蚕肥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

致。“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歌剧

《江姐》的这段唱词，更是把桑蚕自我奉献的精

神刻画得入木三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桑养蚕的国家。传

说远在黄帝时代，黄帝的妻子嫘祖就发明了养

蚕、缫丝和织绸的技术；早在 4000多年以前的

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河南、河北、浙江

等地养蚕和生产丝绸；殷商时代，栽桑养蚕生

产已遍及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当时，人们不仅

可以用蚕丝生产暗花绸和彩色的刺绣，而且可

以生产华丽的罗纱和织锦。

1958 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新石器

时代的遗址曾发掘到炭化了的丝带、丝绒和绢

片。不少古籍在描述商纣王的豪华生活时，说

他穿的是“锦衣”“帛靴”，宫中以“锦绣为席”。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栽桑养蚕生产

已经很发达了，并占据了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

位。那时每逢采桑育蚕季节，一些诸侯国都要

举行盛典庆贺。《诗经·七月》还描写了当时劳

动妇女在采桑途中的情景：“春日载阳，有鸣仓

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栽桑养蚕的鼎盛时期是汉代。为了同

周边各国进行友好的贸易往来，当时除了把

品质上乘的中国丝绸运往朝鲜和日本外，更

多的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

亚和欧洲。至今，它仍然是联结中国与世界

的枢纽之一。

蚕的种类相当多。《尔雅·释虫》列举的有：

“蟓，桑茧；雔由，樗茧、棘茧、栾茧；蚢，萧茧。”

晋代郭璞在注释其中的“蟓，桑茧”道：“食桑叶

作茧者，即今蚕。”可见我们现在用桑叶喂养的

家蚕，是由野蚕“蟓”演化来的。

桑蚕只有 40 多天的短暂生命，如果我们

给它计算年龄，可说得上是“五岁而终”。它刚

从卵中孵化出来的时候，被称为“蚁蚕”，等到

吃几天桑叶，开始首次睡眠，脱去旧皮，换上新

皮，便是第一周岁；待吃一定时间的桑叶，再长

大，再睡眠，再脱皮的时候，就是两周岁；这样

又反复进行两次，就到了四周岁；在进入第五

周岁时，它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了起来，而且

不再吃桑叶，此时便开始吐丝结茧了。

蚕丝是轻纺工业的重要原料，丝绸是中国

的传统出口商品；蚕蛹除了可供食用外，还可

以榨油、治病和提取丝氨酸等多种产品；蚕粪、

蛹渣不仅是塘鱼、家禽家畜的好饲料，而且也

是优质的农家肥；难怪人们把桑蚕称为“天虫”

和“蚕宝宝”。

农谚说：“栽桑点桐，子孙不穷。”要发展养

蚕业，首要的是多栽桑。孟子就对栽桑十分感

兴趣，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一亩好桑地，大约可以养蚕收茧 60

公斤左右，是发展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的

重要源泉；再者，桑木坚硬细腻，不易朽腐，是

制作农具、家具和造船、雕刻的好材料；桑条富

有弹性，折而不易断，可编筐、帽和包装商品；

桑椹富含胡萝卜素、核黄素、抗坏血酸，能生

吃，也可酿酒，做果酱；桑叶和桑根具有祛痰、

利尿、镇静、消脂等作用，是很好的药材；桑皮

含有高量的纤维质，是造纸的优质原料；桑树

上长的桑菇，味美可口，营养丰富。

桑树适应性强，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无

论南方或北方，无论平原或山区都可以种植。

即使是在人多地少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房前屋

后、路边塘角等零星土地栽桑。所以，我们不

仅要“大养其蚕”，也要“大栽其桑”。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栽桑与养蚕栽桑与养蚕

2 月中旬，上海“地标”之一、位于复兴

中路的思南书局开门营业。自 2020 年春

节以来，沪上多家售书企业暂停营业，但

“书店们”并没闲着。以思南书局为代表的

多家书店变身直播间，戴着口罩的店长们

纷纷举起手机化身“主播”，带读者“云打

卡”逛店。

看书五分钟，拍照两小时。如今，“网

红”书店遍地，但人均纸质书阅读量却并未

有明显增长。那么，实体书店如何进一步

创新经营模式，给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带来

更多获得感？书店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有

多少想象的空间？

据《2019—2020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

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实体书店数量超 7

万家，2019年国内关闭了 500多家书店，但

新开书店数量超 4000 家；而《2019 中国图

书零售市场报告》则显示，网店图书零售码

洋规模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24.9%，规模达

715.1 亿元；而实体书店继续呈现负增长，

同比下降 4.24%，规模为 307.6亿元。

一方面是实体书店遍地开花，新店不

断开张，另一方面却是书店的图书营销态

势不佳。试想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势必会

带来两种结果，要么是实体书店的生存周

期越来越短，新店旧店走马灯般地开张、关

门交替，经营无从趋稳；要么是一些实体书

店为了扭转颓势，不得不另谋出路。现在

不少实体书店走综合化经营之路，图书营

销与餐饮、文创商品等结合，已然是市场挤

压下的转型求生之策。

在笔者看来，无论社会和技术怎么发

展，实体书店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就

像网络电子阅读即便再盛行风靡，纸质书

籍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意义上，

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广大爱书人，都不愿意

看到实体书店生之维艰，更不希望其在起

起落落中最终消沉下去。

理想的状态，是实体书店不仅能够持

续经营，而且不偏离发展轨迹。它既然冠

以书店之名，就应该名副其实，书籍在日常

经营当中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现在有

一些书店在经营策略、营收占比等方面，存

在图书沦为“配角”的状况，这就是本末倒

置了，某种程度上并不利于书业平稳、协

调、健康发展。

在不断面临新挑战的形势下，实体

书 店 究 竟 该 何 去 何 从 ？ 有 业 内 专 家 指

出，未来书店的核心爆发力，或在于打造

读者的“学习场”。所谓“学习场”，是指

通过各种书内与书外的内容，阅读与非

阅 读 的 形 式 ，服 务 于 读 者 的 终 身 学 习 。

成为“学习场”的实体书店，将在保持现

有的图书、文创、餐饮等基础上，打造“学

习付费”新业务。

这个主意的确不错。使实体书店成

为读者的“学习场”，不背离书店本身的

特 性 ，同 时 ，符 合 学 习 型 社 会 的 建 设 需

求，又可与实体书店业态的多元化和转

型升级发展态势相契合。既然如此，实

体 书 店 在 日 常 经 营 当 中 还 是 要 回 归 本

位，尽力“用书来招呼读者”。在此基础

上，以书为媒介，多给读者提供一些有意

义的知识内容的附加值。

比如，在学习场所的设置上，实体书店

可开辟出一定空间，精心设计改造，以便读

者静心读书学习。在学习场景的安排上，

全天候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场景。如

果能让人们将线下阅读、学习等文化活动，

与实体书店的概念紧密关联，就能获得一

个确定的规模增量。在学习内容的提供

上，书店可围绕“把书上的内容变活”，常态

化地约请作者、各领域专家或者能够输出

有价值内容的人，开办讲座、沙龙、分享会

等等，甚至可以延伸为有相应需求的读者

提供知识付费产品，等等。

实体书店究竟该如何发展，眼下还处

在摸索之中。虽然目前缺少如何以明晰的

思路、系统化的举措，以及将实体书店打造

成“学习场”的例证。但若是一些实体书店

的经营者能够慧眼独具，朝这个方向投付

卓有成效的努力，也许会发展出现时条件

下书店经营的一种新模式。

（作者系中国图书产业协会研究员）

转型“学习场”，实体书店未来可期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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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宜斌

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时间，每个人一天都

只有 24 小时，不会多也不会少。关于时间的

重要性，陶渊明曾告诫我们，“盛年不重来，一

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郭沫若

则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

是力量。”

既然时间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科学

地管理时间，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

一定的成绩来。可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

一些人抱怨，“一天忙得脚不沾地，我哪里还有

时间？”

其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是有

的。如果你能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就会发现你

的一天其实比想象中要长得多，也可以变得充

实得多。如果不具备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怎

能完成每天浩繁的工作呢。普通人也是这样，

学会管理时间，将使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最

终收获成功的喜悦。

畅销书作家刘志则和白杨认为，人生在

世，总有一些事情想要去做、需要去完成，而这

些都需要时间。如果我们能做好时间的管理

和规划，让自己在有限的人生中能做出更多更

好的事情，发挥出自己更多的价值，就能让人

生更有意义。两人最新出版的《时间管理》包

括“学会时间管理，带给你意想不到的价值”等

四辑，在介绍关于时间的一些管理原则和方法

的同时，更着重阐述了如何进行时间管理，教

给了我们很多很实用的方法，譬如“GTD 工作

法”“番茄工作法”等。另外，书中还对名人的

时间掌控术，以及新时代下应具备哪些时间观

念等做了分析和阐述。

关于时间管理的方法很多，譬如重点利

用备忘录、便利贴这些辅助的物品规划和调

配自己的时间；利用日历、月历以及日程表管

理时间；将事情按轻重缓急分类安排来管理

时间……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只

有安排好、分配得当，就能在有限的时间获得

最高效的结果。如今的时间管理研究者认

为，管理时间就是管理你自己，将时间和自身

的发展融合在一起。我们关注的不是时间花

费的多少，而是在花费的时间中，你到底做出

了怎样的结果。作者认为，只有始终追随着

最新的观念，并找出最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法，

我们才能在一个舒适的区域内将自己的时间

安排好，让自己始终保持着高效。

关于时间管理原则，作者最推崇的是“80/

20 法则”，又被称为“二八定律”。只要掌握了

“二八定律”，你就可以掌握在时间管理当中的

不平衡原理，能够极大提升你的管理效率，让

你用最少的时间投入，得到最多的有效回报。

一个高效率的人，并不是将每一件事都做

到完美，鲜有人可以将每一件事都做好，但你

可以选择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做好，然后尽

可能地去解决其他问题。在贯彻“二八定律”

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在将要完

成的任务中找到重要的工作；学会扬长避短，

少在不擅长的工作上花费时间；严格压缩不必

要的琐事时间。

对时间精打细算，会给你更多时间

紫禁城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优秀代

表，而位于其中轴线区域的建筑则是其中

的精华。在这里，“中轴线”是指南北方向

的连线。

我国古人根据对天文现象和自然现象

的观察与归纳，总结出了中心、中正思想与

建筑及建筑群之间的关系，将自然法则与

营造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南北方位

比东西方位更为重要。其主要原因在于：

白天可以根据正午时太阳的投影方向进行

南北方位的确定，而晚上则可以根据北极

星的位置找出南北方位。一旦确定了南北

方位，那么东西方位自然也容易确定。

紫禁城很多宫殿的规划上都体现出了坐

北朝南、中心明确的建筑特征。如《易经·说

卦传》载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由此可知，位于南北方向的正中位置即中轴

线位置的建筑群，为我国古人最为重视，是宫

殿建造的最核心区域；紫禁城中轴线建筑群

在紫禁城总体规划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紫禁城从南到北的中轴线建筑依次为午门、

太和门、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

殿）、乾清门、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

宁宫）、坤宁门、御花园、神武门。

从平面布局来看，紫禁城重要的建筑

均位于中轴线上，且平面布局方式巧妙而

又合理。其中，午门是紫禁城的南大门，是

帝王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午门坐落在凹

形城台上，由城楼与两侧的燕翅楼组成，犹

如环形的堡垒，显得高大森严；太和门、乾

清门分别是明、清皇帝上朝的地方，其建筑

面积不大，但符合古代帝王“御门听政”的

执政理念，且门前有开阔的广场，以利于大

臣上朝；前朝三大殿是帝王举行重要仪式

的场所，其位于三层高高的台基之上，在平

面上与台基组成一个硕大的“土”字形，而

“土”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则寓意皇权。

在中轴线建筑确定后，次要的、附属建

筑则以左右对称的方式严格得排列在中轴

线建筑的两侧，其造型相通、命名对称、功

能相对应。这种建筑的规划方式，体现了

突出中心、凸显中轴线的特点。

从立面规划来看，在东西两侧附属建

筑的簇拥下，紫禁城中轴线的建筑犹如一

条蜿蜒游动的巨龙，高低起伏，收放自如。

其中，午门是紫禁城的南大门，也是紫禁城

内的最高建筑，城楼建在城台之上，犹如升

起的龙头，显示出震慑和防卫功能；外朝三

大殿和内廷后三宫均为马鞍形起伏的高度

变化，总体有秩序地由高至低，再由低至

高，其屋顶正中的连线犹如贯穿紫禁城南

北向起伏的龙身；而北部御花园内的钦安

殿及神武门出口，其屋顶正中连线又变得

平缓，犹如舒展的龙尾。

龙在古代是帝王的象征，紫禁城中轴线

建筑群立面如游龙一般的建筑规划特征，体

现了紫禁城中轴线建筑的核心地位和造型

艺术。不仅如此，紫禁城中轴线建筑在立面

上还给人以丰富的情感艺术。古代工匠通

过大与小、宽与窄、高与低、繁与简等矛盾法

将这些建筑错综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多样

化的统一；从细微处的导引，逐步转变为磅

礴的主体，再到恢弘的高潮，最后到委婉的

收束，给人在视觉上起伏的变化和思想上的

逐步升华，产生了完美的情感效果。

从空间规划来看，太和殿以南、坤宁宫

以北均为由门到门，以及两侧的廊庑围合

而成的空间，通过门的连通和贯穿，将每个

似乎封闭的空间串成流动的大空间。太和

殿与坤宁宫之间的六座宫殿则形成相对独

立的空间，它们是帝王执政及帝后活动的

场所，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彼此只能从两侧

通过重重门槛和台阶才能抵达。

紫禁城中轴线各宫殿建筑虽然是分开

布置，但彼此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呼

应，相互协调，形成有序的整体。无论是前

朝还是内廷的中轴线建筑，彼此之间的广

场正中均有一条汉白玉铺成的道路相连，

仅帝王能够在上面行走，称为“御路”。

中轴线建筑的各宫殿建筑的空间形式规

整、坐北朝南、突出中心、左右对称，并通过御

路进行点缀，营造出空间秩序的美感。此外，

不同的单体建筑通过特殊的

尺寸、形状和位置来强调视觉

重点，在空间上突出了封建礼

制的等级思想。

从营建技艺来看，紫禁

城中轴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

筑技艺精华的体现。紫禁城

中轴线建筑的功能重要性和

地位的特殊性，决定其营建

材料和技术的卓越性。如位

于中轴线南部的太和殿是明

清皇帝举行重要仪式的场

所，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建

筑等级最高、装饰最为豪华

的宫殿建筑。太和殿矗立在

高达 8.13 米的三层台基之

上，凸显出无比的壮丽和威

严，代表了我国古代建筑技

艺的超高水准。

从文化角度来看，中轴

线古建筑反映了我国古代儒

家思想的秩序、礼仪和道德

观念，以建筑命名为例进行说明。如太和

殿、保和殿的名称源于儒家经典《周易》中

的“保和大和乃利贞”。其中，“大”表示

“太”的意思，“太和”寓意宇宙间万事万物

和谐而统一，“保和”是意思就是神志专一，

以保持万物和谐；中和殿之“中和”二字取

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道也”，即勉励皇帝办事不偏不

倚，遵守中庸之道。由此可知，紫禁城中轴

线建筑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图为紫禁城建筑明晰的中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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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中轴线的“五维”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