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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电影去旅行

湖湘

《哈利波特》魔法中的现实世界

地理

柳宗元的愚溪
□ 唐韶南

□ 麦兜的花园

七本小说，八部电影，二十年的魔法时
光，《哈利波特》 陪着我们这一代人走过青
春。 从谢姆伯街穿梭到对角巷，从国王十字
火车站登上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感谢罗琳阿
姨将麻瓜们的平凡空间变成魔法世界！
《哈利波特》系列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
儿童文学之一，全球卖出 5 亿本，被翻译成
73 种语言，电影票房累计 50 亿英镑。 而电
—英国，也因此蒙上了神秘而浓
影拍摄地——
郁的魔法色彩。
伦敦国王十字车站 9 又 3/4 站台
“你只要照直朝第 9 和第 10 站台之间
的检票口走就是了。 别停下来，别害怕，照直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往里冲。 ”——
这个连接着现实与魔法世界的枢纽是
哈利迷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情节。 小说里，哈
利的魔法旅程自此开始。
国王十字车站和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是
两个毗邻的火车站。 伦敦前往剑桥、爱丁堡
的列车从国王十字车站出发，欧洲之星列车
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开往巴黎及其他欧洲
大陆国家。 圣潘克拉斯车站带有浓厚的中世

长沙

纪哥特风格，这里就是罗恩开着会飞的轿车
载着哈利升空追赶火车的地方。
对角巷与谢姆伯街
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海格带着哈
利来到破釜酒吧的后门，用魔杖在红砖墙上
敲了五下，砖墙神奇地旋转分开形成一道拱
门……眼前梦幻的街景让哈利目瞪口呆。 这
条街就是“
对角巷”，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
中小魔法师们买各种魔法道具和书籍的地
方。
现实中的对角巷位于约克的谢姆伯街。
这条 14 世纪的小巷充满了歪歪扭扭的老房
子， 一砖一瓦都展现出中世纪的万种风情。
据说当年这条 100 多米的街道上都是肉铺，
为了避免日照让肉腐烂，屠夫们把肉都放在
一楼的窗台上， 有些房子的距离相当近，在
顶楼的人甚至可以隔街握手。 如今，这条英
格兰乃至欧洲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古街，遍
布诸多风格不同的商店，可以淘到许多有意
思的东西。
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
基督教堂学院可以说是哈迷的天堂，霍
格沃茨的大礼堂、魁地奇球场、图书馆等等
无数次在梦中出现过的场景，从你踏入的那
一刻，便成为了现实。
基督教堂学院成立于 1546 年， 是英国
牛津大学学院，它与姊妹学院剑桥大学三一
学院一样，是所贵族化的学院，从这里走出

了 13 位首相，与牛津大学其他 45 个学院的
总数相等。
这里会不定期地举办哈利波特主题茶
会， 工作人员全部穿着巫师长袍为你服务，
食堂外长长的阶梯，是马尔福第一次向哈利
伸出手的楼梯。
大象咖啡馆
一家貌似不起眼的咖啡馆，却寄托着几
代人对童年美好的记忆，这就是哈利波特的
诞生地——
—大象咖啡馆。 当年穷困潦倒的 J.
K. 罗琳与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从伦敦流落
到爱丁堡，失业的罗琳只能住在一间没有暖
气没有空调的破旧公寓里，靠政府的救济金
生活。 她常常推着婴儿车，在公寓附近这间
大象咖啡馆取暖，排解失意的情绪。 正是在
这个咖啡馆的角落里，落魄的单身妈妈创作
了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一跃成为当年的
英国女性首富。 人生是充满无限奇迹的，正
如哈利波特的世界。
哈利的魔法袍
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校服黑色长袍
是哈利波特巫师袍的灵感来源，J.K. 罗琳与
这所大学有很深的渊源，她说是科英布拉给
了她灵感， 才造就了风靡世界的 《哈利波
特》。 作为格兰芬多的编外学生一枚，当然要
穿上霍格沃茨校服去朝圣心中的魔法圣地！
而且，在英伦阴冷的天气下，这件袍子还能
给人带来温暖！

记忆

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新华书店
□ 赵颖慧
有人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那么，一个在今天拥有 300 多处网点的
湖南省新华书店，将如何影响这块大地的灵
魂？
新华书店早已成为人们记忆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承载
了几代人的阅读故事， 也折射着一座城、一
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阅读轨迹。
上世纪五十年代， 长沙新华书店里的
“主色调”是蓝色、灰色和黄色。 当时，位于五
一路的新华书店中心门市部是当时“全国最
大的门市部”，门市部一楼有 400 多平方米，
共四十多个书柜。 当时，看书的人比买书的
多，就坐在柜子上、地上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 提倡树立革命人生观，
年轻人对知识很渴望，来书店的很多。 当时，
卖得最好的书有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 12 本
“干部必读” 的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
言》、《怎样做共产党员》。 除此之外，青年修
养的书籍也卖得好，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大众哲学》。 文艺类书籍销售得最多的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
原》等。
对于当时长沙的读书人来说，去新华书
店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每个礼拜，湘雅医
学院教授黄友岐都会去五一路新华书店中
心门市部。“每次进城，第一就是买沙利文的
糕饼，第二就是去新华书店。 ”对于这些高级
知识分子来说，吃饱肚子后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去新华书店看书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新华书店里
的颜色逐渐“多彩”。 穿色彩艳丽裙子的女读
者和穿的确良 T 恤的男读者出现了。 此时，
湖南人的读书生活发生了变化。 恢复高考
后，知识类书籍备受欢迎，据悉，当时为了买
高考辅导材料 《数理化自学丛书》17 本，读
者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排队，往西排到了文
运街口子上，往东排到了蝴蝶大厦。
文学类书籍也十分抢手，四大名著等古

典文学都十分受欢迎。 读者们为了买中华书
局出版的《唐诗三百首》一大早就来排队，队
伍一直排到了黄泥街，绵延一公里。
家庭生活知识丛书销量也特别好，《木
工》《电工》《车工》《钳工》《黑白电视机修理》
《彩色电视机修理》等，都是当时的畅销书。
进入新世纪，世界越来越“喧嚣”，全然
不同于上个世纪的“宁静”了。 根据热点购
书成为新时期的典型特点，《花千骨》《春风
十里不如你》 播出的时候， 原著作品就很
火；莫言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读
者们排着队抢；股票热的时候，股票书就卖
得很好。
随着时代的变迁， 今天人们进书店，不
仅仅是看书，更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新
华书店越来越“时尚”，正以新面貌进入这座
城市。

柳宗元的愚溪，在湖南，在湖南的永州
之野。
潇水河宛如一条长练蜿蜒地由远古飘
来，又轻曼地向湘江漂去。 过萍岛，越西门，
再前行少许，在潇水西岸，一股涓涓溪流，铮
铮淙淙，泛着灵气。 这就是曾经与柳宗元朝
夕相伴的愚溪了。
循溪前行，曲径不平，仿如柳宗元的坎
坷仕途和心路历程。
柳宗元从小聪明勤奋，21 岁考取进士，
由此便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他思想敏锐，
言词锋利，在当时名闻朝野。“永贞革新”失
败后，33 岁的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司马， 就在
赴任途中， 他又接到了再贬永州司马的诏
书，一怀愁绪、满腔无奈的柳宗元只好逆来
顺受，带着 70 岁的老母和堂弟，一叶扁舟，
赶赴永州。
在被贬永州的 10 年中， 是柳宗元生命
力最旺盛的 10 年，也是他一生中最有思想、
最有文学成就的 10 年， 他传世的作品共计
600 余篇， 其中有近 400 篇是他在永州写就
的。 10 年中，面对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捉弄，他
乐观放达，泰然处之。 他的游踪遍布永州的
山山水水， 他将个人情感融进了永州山水，
到了物我两相忘的地步。
脚下的这条愚溪，本来叫冉溪，柳宗元
游历后，酷爱这里的宁静、和谐、毓秀，便在
溪水旁结庐而居 ， 并 将“冉 溪 ” 改 名 为“愚
溪”，这便是愚溪的来历。 他认为自己被贬来
到永州，是由于自己太“愚”，所以，把愚溪和
附近的丘、泉、沟、池、岛和一亭一堂，都一一
冠上“愚”字，叫做“八愚”。 他对愚溪情有独
钟， 他认为自己同愚溪一样：“其流甚下，不
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 ”
于世人贡献不大，称之为愚，未尝不可；但愚
溪之水能鉴万物，清莹透澈，虽愚亦足以自
豪！
柳宗元是想在愚溪边上住一辈子的，于
是写下了《溪居》，写下了自己的心迹：“穿池
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 ”是啊，
愚溪边上住一世，笑看风云又何妨？ 愚溪应
属于柳宗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