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研究
员郑杰祥在本次研讨会上提到，河南是中国
考古学的故乡，不仅是考古学前身宋代金石
学的中心，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生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向记者介
绍，在当下中国的考古学大省如河南、陕西、
山西、吉林、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中，河南考
古学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作为中原文明
的中心，河南不仅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丰富
地下文物遗存，更拥有一大批学术造诣深厚
的考古学专家。

●1月10日的《人民日报》“读书”副刊，以
头题位置在“书人书事”栏刊登了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的文章《<辉县发掘报
告>——新中国田野考古范式的确立》。文章
借对1956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
告《辉县发掘报告》出版背景的回顾，梳理了中
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上世纪五十
年代初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组建的发掘团对
河南辉县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让人们从一
个侧面看到了河南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中
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发挥的重要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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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图书史》
罗德里克·卡夫、萨拉·阿亚德著

戚昕、潘肖蔷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关于图书的历史，悠远绵长，
可以绕地球好多圈。浸淫书业多年的英国学者罗德里
克·卡夫，联手视觉艺术专家萨拉·阿亚德，决定讲100个
图书故事，让大家对图书史有初步清晰的了解，这就是
《极简图书史》。

书中的100个故事，不妨看作一份有意思的书单，不
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古色古香的经典古籍，最
后还有炫目的电子书单元，并且还有非常艺术化、个性化
的“反书籍”的特别阐释。100个图书故事，把我们带入
一个美妙的世界，带入充满斑斓色彩和奇异书写的摇篮
本、初版本、炼金术和科普常识的世界。这也是一个由蒙
昧走向文明，由狭隘走向宽阔，由不可知的过去走向难以
预测的未来的过程。洞穴壁画开启了远祖先人的灵智，
泥板竹简挽留了依稀可辨的早期文明，印刷书改变了15
世纪欧洲人的阅读体验，互联网和电子书也在影响我们
对于书籍和阅读的理解方式。9 （林颐）

周末侃影

《读李安》
罗伯特·阿普、詹姆斯·麦克雷、亚当·巴克曼编著

邵文实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李安是当今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导演。这位
曾获得两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两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两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两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以
及一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
人导演，以其跨文化的执导能力享誉世界，铸造了蕴含惊
人多样性的电影帝国。他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
事》以120帧高规格拍摄，挑战了史无前例的新技术，让
全球仅有少数几家影院能达到放映要求。

由西方三位学者依据李安不同时期的电影、运用原
典哲学来评析李安的《读李安》一书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该书从一个全新角度阐释了李安的艺术，以东西
方两种不同哲学传统，来诠释李安作品中的多元文化主
题，还原一种伟大艺术，从而使读者得以洞悉李安的电
影，并了解根植于其中的丰富哲学遗产。9 （钟芳）

换个角度“读”李安

咖啡演绎人生精彩

定格图书史的100个瞬间

《咖啡咖啡处处开》
杰里米·托茨、史蒂文·马卡东尼亚著

白亩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
间都用在了写作上。鲁迅此话看似调侃，道出的却是写
作的秘籍，也使“喝咖啡”这种生活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兴
趣。这世界，每分钟都有人在喝咖啡，或在去喝咖啡的路
上。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好的咖啡，有如不同人生，或
醇厚或香甜或狂野。

英国人杰里米·托茨和史蒂文·马卡东尼亚均为英国咖
啡界领军人物。他们在精品咖啡浪潮中坚持以公平为原
则，积极推动咖啡道德贸易运动，两人在最新出版的《咖啡
咖啡处处开》这本咖啡入门指南中，结合多年从业经验对咖
啡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全景式解读。他们遍寻产地、探索风
味、科学制作，剖析了咖啡背后的文化浪潮和贸易之旅，为
咖啡爱好者提供专业、系统和易操作的指导。9 （邓勤）

微书评好书深读

□本报记者 赵立功

由郑州市作家赵富海创作的长篇报告
文学《读写生命大地——记 20世纪知名科
学家李伯谦》（以下为《读写生命大地》），
2016年 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书写当代考古学家、北大教授李
伯谦人生轨迹及其在考古事业上卓越建树
和贡献的厚重之作。1月 9日，由郑州中华
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郑州市文物局主
办，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读写生
命大地》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中国作
协、河南省作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局、河南博
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社会科
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河南大
学、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
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对
《读写生命大地》一书进行研讨。

李伯谦是一位在全国考古界享有盛誉
和学术威望的考古学专家，他1937年出生
于郑州西郊沟赵乡赵村，1956年考入北京
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事考古工作 50 多
年，历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北京
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
学会常务理事、“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
学家。

沟赵乡赵村周边有着丰富的从夏商到
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2012 年以来，位于
赵村的东赵遗址连续发掘出夏商时期城
址，对研究中国早期王权国家的起源、形成
和发展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被列为
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作为当代考古大家，李伯谦构建了中
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言人所未言，他对中
国古代文明演进神权、王权两种模式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
财富的巨大浪费，最终导致国家消亡；王
权，注重军权和王权，使社会可持续发展，
文明得以延续。这被认为是历史的启示。
李伯谦的考古人生，被认为是对中国文化
根的维护，他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源流的路
途上，总结出了规律，由他提出的中国古代
文明历程对当下中国的“八点启示”曾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值得人们深深地思考。

赵富海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郑州市作
协副主席、《古都郑州》杂志执行主编、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他长期从
事中原文化研究与写作，30余年来，用历
史眼光打通古今，先后写出《老郑州》《历史
走动的声音》《千秋二七》《中华文明的精神
修炼与重塑》《南丁与文学豫军》等22部著
作。

《读写生命大地》是赵富海积多年研究
之功创作的又一部近 30万字的报告文学
力作，这部作品，以考古学专家李伯谦的人
生轨迹、学术成就和丰富而又专业的考古
领域知识为表现题材，以其对中华文化的
深入思考和对现实国家文化建设的强烈关
怀，被视为具有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多重
意义。

在《读写生命大地》一书中，赵富海打
破传记文学以时间为序写作的常例，以专
题划分章节，如《老家在东赵：一个郑州人
的北大和夏商周三城》《大地的馈赠：精神
指引与学术成就》《文明的判断：文明形成

的十个标准》等，分别从不同侧面切入李伯
谦的生活与学术，兼以富有个性的语言对
考古学众多课题知识进行介绍，同时也融
入了作者本人对文化的表述与思考。与会
考古界专家学者认为，赵富海以从没被人
使用过的角度，将学术性的语言和口语、回
忆和见证糅合在一起，作品具有跨文体性，
是人物传记，更是学术评述，形成了一部很
有认识价值、史料价值的大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认
为此书也是一部学术史，其对考古界学术
观点的表述专业到位，可视为一部考古科
普著作，对考古文化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认
为，相比于跨文体写作，跨学科写作更难，
赵富海有勇气，敢硬碰硬，写出了一部保持
了学术真实的大书；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
究员张国硕认为此书集文学性、学术性和
地域性于一体，结构合理，文化因素分析到
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在
评述李伯谦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对此书自
身所具有的学术性予以肯定。

作为一部表现考古学界重要人物的报
告文学作品，赵富海此书的跨文体写作也
得到了文学界的赞誉，与会者认为，他的这
部近 30万字的厚重之作，重在写作家的印

象、作家的感觉，写传主的心灵、写人物的
精神世界和思想境界，既有现场感，又宏观
取象，文思汪洋恣肆。《文艺报》总编辑梁鸿
鹰在发给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认为对李
伯谦人生与思想轨迹的展现，构成赵富海
此书的主体内容，从李伯谦那里，人们了解
了一代知识分子文化自信的来路和力量；
河南省文联原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李佩甫
在发给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认为，跨文体
写作就是赵富海的个性写作，这种写作可
以将抒写、随感、评论相杂糅，又有诗意的
调动，而赵富海在《读写生命大地》中的跨
文体写作，不仅是三年时间辛勤的耕耘，更
表达出了对中华文化的敬畏，对传主的崇
敬。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在发给研
讨会的书面发言中说，此书不但写出了李
伯谦在考古界众所公认的学术成就，而且
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深挚的热
爱，对这些成就、热爱和性情的记录和抒
写，成就的是我们当代与中华文明一脉相
承的文化。赵富海长期以来致力于这种文
化的开掘与传承，也是一种文化考古，只是
他的田野考察对象是更丰富多彩的人。

关于《读写生命大地》一书出版的意
义，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具有向大众普及
考古学知识的作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专家郝本性认为，当下一些网络文学和
影视作品如《盗墓笔记》等，严重误导了人
们对考古学的理解。近年来，西方舶来的
娱乐文化在日益侵蚀着青年一代，考古学
界、文学界应该有历史使命感，有忧患意
识，要向社会普及考古学知识，增强人们的
爱国主义思想，《读写生命大地》一书的出
版，正是为考古辩白，对庸俗文化加给考古
学的歪曲予以厘正。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
刘其文认为，现在社会上为政治家、商业名
人立传的书多，真正为科学家立传的书少，

为人文学者，尤其是为考古学家立传的书
更少，《读写生命大地》的出版，为当代考古
学家立传，特别是为从河南走出的一位考
古学大家立传，具有向世人宣传考古，向世
人宣传中华文明、中原文明的多重意义。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
廖奔认为，考古是为中华文明寻根基，为五
千年文明历史寻见证，为传统文化寻源头，
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倡文化立国、文化自信，
而自信的力量源自对自我历史的认知。《读
写生命大地》的出版，使人们看到了此书传
主李伯谦作为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
科学家，又世代居住在夏商周三代的城根
遗址沟赵乡东赵，其内含的这片皇天后土
对自身文明滋养赓续的历史征象。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评论家何弘认为，
过去讲文史一家，现在似乎二者越行越远
了，因此重提文史结合很有必要。《读写生
命大地》的出版，继续延伸着赵富海这些年
来通过文学写作对中华根文化的研究，对
历史文化的普及很有价值和意义。考古是
为民族铸魂的工作，《读写生命大地》的出
版，把从事这样工作的人表现出来，其实也
是为考古人铸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高级编审、《读
写生命大地》一书的责任编辑郑彤介绍，此
书的出版，不仅是向李伯谦先生致敬，也是
向新中国几代考古学家致敬，这本书中把
李伯谦先生与这些考古学家的合影都放得
很大，为的是让人们也一睹他们的风采，更
好地理解新中国的考古事业。

主持研讨的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
研究会副会长孙英民在研讨会最后总结
说，考古学原本是很隐蔽的学科，近年来才
浮出水面，考古学家的业绩能在世人中传
播，文学家功不可没，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反
映考古学和考古学家，共同书写中华文明，
不仅应该，而且要大力赞同和支持。

□北顾江南

由成龙携众多明星出演的影片《铁道
飞虎》，讲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枣庄段周边活跃的一
支民间抗日游击队，利用对铁路线的熟悉
以及扒火车、开火车的特殊技能，跟大批装
备精良的日本正规军周旋较量的故事。

这是一部大咖担纲、搞笑依旧、武打动
作亦很精彩的戏，如果脱离历史背景，作为
一名观众，我看着会开怀大笑。但是联想
到历史的真实，影片的搞笑就让人如鲠在
喉，并不畅快。

《铁道飞虎》延续了近年泛滥的抗日神
剧的精神内核，以盲目乐观主义思想为指
导，通过大量丑化或弱化日本军人的情节
制造笑料。

一味丑化曾经的对手，无疑也是对自
己的一种暗讽。影片中的日本军人大多愚
蠢、不堪一击，但是就是这样的对手让中国
半壁河山沦陷，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
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
美元。在我的家乡，一个冀东普通农村，当
年曾因有村民加入抗日组织，在临近年关
的一个冬日，遭到一小撮日军对1000余名
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残酷的屠杀，今天村
里建有屠杀遗址纪念馆供人凭吊。

在纸媒读者日渐减少的今天，电影也
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学习知识的重要手段，
电影传播正确的知识或价值观无疑尤为可
贵，而传播“横店抗日”这种戏说历史的影
视作品应该休矣！9

《铁道飞虎》：历史不容戏谑

文学牵手考古 共写文明大书
——《读写生命大地》作品研讨会综述

□刘鹏

1月3日下午，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进一步
研究遏制明星“天价片酬”的有效措施，促
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明星“天价片酬”已经成为当下最为让
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天价片酬”现象的存
在，首先是影视业内部的失衡甚至是弊
病。一部影片或者是电视剧，一些明星动
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片酬，这无
疑会给剧组整体带去压力，有时候，明星因
为出演赚了个盆满钵满，但影视出品与制
作等方面，最后却要面临亏损。

其次，明星“天价片酬”是对观众等的
一种压榨。很多人觉得“天价片酬”与自己
无关，其实不然，明星拿了“天价片酬”，最
后羊毛难免是要出在羊身上的。“天价片
酬”对观众有直接的影响，比如电影票价不
断上涨，比如被迫看各种穿插或者嵌入的
商业广告等。

再次，明星“天价片酬”背离了市场特
别是收入分配原则的一般规律，成了一个
新的收入甚至是社会不公平现象。一些明

星一夜暴红后，短短几年内，富可及国。这
不仅不利于公平，而且加重了人们对贫富
差距的忧心与痛感。

最后，明星“天价片酬”会有反作用
力，甚至带坏社会风气。特别是当下，一
些人看到了明星出名以后的风光无限，然
后想尽一切办法出名，无所不用其极，都
梦想着成为明星后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
思想乘虚而入，网络甚至社会风气大受影
响。

明星“天价片酬”是一种不合理的怪现
象。对其危害，相关部门其实早有意识，也
曾多次提出要进行遏制，但多年来，关于遏
制明星“天价片酬”，大都处在无实际管理
措施、无有效控制手段、“光打雷不下雨”的
阶段。

为此，此次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
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遏制明星‘天价
片酬’的有效措施”，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
息。我们期待着相关措施能够尽快出台，
以便让明星片酬更加合理与公平，因为这
不仅是影视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
促进收入公平、缩小贫富分化、修正社会风
气的必须！9

明星“天价片酬”亟待遏制

考古学家李伯谦（左）与作家
赵富海在东赵遗址发掘现场

● 考古是为民族

铸魂的工作，《读写生命

大地》把从事考古工作

的人表现出来，其实也

是为考古人铸魂。

● 《读写生命大地》

的出版，不仅是向李伯谦

先生致敬，也是向新中国

几代考古学家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