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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将不再是过去的
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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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本书展现和回顾了全国优秀教师
李芳献身教育的一生，用生动的故事

追述了她倾心育人、师德高尚的职业操守
和临危不惧、敢于担险的伟大牺牲精神。
通过宣扬李芳老师的先进事迹，弘扬了新
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鼓舞大家勇于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无私奉献，在
传递社会正能量中助力中原出彩。

《红烛之芳——记一位人民教师
的壮美人生》
作者：訾红旗
出版单位：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了解啤酒，才能更好地畅享啤
酒。啤酒远不止是各种原料的混合

物，还留存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流行文化兴
衰的印记。作者通过对啤酒历史的研究、市
场化的分析以及对业内人士的采访，为读者
提供了全面的啤酒知识指南，引领读者批判
性地思考啤酒这款饮料。作者是报道啤酒
行业的记者，曾担任世界各地啤酒比赛的评
审和发言人。 （本报综合）

《如何畅享啤酒》

作者：[美]约翰·霍尔

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未读

译者：张潍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本书精选了马未都近15年来所写
的序跋文章，内容涉及收藏、文化、艺

术、建筑、文学、社会等方方面面。每篇文章
虽然不长，但寥寥数语，往往可以将该领域的
历史梳理一番，点明精髓，见解独到。阅读本
书，可谓以一本书通览65本书。本书还特别
加入了视频二维码，扫码即可观看马未都亲
口讲述他与这些书的故事。

《小文65》

作者：马未都

出版单位：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年迈的烧火工独自居住在世界尽
头的极东岛，采煤、烧火，凌晨出海点

亮太阳，日复一日，不能出一点差错。少年
萨沙为了挽救心爱之人的生命来到这个岛
屿。他们吹响鲸笛，在银河旋涡中划动起
月亮的双桨，擦亮积满灰尘的星星……本
书是刘慈欣首部科幻童话作品，人气插画
师BUTU绘制。

《烧火工》

作者：刘慈欣著，BUTU绘

出版单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后浪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5G 时代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赵青新

作家汗漫的散文集《居于幽暗之地》，
书名出自里尔克的诗：“他们要开花，开花
是灿烂的/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
暗而自己努力。”诗句由冯至翻译，冯至亦
曾写下短文《工作而等待》，寄望于“不顾
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诗
言志，亦表情。

汗漫从前以诗为志业，现在更多投入
散文创作。他说：“中年之后，一系列痛失
与迎接纷扰而至，很多经验无法在诗歌中
传达。而散文这一宽阔的文体，能够包
容、谅解个人经验中的不纯粹，缓解现实
的焦虑。”

这一层领悟还来自于布罗茨基。布罗
茨基曾大致说过，散文比诗歌更容易处理

“三个人以上相处”的问题。布罗茨基自己
更喜欢诗歌，但是《小于一》《悲伤与理智》
等随笔却比他的诗歌更为人所知，这些散
文体文学批评睿智且感性，并与个人的复
杂经验和精神境遇相融合。这也是《居于
幽暗之地》收录的所有散文的基调。

书中文章短至数百字，长则两三千
字，谈诗，也谈生活；读书，也读人生。寥
寥数语间，常有光华流转。《桥都坚固，隧
道都光明》《在旷野，隐士鸫为歌而唱》《野
草生长，灯火下楼台》……一个标题就仿
佛一枚羽毛，轻轻撩过读者的心头。有些

词句也仿佛诗歌行板，比如：“我没有去过
布拉格。早晚要去一次。就像早晚要去
渡口，迎接从远方归来或拒绝归来的一个
女子。”

《居于幽暗之地》的前半部分穿梭于
欧美文学，以德语文学和东欧、俄罗斯文
学为主。米沃什、赫拉巴尔、帕斯捷尔纳
克、茨维塔耶娃……在布罗茨基之外，汗
漫谈论最多的是波兰诗人、随笔散文家扎
加耶夫斯基。扎加耶夫斯基的写作富于
哲理思辨，叙述之间存有很多跳跃和留
白，是从读书思考、生活观察和美学探索
中提炼的结果。

后半部分则将视线收回，归返中国文
学传统。汗漫出生于南阳地区，大学毕业后
曾在邓州工作，日夜熏陶的仍是古风。文人
思绪流动于《诗经》《楚辞》，有“子在川上
曰”，也有从刘勰到袁枚的诗话评介，有李白
的“明月出天山”，也有梁遇春的叹息：“天下
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唐诗宋
词，礼乐歌赋，总是情怀与不散的乡愁。

就连“汗漫”这个笔名，也出自李渔的
《凉州》诗：“似此才称汗漫游，今人忽到古
凉州。笛中几句关山曲，四季吹来总是
秋。”汗漫者，开阔、浩大、自由也。汗漫
说，写作当如此，人生亦当如此。7

（《居于幽暗之地》，作者：汗漫，出版
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9年6月）

仿佛若有光

□黑王辉

《黑衣人》是好莱坞经典科幻喜剧系列电
影，黑人演员威尔·史密斯和戛纳影帝汤米·
李·琼斯的组合，一少一老，亦庄亦谐，曾为观
众带来无数欢笑，也让该系列票房一路水涨船
高。如今，索尼推出重启之作《黑衣人：全球追
缉》，邀请因执导《速度与激情8》红透半边天的
F·加里·格雷担任导演，以及曾分别饰演漫威
超级英雄雷神和女武神的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和泰莎·汤普森作为男女主角。
的确，高大英俊的海姆斯沃斯和英姿飒爽

的汤普森拔高了影片的“颜值”，增加了卖点。
和前作相比，《黑衣人：全球追缉》的特效和打
斗更为酷炫，剧情上增加了一定的悬疑成分。
两位探员的寻找“内鬼”之旅，艰辛曲折又充满
风趣幽默——虽然这种幽默有时候看起来让
人尴尬。

较为可惜的是，虽然F·加里·格雷是一位
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但并没有领会《黑衣人》系
列的精神内核。在前三部《黑衣人》中，奇妙的
想象力带来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惊喜，威尔·史密斯和汤米·李·琼斯
的表演更为它们注入了灵魂。而在《黑衣人：
全球追缉》中，H和M两位探员虽然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却远远谈不上新鲜和惊艳。尤其备
受指责的是，两位演员的设定，更像是雷神和
女武神的形象延伸。片中出现的“雷神之锤”
梗，也显得刻意做作，画蛇添足。这一切，都让
观看本片味同嚼蜡。

近来上映的影片中，还有不少像《黑衣人：
全球追缉》一样的“重启之作”，如《哥斯拉2：怪
兽之王》《X战警：黑凤凰》等，褒贬不一。平心
而论，“重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玩不好的话，
会画虎不成反类犬，陷入“炒冷饭”“投机取巧”
的争议，对热门IP造成莫大的伤害。当然，玩得
好的话，也可以“破茧重生”，但想达到预期效
果，靠的绝不是花巨资、请明星、拼特效。7

《黑衣人：全球追缉》：
画虎不成反类犬

电影时讯

周末侃影

□彭忠富

在5G时代，移动互联的能力将突破传统带
宽的限制，时延和大量终端接入能力等问题将

得到根本解决，智能感应、大数据和智能学习能
力将充分发挥作用并整合成强大的体系。在这
一新的体系下，新的业务模式、商业模式、服务
模式将创造出巨大的新机遇，这也是未来拉动
经济的重要力量。譬如，5G会让视频业务变得
更有生命力，高清视频传播、直播业务的发展速
度会进一步加快，广告、信息传播、新闻业务也
会因为5G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5G 的建设，不仅是通信能力的提升，更
是社会管理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的根本改
变。中国通信业观察家项立刚认为，中国会
成为全世界 5G建设最为领先的国家。其最
新出版的《5G时代》一书，主要包括《5G是第
七次信息革命的基础》《什么是真正的 5G》
《5G将重新定义传统产业》《后 5G时代的人
类社会》四部分。本书对5G的核心技术特点
和全球发展格局等做了清晰的介绍，回答了

“什么是真正的 5G”，还对 5G赋能传统产业
做了深入阐释，为读者勾勒了交通、医疗、工
业、农业等将因 5G 而产生的深刻变革。最
后，对于后5G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作者进行了大胆的设想。

作者指出，传统互联网以固定的网络为
基础，PC是主要的终端，在信息交流不畅的
时代，这种网络可以打破屏障，实现高速度信
息传输。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主要的终端
为智能手机，位置、移动支付是最重要的功
能，互联网从信息传输逐渐走向生活服务。
而到了智能互联网时代，除了智能手机和 PC
之外，大量的智能终端将不断涌现，大量普通
设备将被添加通信功能，互联网将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能力不限于信息
传输、生活服务、社会管理，还会渗透到生产
组织。

因此，新时代的智能互联网的基本精神，
不再是传统互联网的基本精神所能涵盖的。
关于5G时代智能互联网的核心价值，项立刚
将其定义为四个精神：安全、管理、高效、方
便。因为智能互联网大量的应用和服务，与
社会安全、生活安全息息相关；有大量摄像
头、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加入的智能互联
网，管理是保证这个体系正常运作的基本手
段；5G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效率；智能互联
网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便捷。

作者指出，与传统互联网相比，5G 具有
六大基本特点。以万物互联为例，以前，大数
据通过传统渠道获得信息，而如果未来有100
亿个终端用于传输数据，那么我们拥有的数
据量将会大大增加，人工智能的能力将会变
得非常强大，也更有价值。在 5G时代，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还会出现很多新产品，比如“环
境宝”之类产品，可以监测室内空气质量并根
据监测结果智能控制家中的空气净化器、空
调甚至暖气。马桶也将更加智能化，不但可
以用于冲洗，还可以进行日常的健康检查。
万物互联带来的，还有市场大爆发。随着设
备连接数量的激增，大数据的服务能力也将
大幅提升，在这个基础上，云、人工智能也会
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5G不仅是一项移动通信技术，更是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读完《5G 时代》
这本书，读者会深刻地认识到：随着 5G时代
的到来，这个世界将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世
界。7

（《5G时代》，作者：项立刚，出版单位：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4月）

□张冬云

1529年 1月的一个清晨，赣江边停泊的一
条船上，王阳明坐起身来，对弟子说：“吾去矣。”
弟子泪落如雨，问：“有何遗言？”王阳明展颜一
笑，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意思是：我这
颗心是光明的，别的啥都不说了。这，是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郦波所著《五百年来王阳明》一书的
结尾。

本书采用线性叙事方法，秉承“传统精髓，
现代表达”的理念，以精短的篇幅和精到的阐
释，讲述了王阳明精彩的一生，揭示出“阳明心
学”的精华。文字深入浅出，非常好读。

该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恐怕是王阳明忍
辱负重、遭遇不公仍不断追寻自我的努力，是他
不断自我完善的一生。他的理论建树，来自于

自我修炼和实践锻炼。他找到内心的光明，亦
致力于帮助更多人发现内心的光明。“他的发现
是自悟，他的功德是救人。”

阳明心学最为人熟知的，应是“知行合
一”。我们平时常说“我都知道，但我就是做不
到”。王阳明认为，做不到就不是真知道，真知
道就是能做到，知、行是一个整体。由“知道”到

“做到”，会有个巨大的跨越。这个跨越的桥梁，
郦波称为“沉浸式体验”。沉浸进去，才能由“真
知道”到“能做到”，达到“合”的境界。不惟学
习，包括做事，这种沉浸式体验，都很重要。

读至此，我忽然想起积极心理学奠基人米
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几十年前首创的“心流”
概念，意即我们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
投入忘我的状态会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
事情完成后，我们会有一种非常满足的享受。

西方现代的“心流”理论，和王阳明提出的由
“知”到“行”、由“行”到“合”，异曲同工。

王阳明生前，心学已是显学，之后数百年余
绪不绝，至今仍有大量拥趸。持久、蓬勃的生命
力，源自何处？郦波认为：“阳明心学是一种人
性的回归，又是一种向前的推动。个人层面上，
它可以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
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获得行动的智慧；族群
的层面上，它可以让我们反思历史，追慕先贤，
获得中华民族超越时空不断进取的巨大力量。”

通过“心外无物”塑造人生气象，通过“知行
合一”培养人生智慧，通过“致良知”构建人生境
界，这也正是阳明心学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所在吧。7

（《五百年来王阳明》，作者：郦波，出版单
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8月）

□张睿

陈华文所著《山河气韵：书香视野中的
生态文化》，以阅读生态主题的书籍作为出
发点，阐释了对生态文化的真知灼见。全
书20多万字，由59篇评论组成，分为生态
文学品鉴录、生态文化启示录、生态社会忧
思录、生态变迁感悟录四个部分。

在“生态文学品鉴录”中，通过研读中
国古代诗词、现当代小说散文作品，作者
探讨了文学家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古人在诗歌创作中，“我”总是显得极为渺
小，但对自然万物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
作者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如果文
学作品中看不到自然界应有的生机，其作
品的生命力是值得怀疑的。

在“生态文化启示录”中，作者围绕
生态与历史、生态与艺术、动植物与人类
之间的关系分别展开了评论。第三部分

“生态社会忧思录”，则主要围绕工业生
产、城市建设、食物安全、人类健康和自
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作者的
主张和观点。而在“生态变迁感悟录”
中，作者探讨了生命、气候和生态之间的
关系。

总体来说，《山河气韵：书香视野中的
生态文化》立足于全民阅读和生态文化的
双重视角，为在生态文化阅读领域读什
么、怎样读提供了一种参考。7

（《山河气韵：书香视野中的生态文
化》，作者：陈华文，出版单位：湖北人民
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 4月）

书香视野中的生态文化

周末，国产剧情片《潜行者》《学区房72小时》《逆流大叔》
等上映。美国动作科幻片《蜘蛛侠：英雄远征》亦将同期登陆
中国院线。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