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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载了孔子和弟
子们的问答，凡 20篇，是儒家

基本经典，影响极大。古往今来，注家
众多，其中以今人杨伯峻先生的译注
最为脍炙人口。本书是杨伯峻先生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的一个扩充
版，增加了原来简体字本没有排而原
来繁体字本有的《试论孔子》、导言、例
言、《论语词典》等，使读者得见简体字
本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全貌。同时在
纸张材料和装帧方式上考究，具有典
藏价值。

《论语译注》(典藏版)
杨伯峻著

中华书局出版

樊锦诗是我国文物有效
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

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
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
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被称为

“敦煌的女儿”。本书是她首度直面
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人生的著作，
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
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
坚守，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
全面呈现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
保事业的筚路蓝缕，详细披露了莫高
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

译林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小说家的散文”
丛书之一，也是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李洱的首部散文集，精选

了作者近年来在重要论坛上的精彩
演讲，披露了对他影响至深的人与
事，与读者分享他的写作秘闻与内
幕，既严肃活泼又尖刻可爱，充满李
洱式的庄重与调侃、诙谐与智慧。

《熟悉的陌生人》
李洱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分历史，七分文学》
宋宗祧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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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红霞

读作家辛酉的长篇悬疑小说《撒乌耳亡》，
感慨良多。小说写一位邮递员偷看一个人总是
不加封的信件，那些奇怪的信带出一个又一个
谜团，吸引着邮递员一次又一次打开。读者看
此书时，在解开一个谜团的同时却又坠入另一
个谜团，如此往复，故事由此也层层推进，直到
看完全书才真正知晓答案。

书中的女主人公特蕾莎原名沈茹，因为和
林凯的爱情不被父母所接受，苦苦斗争了好几
年。后来，终于鼓足勇气偷出户口本想要做最
后一搏时，却在跑与追中，导致父亲因为车祸失
去生命。随后的几年，母亲因父亲的离世跨不
过心中那道坎，一再阻拦她与林凯的婚姻。沈
茹因执着于对林凯的那份爱，即便当了修女，心
里依然希望自己就是林凯的妻子，所以在潜意
识里经常产生自己是另一个人的错觉。而男主
人公林凯也把自己的经历幻想成别人的。

在《撒乌耳亡》一书中，辛酉以几封没封口
的旧信为契机，带领读者一起在故事中摸索并
寻找事情的真相。他把当下流行的惊悚、推理、

曲笔等手法融合在一起，加之离奇的想象，精巧
的构思，夸张的笔法，反讥的笔调，彰显了作者
深厚的文学造诣。

撒乌耳是古代以色列第一任君王的名字，
是一个不完美的历史人物。《撒乌耳亡》一书中
的人物，每个人都有着想要成为的样子，只是在
现实生活中，却又不得不活成了另外的样子。
就像书中写的那样：很多时候，人最不愿意正视
的是自己，最难正视的也是自己。为了逃避现
实，常常会造成角色错位，具体来说，可分为三
种情况：第一种，幻想自己就是自己希望成为的
那个人；第二种，把自己的经历幻想成别人的；
第三者，前两种的综合体。

所谓前两种的综合体，即幻想自己就是
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偏又把自己的经历
幻想成别人的。这样的人往往有着太多的经
历和阅历，贯穿全书的人物“我”便是这样一
个人。

最好的自己，不在于成就的大小，不在于地
位的高低，不在于金钱的多少，不在于名气的有
无，而在于：勇于正视真实的自己。也唯有如
此，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9

□墨白

2015年春天，我们着手进行《亲历
中国经济 70年：郑新立经济理论纪年》
的编撰工作，历时三年收集整理资料、采
访及编撰工作，终于完稿。

我们把本书的内容分为四编：
《第一编：1945 年至 1980 年》记述

的是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谱主郑新立先
生从出生到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前夕的经历。从
1945年到 1964年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学
习止，是他对中国农村社会逐渐了解的
过程；从大学到邯郸冶金矿山建设指挥
部期间，是他对中国国有企业逐渐了解
的过程；而后来四年的研究生生活，则是
他逐渐深入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过程。从
社会学到经济学，这些最基础的研究经
历，为他后来构建经济理论体系，打下了
坚实基础。

《第二编：1981 年至 1999 年》记述
的是他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到国家
计委工作的经历，特别是在国家计委工
作的13年里，经历了邹家华主政时期的

“简政放权工作”、陈锦华主政时期的“抑
制通胀政策”、曾培炎主政时期的“扩大
内需政策”，是谱主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
要阶段。

《第三编：2000年至 2008年》记述
的是他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经
历。

《第四编：2009 年至 2017 年》记述
的是他退休后参与创办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至今的经历。

我们视《亲历中国经济 70年：郑新
立经济理论纪年》为中国经济70年发展
进程中，一部一个人的经济理论体系的
编年史。

郑新立先生从 1981年进入中共中
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以来，开始了长达
近 40年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研究与经济
理论的探索。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
作，几乎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
的多个领域。郑新立经济理论体系的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来自顶层设计的经
济政策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实际相结合，
在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
课题研究，他关注到这个时期中国经济
发展的多个方面；郑新立经济理论体系
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他对世界不同国
家经济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借鉴，并在中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与运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亲历中国
经济 70年：郑新立经济理论纪年》通过
一个人的经济理论编年史，不但再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
来经济的成长脉络与发展历程，而且为
后来者研究中国经济形势、经济的转型、
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依
据；全书不但呈现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国
家体制与社会制度，而且为后来者研究
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形成提供了
第一手资料。总之，《亲历中国经济 70
年：郑新立经济理论纪年》中所传达的信
息极其丰富，几乎与这个时期的每一个
中国人相连，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
能从中获取与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息息相
关的信息。

我们在每一章的终结处，编选了当
年中外政治、经济大事记，其目的是让这
部一个人的经济理论编年史与整个人类
的历史进程相呼应。

在编撰《亲历中国经济 70年：郑新
立经济理论纪年》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收
获是使我得以由此返回我的文学故乡，
厘清了决定那些来自我的文学世界“颍
河镇”的人们命运的根源。由此，我十分
感谢郑新立先生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多
次接受我们的访谈！ 9

□赵立功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内地电影行业停摆

已近四个月，关于影院剧组何时开业复工，每

有报道分析，但随后都归于沉寂。

电影业何时开业复工，当然该急，但毕竟

疫情之下，安全第一。好在观众想解观影之

渴，可以上网解决问题。对于制片方来说，从

前有那么多未曾挤上大银幕的电影，现在正好

探索与网络合作释放存量。至于能坚持下来

的影院，未来线上观影与线下观影并行不悖，

已然是观众观影的大概率，不妨利用这段时

间，顺应国家“新基建”之势，探索多种经营的

路子。何况危机之下，政府也未袖手旁观，上

周末消息，仅我省已下达 2078 万元财政资金

对受疫情影响的影院、影视企业等进行帮扶；

而 5 月 8 日，国务院也印发指导意见，提出按照

相关技术指南，可以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

放影剧院、游艺厅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影

业开业复工已呈明显松动迹象。

真该为中国电影着急的，是这段疫情停摆

期内，有无对中国电影自身存在问题的盘点反

思。就拿电影干预现实的在场和有效性来说，

疫情期间，能满足人们对流行病认知的需求、抚

慰社会情绪和大众心灵的疫病题材国产电影有

几部呢？基本上是空白。网上热搜的反倒是摄

制 于 非 典 后 2011 年 的 美 国 电 影《传 染 病》和

2013 年的韩国电影《流感》，它们以对疫情发生

过程和发生后社会反应的推演，被一些网友称

为新冠疫情的电影寓言。其他被人们记起的，

还有更早英、意、德 1976 年推出的疫情灾难片

《卡桑德拉大桥》，但影片因借疫情控制暴露美

国军方企图掩盖制造病毒的政治黑暗，话题敏

感。再有那些更为陌生小众的借疫情渲染惊悚

恐怖的电影，片名更能列出长长一串。

对比之下，中国电影应为自己的疫情灾难

片缺席感到尴尬。我们应反思造成这种缺席的

原因，是中国电影人科学素养不够，对未知和未

来缺乏想象力？还是哲学和社会学素养欠缺，

对人性和社会严肃话题缺乏探讨的能力和兴

趣？或缺乏危机和忧患意识，一味沉醉于商业

娱乐；抑或电影生产和放映机制存在缺陷，在机

械的宣传或过度的票房追逐两个极端下不能健

康完整地发育出自己的类型片和 IP 系列……

这当然不是要借疫情灾难片的缺失否定

中国电影，但上述种种问题参差存在，都是应

该在这个疫情停摆期的空档里好好反思并着

手谋划解决的，否则，疫情过后，中国电影仍靠

低质的大产量和高投入的院线硬件设施，是无

法从根本上提升自身水平的，也无法实质性地

真正做大做强，到国际上去争夺市场和票房，

更勿论担负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外输出

健康的中国文化，树立国家形象的任务了。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 4 月 3 日，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2019 年度“中国

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成果发布，调研显示：在观

影偏好方面，中国电影近年作品在日本韩国的

传播效果不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介绍：中国内地电

影对韩国观众感知中国国民素质、幸福指数和

文化认同方面所呈现出的“国民人文形象”影

响显著，日本受访者通过中国电影获得的中国

认知，不如他们从非中国电影中获得的认知影

响显著。

“国民素质、幸福指数和文化认同”，这就

是韩国观众想要从中国内地电影中看到的。

推而广之，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观众观看异

国影片时想要看到的，电影，就是一个国家对

外展示其“国民人文形象”的窗口，但中国电影

近年作品在日本韩国的传播效果不佳，表明近

一二十年来的中国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上

述任务。不妨回想一下，这些年大银幕上的国

产电影给我们讲述的更多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以哪些剧情为多，银幕上人物的言谈举止和精

气神，表现的是怎样一种当下国人形象，到底

距离我们的真实生活和社会形态有多远？

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有很多好的作品，但更

应正视很多问题和不足，诸如校园青春片里作

为故事主体正面呈现的早恋和暴力，底层叙事

的阴鸷和暴戾，喜剧片里的浮夸和油滑以及一

些正剧里人物仍不能摆脱的单薄感和艺术感

染力弱……所有这些，都在传递着一种负面的

信息，损害着中国电影的品质，也消解着当代

中国的文化形象。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尚可借

助某种运作热闹一时，但走出国门，怎会轻易

得到认可？不要以为中国电影近年作品在日

本韩国的传播效果不佳是小范围现象，即便国

内曾经票房火热的一些大片，远征欧美市场也

都铩羽而归——在我们用电影对自身历史文

化、现实国情和国民精神进行观照时，我们不

切实际的“想当然”太多了。

矫治这种“想当然”，需要在滚滚商业红尘

中有合适的冷静窗口期，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的电影行业停摆，恰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冷静

窗口期。对国产疫情灾难片缺席的反思是这

个窗口期的反思内容之一（美国电影《传染病》

和韩国电影《流感》，剧中都把疫源地设置在了

中国，可以想见随着这些电影的世界范围传

播，它们给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观众潜移默

化 了 怎 样 一 种 关 于 疫 情 起 源 的 社 会 认 知 惯

性）。应该反思的还应有更多的类型片、系列

片生产，和更为广泛的电影社会内容和话题。

反思者也不应仅仅是影人、院线和电影政策的

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应包括为中国电影提供了

观影环境的追影媒体和观众。

一场疫情，带来电影行业的停摆，而能不废

时光，积极反思，日后付诸解决问题的行动，或

能化票房收入之“危”为质量提升之“机”。1

□彭忠富

牙刷是最常见的日用品。古人清理口腔和
牙齿用手指和柳枝，敦煌壁画《劳度叉头圣图》
中，画有一和尚，蹲在地上，左手持漱口水瓶，用
右手中指揩前齿。到了南宋，城里已经有专门
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是用骨、
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孔数行，上植马尾，
称为刷牙子。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诸色杂
货中有刷牙子。”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牙
刷为秦代青铜牙刷。早在16世纪之前，中国发
明的牙刷就已经出口到欧洲，只是由于价格昂
贵，普通人消费不起而已。

在欧洲，牙刷是由英国皮匠威廉·艾利斯于
1780年在伦敦首先发明的。艾利斯是个囚犯，然
而他和大多数囚犯不同，善于思考问题。一天清
晨，他正按通常的方式用小布片擦洗自己的牙
齿，突然想到：假如用一把小刷子来刷牙齿，是不
是比用布擦牙齿更方便也更有效呢？这天夜里，
他把一根肉骨头磨成细棒，在上面钻了些小孔，
然后将从狱警那里要来的猪鬃一束束地插进小
孔，并将它们修剪整齐。就这样，欧洲的第一把
牙刷在监狱里诞生了。离开监狱后，艾利斯办起
了自己的牙刷厂，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人
们都愿意用牙刷来代替原先的小布片。不过，艾
利斯不算是牙刷的发明者，他的贡献在于将牙刷
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并平民化。

美国著名漫画家安迪·沃纳最新出版的历

史漫画书《日用品简史》围绕生活中最常见、也
最容易被忽视的小物件，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历
史探险。这里面有牛仔战争、疯狂的化学实验、
圆珠笔引发的“暴动”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冷笑
话。在厨房、浴室、办公室、酒吧、杂货店以及我

们每天都会经过的地点，屡获殊荣的安迪·沃纳
追踪了那些我们忽略的、认为理所当然的，但实
际却是令人惊奇的、有时还有些复杂的历史。
比如一位瑞士工程师遛狗时发明了粘扣，一位
德国家庭主妇撕了儿子的作业本制造咖啡过滤
器。你能从一把牙刷、一个马桶、一枚曲别针或
一张纸的角度，了解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谎言如
何成为传说、贸易路线的春天和帝国的兴衰起
伏。

安迪·沃纳的漫画故事虽然简短，却都像寓
言一样具有力量。我们能从这位机智的漫画家
的作品中获得大量知识，并感受到他的幽默和
对创作的热情。以洗发水为例，在安迪·沃纳关
于《洗发水》的这组漫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洗
发水大亨莎拉·布里德洛夫的故事。不到 8岁
时，莎拉的父母离世，她不满 14岁就嫁人了。
18岁那年，她生下了女儿，随后丈夫也去世了，
莎拉成了单亲妈妈。后来，莎拉改嫁给商人沃
克，并随夫姓成为沃克夫人。沃克夫人曾经当
过安妮·马龙的销售代理，贩卖洗发水。后来，
沃克夫人决定售卖自家配方的护发产品，她组
建起一支黑人女性销售队伍，穿上统一的工作
装，做好发型，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护发产品，
结果大受欢迎。沃克夫人去世后，被评为美国
历史上第一位靠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女性。而
洗发水的发明者安妮·马龙也紧随沃克夫人的
脚步，成为百万富翁。两人之间的差异在于，沃
克夫人更善于推销，更懂经营。 9

一个人的
经济理论
编年史
——《亲历中国经济70年：
郑新立经济理论纪年》后记

《亲历中国经济 70年：郑新立
经济理论纪年》，郑新立、墨白、江媛
编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是票房之危是票房之危，，
也是反思提质之机也是反思提质之机

关于日用品的历史探险

正视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日用品简史》，[美]安迪·沃纳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撒乌耳亡》,辛酉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本散文集，作者
为杂文家、历史文化学者。全

书收录了作者发表在全国各家报刊
上的精短散文 69篇，其文既写“花好
月圆”，又论“格物致知”，既记“心修
身为”，又录“文丝史片”，融自然之美
与文史之趣于一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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