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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流传了下来，对于有思想
的读者和爱书者而言，这就相当
于‘人间天堂’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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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衣谷

由郭修篆执导，庄仲维、张顺源主演的马来西亚电影《光》，近

期登陆我国院线。片中，哥哥文光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生性敏感，

不善交际。弟弟一直设法帮助文光找工作，文光却屡次搞砸面试，

弟弟气愤又无奈。直到有一天，弟弟听到哥哥房间传来的音乐声，

才意识到哥哥的音乐天赋一直在默默闪耀……

虽然本片以关爱自闭症患者为主题，但风格并不沉重，没有

过分卖惨的桥段，也没有采用类似于纪录片的形式来表现自闭

症患者的世界，而是让人物情感水到渠成地自然流露出来。片

中的光影运用，能让人充分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剧情冲突的高

潮部分，气氛紧张却不失温馨。可以说，导演对电影语言的运用

比较克制，甚至也没有多余的台词，给人以一种“巧妙”的美感。

近年来，引进我国电影市场的马来西亚电影数量极少，但质

量很高，如 2018 年的《李宗伟：败者为王》。《光》也同样收获了大

量好评，当然，它也存在一些“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男主角最

后用杯子演奏时，背景音乐过于强烈，两种音乐的交织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了音乐噪音，既没有表现出男主角演奏的震撼感和其

真实情感，也没有让背景音乐充分发挥推动情节的作用。

以关爱自闭症患者为主题的电影中，不乏优秀之作，如 1988

年的美国电影《雨人》、2010 年我国的纪录片《遥远星球的孩子》

等。这部来自东南亚的《光》，则像是一股温暖而清新的风，不仅带

来了独特的风土人情，也带来了一种希冀，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以实

际行动关爱自闭症患者，让他们生活在真正的阳光里。7

□陈华文

当前，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形
势错综复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了高频词
汇，相关话题也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
近期，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主编的《国内大循环》一书
出版，书中收录了何毅亭、黄群慧、黄奇帆、迟

福林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理论文章，围绕
今后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本书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环境
新变化”“新形势下内需战略”三大部分，由36
篇文章组成。这些文章聚焦经济社会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从不同的维度提出了有
现实价值和建设性意义的对策。阅读本书后
不难发现，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涵
十分丰富。

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有内无外或有外无
内，而是内外辩证统一，相互交融、促进，相得益

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
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将萎缩3%。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双循环”
发展格局的提出受到各方密切关注。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面
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出现的矛
盾和问题、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而作出的强
国战略。本书告诉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意味着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的各个环节，发挥我国市场优势，以满足国
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则强调以国内经济
循环为主，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和国际
市场更好地联通。

书中，何毅亭在《“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
段”是重大战略判断》一文中，对于新发展阶段
的基本内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新发展阶段
的提出，表明我国即将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正式进入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阶段。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这
一发展阶段，我国要全面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
经济体系，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
提升，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优
化社会结构，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在危机中
变局中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张占斌
认为，面对困难、风险和挑战，要从哲学的
高度辩证地看待。今后，要继续扩大开
放，加快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消费转
化，由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

经济活动从来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动态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国内大循
环视野下的经济建设如何发力？在《国内大循
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黄群慧建议：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疏通国民经济的“经络”，攻克“卡脖子”的技术
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培育公平竞争的
环境，畅通市场体系和供求循环；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

如何建设“双循环”的经济格局？专家们
各有对策。比如，黄奇帆在《打通中国经济

“双循环”有哪些超常规思路？》一文中提出，
在“国内大循环”方面，要打通科技强国的全
流程创新链条，以新基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
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多措并举刺激消费、促
进就业、提高保障。而在助推国内国际双循
环方面，则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
快构建“一带一路”合作创新网络；稳步降低
关税水平，适度增加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
济舞台上的话语权；抓住机遇加快FTA（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
判和制定；以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为依托，拓
展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总体来说，《国内大循环》中的所有文章
均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逻辑路
径，作者们亦凸显出深厚的专业水准，彰显了
责任担当。7

□赵青新

陆游是迄今诗作保留数量最多的中国诗人，达 9300余
首，而四分之三以上是其六十六岁之后闲居农村时所作。陆
游初学诗歌时受到江西诗派影响，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
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
技巧。后来，陆游入蜀从戎，深入民间，不再满意封闭的书斋
写作，84岁时他作诗《示子遹》回顾了自己诗风的转变，末尾
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可见其诗歌创作和生活的紧
密联系。历史学教授包伟民意识到，围绕陆游诗歌展开论
述，可能是两宋乡村社会史研究不错的入口，于是就有了这
本《陆游的乡村世界》。

这是一部探讨南宋文人乡居生活的论著。包伟民认为，通
过对个人生活史具体个案的研究，能够观察分析两宋时期县级
政权之下的基层乡村社会，有助于消除宋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中
比较笼统的认识。他放弃了关注各种社会科学式问题的传统
研究思路，致力于利用宋代文人留下的海量田园诗来复原两宋
时期的乡村图景和社会结构。借助陆游“乡村世界”的个案，包
伟民希望能够比较集中地提供三个方面的信息：浙东乡村一个
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关于士人在乡村的社会角色的
某些侧面；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其他生
活场景。

“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展现出农耕劳作的场面和
田园风光。这类清新朴素的诗句散落在书中各处，与历史讲
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作者治史能力与文学鉴赏力的
有机融合。“茅檐细雨湿炊烟，江路清寒欲雪天。不爱相公金
络马，羡他亭长白篷船。”借用陆诗对南宋乡村职役人员的描
述，包伟民梳理出一部“中国古代保长简史”。“世通婚姻对门
扉，祸福饥饱常相依”，让包伟民感知到彼时农民的婚姻圈子

较为窄小，并由婚姻圈子谈及宗族组织的信息。陆诗经常谈
及租佃买卖，“市桥压担蓴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等句可作
为细节补充佐证，让人一窥两宋商品交换的繁盛情景。

陆游乡村世界的基础是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
两宋正是中国稻作耕种的鼎盛时期，山会平原的自然条件非
常适合水稻种植，《喜雨》《村饮》《农家歌》等诗作宛如图画，
场景分明。“蚕麦俱收”等书写，涉及植桑技术母枝压条之法；

“缫丝织帛酿酒种花”等日常描绘，则可与南宋时人笔记或经
济谱录对照，作为微观史证。至于三餐米面、肉食菜羹，就更
是直观的饮食文化史料了，足可仿制一桌琳琅宋宴。

这些诗歌及其引出的历史话题，勾画出生动鲜明的两宋
乡村社会特征。不过，诗歌记事往往并不是完全写实的，更
多的是为了抒发诗人的情感，所以诗歌包含的历史信息的真
实性应当存疑。不过作为一项尝试，本书倒是提供了一种别
样的视角。7

□夏丽柠

意大利小说家保罗·科涅蒂的《八山》，讲述了生活在山中
的两个男孩，长大后一个去往繁华都市，另一个则幽居山中，
感受山峦带来的美好以及现代生活对当地的冲击。结尾，这
个“山之子”选择永远消失在八山深处，实现了与山融为一体
的儿时梦想。此书获得了2019年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斯
特雷加文学奖。《八山》毕竟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阅读非
虚构作品《张梁我在地球边缘》一书，则能够带来更大的感动，
也让人重新理解登山的意义。

谈论本书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登山运动中“14+7+2”
的意思：“14”指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7”指
七大洲最高峰，“2”指用探险的方式（比如徒步、滑雪等）抵达
南北极点。对于所有登山爱好者来说，完成这组数字是一种
终极梦想。本书的主人公张梁，正是达成此项殊荣的中国第
一人、世界第二人。

与其说张梁是这个梦想里的幸运儿，不如说他是最令人
意想不到的成功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也许是人群里最不起
眼的那个人。他是深圳一家银行的普通职员，一个男孩的爸
爸，一个参加登山活动都要在费用上左思右想、来回掂量的
人。一般来说，没钱没闲的人很难参与其中，但当普通人张
梁将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该重新思考

“登山”这件事了。
尽管户外运动在我国起步较晚，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以

及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一切就有了可
能。当然，如果缺少了登山运动中必备的性格和品质，以及
在不断攀援中对人生、世界乃至自己越来越深的理解，张梁
也不可能成为最终创造奇迹的人。

作为优秀的非虚构类作家，本书作者蒋平在书中总结的
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登山运动中，登顶不是真正的成功，活
着回来才是。”每座山峰都是高傲的、决绝的，张梁的登山之

路，也是与死神交手的过程。在18年来的36次攀登中，他登
顶雪山25座，遇到4次重大山难，9次放弃冲顶，12名队友遇
难，数次死里逃生。张梁说，冲顶最难的不是继续攀登，而是
选择放弃。人的求胜心会将成功的可能性放大无数倍，而就
在那一刻，死神就在不远处摩拳擦掌。

书里的一句话让人豁然开朗：“人生也无非如此，展示最
好的自己，珍惜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张梁第一次登珠峰时，
冲顶成功在即，却传来英国登山队的求救讯息——他们的一
个队员腿部骨折，正悬挂在冰壁上。在中国队A组登顶成功
的情况下，B组所有队员放弃了登顶，前去救援……多年以
后，张梁才理解了放弃的伟大意义。在他的攀登之旅中，也
无数次被同伴搭救。人类的生命，比任何成功都重要。

登山运动为张梁带来的不仅是成功的喜悦，还有他对人
生的理解与梳理。这本书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有志者事竟
成”式的豪言壮语，它就像一条融化的冰川汇成的小溪，悄悄
地滋润着读者的心底。人生路上有许多座高山，我们也要像
张梁一样，完成一个普通人的壮举，不断冲顶。更重要的是，
活着回来。7

□路来森

作为一本书话，英国著名作家、学者J.罗
杰斯·里斯的《书蠹乐趣》与很多同类作品一
样，内容繁杂而丰富，比如藏书人、买书人的

“书之爱”，作家的种种典故，与书有关的逸闻
趣事等，还有书籍版本的探讨（初版本、签名
本、题赠本、注解本等）、藏书的经典名言等。
值得一提的是，里斯还描绘了理想的“温馨的
家一样的读书环境”——安静、闲适，精美的
茶具，还有可以说得来的一两个朋友……

作者不仅是一位爱书人、藏书人，还是一
位研究者，他以自己的藏书为基础，研究与

“书”相关的方方面面，比如作家的创作和生
活、评论家的评论等。对于作家来说，总会存
在着一个“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对此，里
斯说：“文学家的灵魂已被某些卓越的思想影
响而升华，这种卓越的思想也丰富了他人的
想法，而身体却赤裸着无可遮蔽，渴望着营养
和关心。”这段话哲理性地揭示出作家“精神
的崇高”与“物质的贫乏”之间的矛盾——尽
管作家“崇高的精神”可以影响“他人”，却往
往很难摆脱自身贫乏的境遇。因此，里斯告
诫作家们，最好不要把文学作为一种职业，而
只是当作一种业余爱好，“当文学变成生命中
唯一追求的事业，那么它就变成了一项苦役；
而我们某些时候诉诸文学时，它又变得异常
迷人。”

有文学存在，就有文学评论家存在。里
斯认为，多数评论家都喜欢用“固有的标准”
或者“固定的模式”对作家作出评价，他们很
想制作一副“套子”，套住每一位作家。一些
评论家喜欢做“创造世界的造物主”，他们害
怕被人认为低作家一等，所以就热衷于“有节
制地发表一些赞赏的言论，而无节制地发表
诽谤的言论”。基于此，里斯提议作家们不要
过分在乎评论家的评论，同时也为评论家提
出了建议或者说是要求：“真正的评论家，不
仅是博学的学者，还要像圣贤一般道德高尚，
还要如女人一般敏感多情。”作为评论家，还
要具备一项特质——一种更加实际而深奥的
感受性。

西方作家多有写“献辞”的喜好——献给
自己喜欢或尊敬的人。《书蠹乐趣》用了大量
篇幅来解读图书“献辞”，例如通过对雪莱献
辞的分析，展示了雪莱一系列的爱情故事以
及和挚友之间的“相互牵绊、难以割舍的命
运”（主要是与利·亨特、济慈、柯勒律治三人
之间的关系），但也“真实地揭露了诗人天性
的轻率善变，喜怒无常”。

《书蠹乐趣》的另一特点，就是作者花费
不少笔墨“推荐”了自己收藏的图书，这一方
面展现了作者的“藏书观”，另一方面则牵引
出缤纷多彩的书人书事。里斯认为“每一本
值得收藏的书，都有它的独特之处”，他收藏
有莱克星顿的《回忆录》和弥尔顿的《复乐
园》，前者第 204 页到 208 页中有据说是约
翰·卫斯理的信，后者则有一张罕见的作者头
像插画，而使它成为珍品的则是利·亨特在扉
页上的签名。里斯不仅收藏名家作品，也收
藏默默无闻者的作品，例如他收藏有五本底
层作者的书，因为“这些故事展示了坚韧不屈
的灵魂与恶劣的外部环境的不懈抗争。”可
见，里斯收藏的不仅仅是书，也是某种“生命
意义”。

与藏书有关的逸闻趣事也相当有趣，如
柯勒律治喜欢在借阅的图书上作“注释”，“他
会把书在预定的日期还给你，并且上面写满
了注释，让原价翻三倍。”济慈和雪莱都喜欢
花，济慈喜欢的是雏菊，雪莱喜欢的则是三色
堇，后来这两种花都恰巧各自成为他们坟墓
上的墓地之花。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唯仔细
阅读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书蠹乐趣》一书
的美好。

最后，用里斯的一句话来结束：“书流传
了下来，对于有思想的读者和爱书者而言，这
就相当于‘人间天堂’依然存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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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珉

11月 25日至 28日，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
活动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今年是评奖周期恢复一年一次之后
首次举办金鸡奖。不同于百花奖的大众投票，金鸡奖的评选由
国内各类电影专家完成。据了解，本届金鸡奖共计收到各片种
报名影片 155部，其中故事片 48部，中小成本故事片 57部，儿
童片12部，美术片9部，纪录片/科教片17部，戏曲片12部。在
备受关注的最佳故事片提名中，《我和我的祖国》《夺冠》是在票
房方面收获颇丰的主旋律电影，《少年的你》《误杀》等片也具有
较高人气。另外，金鸡国际影展此次还将在厦门展映30多部优
秀国际影片，吸引了不少外地影迷前来一睹芳容。

金鸡奖创办于1981年，30多年过去了，无数电影人依旧在金鸡
奖的舞台上仰望星空、赴光影之约。祝愿我国的电影工作者继续秉
持对这门艺术的挚爱，以曼妙的光影描绘新时代的星辰大海。7

《光》：让关爱如阳光般流动

金鸡奖在厦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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