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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田中禾
的最新长篇小说《模糊》，
近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发行。该小说故事由一
个神秘的邮包引起，小说
中的“我”收到一本无名
的书稿，发现书稿写的是

“我”失踪多年的二哥的
故事：20世纪50年代，作
为知识青年的二哥章明
来到美丽的新疆库尔喀
拉，遭遇了炽热的爱情、
亲友的反目，甚至无情的
背叛，消失在茫茫戈壁中
……带着书稿，“我”来到
新疆，想揭开这段尘封多
年的往事，追踪二哥的踪
迹，找寻隐秘的真相。这
部小说是一代人在艰难
年月里成长跋涉的故事，

书名《模糊》，书中二哥的青春也是模
糊的，怀旧+往事+爱情，构成了这部
小说的情感基调。因应小说的结构，
书的包装和封面也采用了邮袋+书稿
的装帧设计形式。

●经济学者何帆新书《变
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近日
面市。3月 28日，出版方之一
的大象出版社在郑州举行了线

下分享会。《变量：本土时代的
生存策略》内容来自作者过去
一年走遍 21座国内城市，行程
6万多公里，对中国经济所作的
一手调研报告，提炼出“本土时
代”这一概念，并抽离出 5个变
量：本土力量、本土网络、本土
创新、本土意识和本土福祉。
该书认为，本土时代，本土品牌
绝地重生的机会将会到来，对
应上述 5 个变量，中国人要寻
找匹配我国市场性格的场景，
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去慢慢
布局、生根，通过唤醒本土力
量，构建本土网络，加快本土创
新，培育本土意识，实现本土福
祉。9

□郑学富

43 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

继在央视一套播出引起巨大反响后，目前又在一

些地方电视台重播。是什么原因让此剧热度不

减？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剧集党史、现代中国史和

文化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文化

意蕴，运用气势磅礴的纪实手法和血肉丰满的细

节描写，回望初心，致敬先驱，带给观众荡气回肠

的艺术观感和精神激励。

《觉醒年代》以 1915 年《青年杂志》问世到

1921 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

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

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在那个

风雨如磐的岁月，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苦

苦追求如何唤醒沉睡的民众，一群热血沸腾的青

年人在四处奔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

况下，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无论是

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流血的

革命，还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等改良

运动，最后都归于失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军阀混战，国运飘摇，民不聊生，北洋政府大

总统袁世凯倒行逆施，为了实现“皇帝梦”，与日

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一经传

出，全国民众义愤填膺，许多地方的民众都举行

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

救国救民之路的艰难探索。电视剧一开始，就展

现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园里，中国留学生谈

论祖国时局的场景，主张民主共和的进步留学生

李大钊和主张复辟帝制的反动学生张丰载发生

了激烈辩论。李大钊慷慨陈词：“必须唤起民众

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在这里，李

大钊认识了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陈独秀，并帮助他

从被学生误解围攻中脱困，二人从相互仰慕到相

识相知，相见恨晚，就中国的救国之道展开讨论，

由此揭开了二人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携手寻找

救国真理的漫漫征程。

陈独秀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

更名《新青年》），并发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国

民主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在日本

的李大钊也决定放弃学业，致力于革命事业。

1916 年，李大钊在日本写下著名的《青春》，文章

以昂扬的精神和文字表达出了唯物主义思想，提

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张，号召青年以青春的

朝气和理想不断改造自我，建立青春之中华。与

此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胡适发表

了《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提倡

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聚集了蔡元

培、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

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精英。而李大钊则在《新青

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

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一系列影响巨大的

历史事件如此浓墨重彩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电视

剧《觉醒年代》也由此再现了一百多年前那个风

云激荡的年代，艺术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

社会文化思想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以“觉醒年代”命名全剧，确实恰如其分，高度概

括了电视剧的主题。让沉睡了几千年的东方雄

狮觉醒谈何容易？这必然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

程。回望“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激情岁月，毛

泽东、周恩来等热血青年在黑暗中思考、上下求

索的坎坷经历，不能不令人心潮澎湃。

《觉醒年代》塑造了众多风云人物，新旧文化

代表人物纷纭登场，面目各异，形象鲜活，如崇尚

自由、仁爱包容、真诚谦让、求才若渴的蔡元培，

疾恶如仇、冷峻孤愤、铮铮铁骨、以笔为枪的鲁迅

等。然而最具风采与魅力的依然是新文化、新思

想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者的人物群像：沉稳

坚毅、作风质朴、待人宽厚、乐于助人，为了真理

和正义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

光明磊落、热情奔放、慷慨率性、倔强不羁，为了

科学与民主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不畏艰险、锲

而不舍的陈独秀；志存高远、激情豪放、脱下长衫

走入工农的青年毛泽东，他一出场就在风雨交加

的长沙街头上奔跑，意味着革命的征程道路崎

岖、布满泥泞，但是他具有不怕风险、勇往直前的

精神，“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

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理想崇高、朝气蓬勃、

魅力四射的青年周恩来，他在天津创办《天津学

生联合会报》，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发刊

词，明确提出革心与革新相结合的观点，表明他

善于思考，严谨缜密的性格；血气方刚、热情洋

溢、豪情万丈的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

等一群革命先驱，为了追求真理、燃烧理想，为了

革命事业而慷慨激昂、奉献青春。

《觉醒年代》不仅是一部优秀的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也是一部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

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该剧具有鲜

明深刻的思想光芒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将激励

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征途中披荆

斩棘、开拓奋进。9

□刘学正

倘若不是受到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新疆
棉花的污蔑，棉花——这种普通且重要的农
作物，很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颇为讽刺
的是，细数欧美“跳梁诸君”的棉纺业发展史，
其背后才真正充满了贪婪与掠夺、奴役与剥
削。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在其《棉花帝国》
（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4月出版）一书中，就通过探究欧美棉纺业发
展史，讲述了唯利是图的欧美棉纺贸易是如
何促成资本主义出现，如何在被掩盖的原罪
上制造出经济繁荣的。

15世纪末，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
殖民者在美洲开启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土
地掠夺”，他们用暴力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
准允和保护跨大西洋的贩奴贸易。当时不断
攀升的棉价和急速扩张的市场，让这种罪恶
愈演愈烈，无数被驱离家园的美洲原住民和
被贩卖到美洲种植园的非洲奴隶被迫成为搭
建美国“棉花帝国”的砖瓦，而欧洲人则将自
己从种植棉花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踩在被
压迫者身上，美国一举成为英国棉纺业最大
的原材料提供方，英国经济学家约翰·丹森就
不无感慨地说：“美国的奴隶劳动与欧洲繁荣

的棉纺业，其联系牢不可破。”
随着“棉花帝国”的不断膨胀，棉花资本

家和殖民地政府官员意识到，“限制棉花生产
的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和消费力”。为此，
他们把触角伸向了印度、埃及、巴西等国，让

那里的乡村人口变成“不是奴隶，但也不完全
自由”的种棉劳工，把当地变成最低端的原料
产地和产品倾销地。洁白的棉花，一度成为
英帝国主义的象征：曾风靡世界的印度棉布，
在欧美资本机器的碾压下，制作工艺和产业
规模出现了严重内卷化，影响力不再，最终让
印度从棉布出口国变成了棉布进口国。仅
19世纪 70年代的一次国际棉价暴跌，就造
成近 800 万印度棉农饿死。在声势浩大的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身披印度土布的圣
雄甘地，“总是随身携带一架木制纺纱机，一
有空就纺起纱来”，嘎吱嘎吱的声音，宛若死
难者的血泪控诉。

美国“棉花帝国”的扩张，影响全球，让世
界各地亿万人口成为被奴役的对象，被贩卖
到美洲的非洲奴隶、被强行驱离家园的印第
安人、在恶劣环境中日夜操劳的棉纺工人、挣
扎在温饱线上的贫苦棉农以及被资本机器摧
毁的多国传统棉纺业，这些生动而沉重的记
述贯穿《棉花帝国》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引领英国工业革命的正
是浸满了血泪的棉纺业。基于此，斯文·贝克
特在书中指出：“以棉花产业为代表的近代工
业形塑了整个世界，也造成了世界各地发展
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影响至今。”9

□徐观

继复映仍有不俗票房收获的《阿凡达》后，由

美国传奇影业公司出品的动作、科幻、灾难大片

《哥斯拉大战金刚》走进内地院线，并携首日 1.37

亿元、首周末 4.6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打破时下各

路影片票房的不振。体形庞大的怪兽、充满糙力

的打斗、地心奇观、海面巨船和暴力破坏镜头，震

撼重金属音响，极大地拓展着“暴力美学”的视听

观影体验。

从画面和音响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表面，向影

片故事、情节的背后审视，《哥斯拉大战金刚》中

两大怪兽的“人设”，较之它们的前作也在成长，

即由原先的各自在自我天地里单打独斗，到本片

里的先是敌对最后联手，共同对付由人类邪恶组

织制造的机械怪兽。其中所生成的人与自然、环

保能源、国际关系等多维隐喻，结构成本片一种

隐而不彰、启人遐想的内蕴。这也是在震撼的视

听享受后影片留给人们的观影余味。

但无论影片意涵多么“政治正确”，有两点还

是掩不住西方思维的“尾巴”，一是尽管影片通过

反派组织痛批人类对世界的贪婪和控制欲，但麻

烦的制造者毕竟也只是那特定的“一小撮”或“极

个别”，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必然的、整体性

地对地球自然资源的贪婪攫取和破坏；二是即便

现代人以工业和后工业时代为背景，为自己创造

了“金刚”和“哥斯拉”这两个新的带有自然神色

彩的怪兽，但这两尊怪兽并不是用来存放人类对

自然的敬畏的，而是被利用来作为一种院线意义

上的商业奇观。同时，在影片的叙事中，即便它

们代表了自然的伟力和神性，但不惟在反派眼中

是被利用的对象，就是在作为正方的那些主角们

的眼中，它们仍是被保护、控制和利用的弱者对

象，与人类的关系并不平等。这一点，从影片中

那些保护和利用金刚前往地心的人们眼里那种

欣赏眼光亦可看出，那种欣赏眼光背后无疑是人

类面对奇观和伟力流露出的一种居高临下的优

越感。

不由得要把本片与创下了骄人票房的国产

科幻巨制《流浪地球》做一比较，仅情节的紧凑、

画面制作水平和对影片主题表达的有效性来讲，

《流浪地球》要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当然，《哥

斯拉大战金刚》能否在票房上有《流浪地球》那么

骄人，就属另一范畴的事了。9

□钟芳

近期三星堆文物的新出土，使得一些与
文物相关的书籍，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热
捧。青年学者萧易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
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出
版），在一片“考古热”中，以独特的视角，从微
观层面钩沉出一个独具风味的蜀地史。

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等刊物知名专栏撰
稿人的萧易，是位不折不扣的考古迷，但凡国
内考古有新的发现，他都会去现场一探究
竟。本书就是他10年 19次踏访巴蜀之地所
凝成的史学结晶，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作者
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通过
生动的考古发掘，具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
的故事。这其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
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
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
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作者以文物串连
历史，辅以文学性的细节补白，让那些名不见
经传的小人物，一些鲜为人知的典藏轶事，相

继浮出水面，呈现出古朴厚重的蜀地文明样
貌。而书中收录的 300余幅高清配图，涵盖
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
的陵墓、清代的建筑……惊艳的图片，生动展
现着中国文物之美，也补充了读者对众多古
迹古物的传统认知。

书中，许多古物古迹都是第一次披露。
作者在追怀历史的同时，对一些专业性的考
古知识，也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释义。如讲解
先秦时代的汉家陵阙，就对“阙”的概念进行
了普及，指出所谓汉家陵阙，就是汉朝广泛流
行的陵前竖起高大石质建筑的意思，因具有

“纪念碑”的意义，后用于特指城市、宫殿。再
如，在全景式介绍巴蜀大佛景观时，就对判断
佛像的类别，是弥勒佛还是释迦牟尼佛，给出
了标准答案，告诉我们判定的标准，依据的不
是临江与否，而是佛的手印、坐姿等等。这种
必要的科普，有助于强化读者对考古学的认
识，使我们在面对专业性较强的人文话题时，
在捋清基本概念的前提下，能很快进入正题，
去领略作者精心构筑的考古世界。

别有洞天的巴蜀史，是宏阔中华史的一
个片段、一幅缩影，而众多的古迹古物，则完
整地构成了光彩照人的国家宝藏。它们既是
历史的遗存，更是中华民族向着文明之境迈
进的鲜活例证。一器一物见精神，它们每一
件都值得我们铭记珍藏。9

□孟祥海

《书衣文录》是孙犁具有“百科
全书”性质的一部著作，从中，可窥
见作家的养生之道。

1975年，他在《本草纲目》的书
衣文里写道：“余修书以排遣烦恼，
而根源不除，烦恼将长期纠缠于我
身。”先生这种自我排遣烦恼的功
夫，可谓深矣。在《曲洧旧文》书衣
文里，他写道：“……应随时克制，
慎之！”告诫自己，遇事学会克制，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自我排遣
烦恼、自我克制的功夫，是一种修
为，一种儒家的处世方式。

孙犁先生多次说：“我的精神
支柱是书本。”他在《潜研堂文集》
的书衣文里写道：“能安身心，其惟
书乎！”在《读画论记》书衣文里说：

“大病之后，身体虚弱，找出一些论
画的书来读，既不费脑筋，又像鉴
赏字画一样，怡乐心神，我以为是
最合适不过的了。”读书读画，修身
养性，先生深得其趣！

孙犁先生认为中国古书有利
于养生，故他常以修书为乐。他说，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
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愉快的。《书衣文录》
中也多有他陶醉其中的记载，如：“……灯下装。时只闻壶水
沸声，其他情景，不可知也。”事实证明，人专注于某事，就不
会被一些闲事所扰，是有利于养生的。

在《版本通义》的书衣文中，孙犁写道：“……归来时，天
晴冰化，一路泥水，然往返无失，又证年轻时走步锻炼之有素
矣。”由此可知，先生年轻时就喜欢走步锻炼。孙犁先生之孙
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孙犁：“只要身体好，每天早晨要出去，选
僻静处散步。夏日黎明，路旁带露珠的小草，最先迎接的老
人，恐怕就要数他了。”适当的运动锻炼，有助于身体健康。

孙犁先生爱好广泛，《书衣文录》里也多有记载，如养花
养鸟，哼唱京戏，听广播新闻，听大鼓书，读帖，练书法等。这
些皆可陶冶情操，利于健康。此外，先生生活朴素淡泊，平常
饮食一菜、一馒头、一碗粥而已，孙犁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不
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有人说，孙犁在养生方面实在是个儒家高人，他用“大言
无声”为我们解释自己的长寿之道。读《书衣文录》，可知此
言不谬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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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怪兽卷土重来

掠夺、奴役：欧美棉纺业的
历史基石

——读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

寻根巴蜀的人文旨趣
——读《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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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