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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阅读

报章里的改革史，
生活中的未来书

编辑推荐

□郑从彦
《报章里的改革史》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文摘报》
“旧报新读——改革开放 40 年路上的人
和事”专栏文章集结而成，以“旧报新读”的形式，为
改革立传，记录改革开放 40 年的精彩历程。在波
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新闻记者不仅是光辉历史的
书写者，更是辉煌时代的建设者。他们笔下的名篇
佳作，不仅反映改革征程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激荡和
转变，而且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积蓄强大的力量。
朱光潜先生说过：
“年代久远常常使寻常的物体
也具有一种美。”
《报章里的改革史》便是一本寻找久
远历史非凡之美的书籍。全书共收录“旧报新读”的
25 篇文章，
“ 内容涉及思想解放、经济改革、科技教
育、人才流动、道德法制、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从微
观历史层面的人物、故事、场景还原改革开放的行进
轨迹，在‘新’与‘旧’的对比中，让读者看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思想解放、社会转型、文化嬗变，以及
未来的走向，真实感受到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发生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读者体会到改革的艰难和不
易”。岁月的痕迹、历史的长河、时代的大潮、命运
的跌宕，一切的一切都是寻常时间里的不平凡。
《报
章里的改革史》所采撷的文章是美、真、实的集合，是
攻破难关、克服困难、挑战极限的华章。读旧报章，
悟新生活，如今看见的日常，来得并不寻常，从而使
人们倍加珍惜。
重温每一份旧报章，都会有一份全新的感动。
1978 年，一位年轻研究员的身影出现在了《光明日
报》上，若干年后，当初的那一种新药——“青蒿素”
为她带来了诺贝尔奖，屠呦呦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科学迎来了春天，而这也

书里书外

是新中国的春天。当世界认可中国，中国才能昂首
挺胸地大踏步走向世界。1977 年冬天，570 万考生
走进曾被关闭十余年的高考考场，高考制度的恢
复，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而且为中国的崛起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少年强
则国强，中国学生的思维愈加开放，中国的改革才
能更加开放，才能更加成功。1978 年 5 月 11 日，
《光
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推动全民思想解放的关于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光辉的一
页，也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一个至关
重要的决策，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40 年的风风雨
雨，凝聚着多少人的付出；40 年的时代征程，传递着
代 代 人 的 正 能 量 。 回 顾 当 年 ，反 思 今 朝 ，展 望 未
来。一篇篇记录改革的文章，通过经典事件和典型
人物，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再品味、再深思、再反
省，将读者重新带回那个时代，和新闻人，和那个时
代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在温故而知新中，重温当
年的感动，思考未来的方向。
看世事沧桑，品人情冷暖，观未来发展，报章里
的改革任重道远，因为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
发。重读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对读者而言可以说
是一次美妙的阅读体验。在旧闻中获得新知，在历
史中发现未来，在艰难中发现美好。这是一趟心灵
的旅行，在旅行中寻找情感的答案；这是一次思想
的冒险，在冒险中检视价值的判断；这是一场灵魂
的考验，在考验中把握时代的脉搏。事实正在发
展，新闻还在路上，思想已在萌动。改革是情与理
的博弈，因此，回顾昨日需深情，展望未来必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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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不断有新形象找上
门来：钓深海鱼的硬汉、大型动物猎人、
“一
战”后巴黎丽兹酒店的常客、白胡子老爹。所
有这些身份，他都很享受，媒体同样津津乐
道。此时，已经没有人记得他最初的角色：没
有任何作品出版的无名小卒。实际上，从 21
岁到 27 岁，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海明威旅居
巴黎，度过了一段困顿、疯狂的日子。美国文
化史学家莱斯利·M.M.布鲁姆历时五年深度
采访，取材于三百万字素材，在这本书中，描
述这段人生中的海明威。

夜间散步
——读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晚上》以散步作结，郁达夫喜欢写
散步和哭泣，这是两件好事情。
《一个人在途上》开篇
就提到了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即使是在巴黎
的郊外，孤独也并不会舍弃人们而去。郁达夫在漂
泊的旅途当中感到的，和卢梭在葡萄园中的颠倒梦
想相同，感到人在世上是这样落得孑然一身。幸好
散步给了这样的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固定的，
它可以随我们的步伐而随时移动，只要我们在哪里
散步，我们就可以制造出一个不受外界打扰而具有
冥想、追忆或是走神功能的空间。散步许诺给我们
的疆界几乎是百无禁忌的宽阔。
《江南的冬景》数次
提到出去走走，到了结尾，连文字都不必再写下去，
不如搁笔，去湖上散散步吧。
《沉沦》中的主人公形象
也是，捧着华兹华斯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地独步。
郁达夫写过一些游记，而旅游和散步却截然不同。
在游记中，很明显看出这是江南地带的行旅，西湖藕
粉、桂花糖、龙井芽茶，混合着浙江土音的抑扬腔调，
蒙着一层上个世纪的滤镜，可以讲是很诗意了，更不
用说那些文人气的笑话。郁达夫自述半生中呆过最
好的地方还是北京，富丽典雅自然不用说，更妙的是
防寒装置。关于南方供暖的话题已经持续几年，江

《整个巴黎属于我》

浙人民对暖气都艳羡不已，郁达夫也表达了对北方
冬天暖和的室内的喜欢，泥墙暖坑，在这样的屋里吃
酒吃羊肉，
大概是非常好的。
散步是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每个人都难免有这
样的时刻，只是在那里走路，放任思想随便走到哪
里。在散步时，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交谈、看风景，
在当代，我们也可以坐下来看看社交软件。但散步
本身似乎已经是一件事情，尽管它是这样的没有主
题，漫不经心，可以在这里停留一会，也可以到那里
游览。想多感受一些周围的温度，可以走得慢一点，
如果不想，也可以低头快速地走过去，丰俭由人。郁
达夫与王映霞婚后居住在上海嘉禾里，那时他们经
常傍晚走到树底下散步，极司斐尔路和愚园路，在谍
战剧里这两个地名对应着杀人不见血的机密对决，
更多的时刻大概是散步的男男女女的日常景象。日
本留学时期，郁达夫曾和日本同学在名古屋附近散
步，那时的散步是赏月是谈论诗文，
“月光映露珠，唐
国旧故良友在”
。
散步在魏晋是行散，士大夫好服五石散，嗑药之
后必须行散来散发药性，
否则就可能性命不保。行散
在当时的诗文中很常见，
后来慢慢也可以泛指普通的

□蒋静米
散步。想像当时的士人敞开衣服，大步走在路上，生
和死仿佛同时在这里交界，
行走在半人半鬼的飘忽形
态当中。散步的历史决定了它本身难免有种逍遥的
意味，现在走在路上，也不妨说自己是在模拟一种魏
晋风流。
《世说新语》中一个著名的散步故事是这样
的，王忱和王恭本来关系很好，然而两个家族在政治
斗争中分别支持不同的势力，由于受到挑拨，两人从
此不再来往。有一天王恭出门行散，
看到
“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的景象，便想到王忱其人的风度。这个故
事里体现了一种十分典型的风流，两人虽然彼此疏
远，
但王恭对王忱这个人本身的看法从没有改变。而
从景物想到人，也是非常动人。白居易有诗句，芙蓉
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是相似的含义。这里
面的美和悲伤同样动人，即使面对着自然的景物，想
到的却是人物，
见不到面也可以相思。
香港填词人陈少琪曾写过同名歌曲《一个人在
途上》，借用的是郁达夫原作漂泊无定的人生感怀。
尽管肉眼上的乱世远去很久了，但现在或以后的人
还是会继续在郁达夫的作品里看到相似的身世和感
叹，每一个无处可去的夜晚，失魂落魄的人，都会反
复地回头指认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在经验与超验之间》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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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史上，20 世纪下半叶东欧文
学具有特殊的地位。东欧作家继承了 19 世
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接受和发展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
世界的冲突及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刻思考。本
书是对东欧观念的一次全面审视，从文学、哲
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多维角度，围绕东欧作
家的问题意识，梳理和分析了他们的价值观
念。这些思想型、知识型的作家面对传统价
值消亡的现代危机，在强调生活世界的同时，
重新追寻失去的意义，探求什么是文学、什么
是存在、什么是现代性等时代重大问题，表现
出对人类命运的强烈不安，其本体论、认识论
和方法论都与西方现代主义迥然相异。东欧
观念深刻表明，人类的精神活动总是处于经
验与超验之间，向着地平线前行的征途上，既
布满陷阱，
又充满希望。

最近在读

博物馆是凝固知识的地方
——读顺手牵猴的《博物馆窜行记》

《博物馆窜行记》
作者: 顺手牵猴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 年 11 月

参观博物馆像看戏，但要高深得多，
常常是不懂的人看热闹，徒逐名声，匆匆
到此一游，然后刷脸而去。懂行的人则
是看门道，不仅意趣横生，还可聆听一件
件古物与艺术穿越悠长历史时空的空谷
回音。作为博物馆界的资深“票友”，顺
手牵猴长年行走于各大陆间，从巴黎到
纽约、从柏林到阿姆斯特丹、从威尼斯到
雅典，如饥似渴地领略了凡尔赛宫、法国
国家工艺博物馆、法国国立中世纪博物
馆、纽约修道院分馆、大都会博物馆、加
德纳博物馆等数十个知名博物馆，与达·
芬奇、拉斐尔、梵高、米开朗基罗、伦勃
朗、莫奈、杜尚、马蒂斯等代表性画家的
画作多次亲密接触。顺手牵猴并没有浮
于博物馆的珍藏猎奇，而是以诙谐文字，
将博物馆、藏品，以及相关的人物和历史
背景等多种元素进行有机组合，娓娓道
来，轻松幽默。
提到博物馆，就不能不提到镇馆之
宝。事实上，越是知名的博物馆，其镇馆
之宝越是蜚声全球，像“巴黎工艺馆的傅
科摆、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大英博
物馆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菲尔德的霸

王龙‘苏’化石，而卢浮宫则有《蒙娜丽
莎》……”
对镇馆之宝，顺手牵猴自有一番高
论。在他看来，世俗眼光常以拍卖行价
格衡量这些“宝贝”的分量，但拍卖行的
价格只是世俗市场价值的肤浅表征。并
不排除市场对艺术的看重，但需厘清一
点的是，市场往往过于看重藏品的“故
事”，至而忽略了艺术的本真。同样层次
的艺术珍品，有的作品会因传奇“经历”
身价陡增，而有的则门庭冷落。达·芬奇
的名画《蒙娜丽莎》今天几乎成了油画代
名词，甚至衍生出诸多影视作品，皆因
“盗”得福。然而，同样为达氏名作的《岩
间圣母》，虽同处一个展厅，却因“身世平
凡”而饱受冷遇。这绝非个案，同样得益
于“失窃案”
（一说为抢劫）的还有美国加
德纳博物馆。1990 年 3 月，该博物馆 13
幅世界名画被盗，一时令参观者趋之若
鹜。虽然墙上至今只剩空空的画框，但
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流连驻足，当然忘
不了来张合影。
有人盗，也有人造假，不仅以假乱
真，有的甚至超越了原创。生于 19 世纪

的荷兰人汉·凡·米格伦在造假方面“成
绩斐然”。当他伪造维米尔的名画《耶稣
和他的门徒》骗过了所谓专家那苛刻的
鉴定眼光时，随着收入的快速变现，贪婪
的欲望摧毁了他的才华，于是他不仅失
去了及时坦白的勇气，甚至沉湎于用假
画换回可观收入的游戏。贪婪常常是才
华的坟墓，
米格伦自然也没能例外。
不过，造假并非全都是失败者。16
世纪，教皇利奥十世原本委托雕塑家班
迪 内 利 复 制 一 件 按 比 例 缩 小 的《拉 奥
孔》，赐赠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可做好
之后，教皇发现这件高仿太好了，好到舍
不得出手，便又翻铸了一件青铜版。强
中更有强中手，比班迪内利更厉害的并
不乏人，
“伦敦国立美术馆 19 世纪曾在佳
士得拍卖行购得两幅波提切利的作品，
其中一幅就是馆藏重宝之一的《维纳斯
与马尔斯》；另一幅后鉴定为同时代仿
作 ，可 当 初 的 购 入 价 ，反 倒 远 高 于 真
迹”。只是不知，波提切利如有幸看到这
些仿作，
会做何感想。
并不是刻意给“盗版”贴金。仿作虽
然难避抄袭之嫌，但想想博物馆故作高

□禾刀

深的发端，想必大家对有的仿作还是谅
解的。博物馆最开始是富人的馆藏，其
目的是制造与寻常百姓的身份差别。更
不乏博物馆人为设置种种障碍，将下里
巴人拒之门外，倒是仿作帮助那些无法
走进博物馆的人一睹真容。
博物馆的诞生史，也是一部艺术发
展史。艺术最初的形态仅仅满足于写
实，随着上层阶级的需要，抽象的精神世
界于是借助艺术得以形塑。按照顺手牵
猴的说法，
“ 在一个生死无常的年代，就
更需要以艺术为媒介，把天国和地狱的
景象，
通过拟真，
呈现给世人”
。
顺手牵猴说，
“评估一座城市全盛时
期的成就，永远要以它衰落之后沉积的
美感作为衡量标准”。道理并不难懂，因
为能够经受历史反复淘洗的珍品，才可
能被人们像宝贝一样代代相传。传递既
是对历史信息的忠实记录，同时也是“在
规约人的行为和心理”。换言之，当我们
带着一种膜拜的心理走进博物馆时，其
实也在自觉接受这种“凝固知识”的洗
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