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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
君特·格拉斯
说， 回忆就像
剥洋葱。 “微
观历史” 的写
作也像剥洋葱
一样， 一层一
层 ， 抽 丝 剥
茧， 通过一层
层细节， 烛微
探幽， 找寻到
“历史背后的
历史”。 很显
然， 这样的历
史写作是有别
于传统史学叙
事的。

相信梦想，才会有未来
■提香·帕奇尼尼

近几年来， 我多次为中国大学生和商
界人士发表演讲， 并跟听众展开互动问
答———本书就是根据其中部分问答的内容
结集而成的。 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如
今全世界都对中国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巨大
兴趣。 在中国巡讲期间， 我回答了来自听
众的诸多问题， 无意之中， 我走进了这个
国家一群意气风发的创业家和顶尖高校莘
莘学子的内心深处， 触摸到他们的心灵，
感知到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希望。

演讲通常会围绕我的人生感悟展开，
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如何不懈追求自由与幸
福， 并在这个过程中创办了全球最大的跨
国英语教学机构———华尔街英语。

在搜集和重读我与中国年轻人之间的
问答的过程中， 我不可避免地“重活” 了

自己的生活， 甚至追溯到我的童年的诸多
片段。 回头一看， 我突然发现， 真正让我
走到今天的， 是一种无论遭遇何种挫折都
要将其击退的坚定意志， 是那颗“赢者之
心”。

回头想想， 对于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小
城法拉拉市郊一个勤俭之家的我来说， 实
现经济自由和独立的梦想无异于痴心妄
想。 但如果没有希望， 没有去实现几乎不
可能实现的梦想的信念， 我们还剩下什么
呢？

时光荏苒， 70余年过去了， 每次实
现一个梦想之后， 我都会立刻专注于下一
个梦想， 而且也总能预料到自己会犯下新
的错误， 遭遇新的失败。 虽然每一个梦想
的实现都会让我内心感到无言的满足， 但
真正让我满怀幸福和斗志的， 却是这个梦
想本身。 今天， 在这本书中， 虽然我用

101种不同的方式回答了101个问题， 但
我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只有一个： 我所做
到的， 任何人都能做到。

所谓任何人， 当然也包括你， 无论你
是谁， 无论你们国家的经济多么艰难， 你
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虽然近些年中国经
济一直飞速发展， 但如今中国年轻人的就
业压力依然巨大， 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
一样会为找工作的事充满焦虑。 跟我交流
的学生都来自中国的顶尖大学， 但就连他
们也会为未来感到焦虑。 通过回答他们的
问题， 我告诉他们该如何应对焦虑， 并鼓
励他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梦想。 我还会告
诉他们， 未来道路上一定会有很多东西引
诱你“放弃梦想”。 但最重要的是， 我还
提醒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艺术， 让他们
意识到： 成功是良好事业的标尺， 幸福则
是美好人生的标尺。

触摸历史深处的疼痛
■吴玉萍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 回忆就像
剥洋葱。 “微观历史” 的写作也像剥洋葱
一样， 一层一层， 抽丝剥茧， 通过一层层
细节， 烛微探幽， 找寻到“历史背后的历
史”。 很显然， 这样的历史写作是有别于
传统史学叙事的。 在中国， 如此叙事传统
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 魏斐德、 孔飞力的
影响下而为众多历史读者所熟知。 作家祝
勇受到美国汉学家这种叙事风格的影响开
始审视、 改变自己的行文风格。 从他的历
史小说 《旧宫殿》 和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出版的 《辛亥年》 中可以看出， 他在细节
的历史叙事中已经行走了很远。

祝勇的 《盛世的疼痛》 （东方出版社
2013年9月） 在历史细节中游走得更远。
熟稔“微观历史” 写作的祝勇， 在 《盛世
的疼痛》 十篇历史特写里， 涉猎伟大却难
逃历史诅咒的变革者商鞅， 侠骨柔肠却又
冷酷、 独断的汉武帝， 以刻经反抗权力火
焰的静琬， 为大宋带来百年文化繁荣的簪
花少年寇准， 在大洋中遨游却错失领航世
界工业时代有利时机的郑和， 大明王朝最
后的希望却刚愎自用的袁崇焕， 在1894
年踌躇难行、 背负帝国命运的李鸿章……
透过一个个历史人物， 剖开历史的横断
面， 再现纷呈万象的历史画卷， 历史的演
变在偶然的必然之间摇晃。 如同滔滔巨浪
中的弄潮儿， 不知道是骇浪牵引着弄潮
儿， 还是弄潮儿在嬉戏浪花。 当然， 面对
历史中的悲情， 很难判断是时代抛弃了弄
潮儿， 还是弄潮儿厌恶了时代的渺小， 转
而去寻求永恒价值的挑战。

历史很难给出答案， 这正是它的魅力
所在。 如同茨威格所说： “历史是真正的
诗人和戏剧家， 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
它。” 当然， 寻求“历史背后的历史” 写
作的祝勇并非想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 他
想层层揭开历史遮蔽起来的精彩演出， 更
想通过努力涂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 呈现
他们在时代大变局中的所作所为。

祝勇的历史讲述中， 有一个关于石头
历史的故事， 当然主人公并不是什么石
头， 主人公是一个僧人———静琬。

静琬， 一个刻经者。 他的刻经起于对
权力傲慢的恐惧。 北魏武帝灭佛、 北周武
帝灭佛， 法难的锥心之痛让他陷入痛彻的
思虑之中。 农业文明时代， 他不知道什么
可以抵抗权力的恣肆， 他决定把经书刊刻
在唯一可以信赖的石头上， “永留石室，
劫火不焚” 以“万代之后， 法炬恒明”。
就这样， 在权力向佛的大隋朝野的上下支
持下， “在云不停留的地方， 佛停留” 的
燕山， 静琬孤独地开始了他的刊刻事业。

我想， 祝勇一定是满怀着最为崇高的
敬意来书写静琬的， 文字的背后一定汹涌
着最强烈的情感。 当然， 绵延千年的刻经
事业， 不仅静琬一个人， 在他的身后， 玄
奘、 慧能、 贾岛……漫长的路上， 一走数
百年， 权力失控的火焰在大唐武宗时再次
燃起， 灭佛之灾再次降临。 法难来势汹

汹， 远离政治中心的云居寺也不能幸免于
难， 刻经事业的衰败已经不可避免。 可是
时人谁又能知道， 隋唐盛世终究不过是过
眼云烟， 骄横的权力转头成空， 历史变局
中唯有亘古的精神不变。 在时间长河中，
通理大师———辽代禅宗的代表人物， 因为
相同的精神指向， 和历史的刻度衔接在了
一起， 刊刻经文终于在数百年以后得以继
续， 绵延至元明时期。

“如果说玄奘创造了一项空间的奇
迹 ， 那么静琬就创造了一项时间的奇
迹”， 这应当是历史给予的最美礼赞。 一
千多年的漫长旅程中， 佛教聚合了历史
的散逸精神， 一代代刻经人在这条路上
发起“对灭佛者的权力的挑战， 也是向
自身发出挑战， ‘是为追求永恒进行的
一次努力。 它不需要盛气凌人的说教，
它只需要实实在在的劳作， 以超人的耐
性去抗衡岁月的无涯’”。

这就是“石头的语言”。诗意的叙述，满
是情怀的气息，还有对历史的一声叹息。刻
经者终于消失在历史幽暗的隧道中， 在佛
光盛开的地方， 依旧是权力之刃在历史的
岩壁上涂鸦。 时间的刻度在这个世纪轻描
淡写地划过，迎来一个粗糙的时代。叹息之
后，作为写作者的祝勇只能以他识见，以彰
显的人性微光照亮幽暗的岁月。

在跨文体写作中， 祝勇运用了许多电
影蒙太奇结构手法， 直接对比中西在文明
走向上的线路图， 直接对比历史人物在同
一时间刻度上的不同选择。

比如他在 《岩中花树》 中讲， 在宗教
统治下禁锢已久的欧洲看到了没有上帝眷
顾的中国竟然创造出了无比繁荣的世俗世
界， 他们大为惊讶。 耶稣教士利玛窦带回
欧洲的信息反为启蒙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
思想利器， 而耶稣教士带到中国的科技礼

物， 却只是被中国知识阶层当作“奇巧淫
物”， 无法认知科技背后西方正在迎来文
化的、 工业的以及社会的变革。

诚然， 当时的中国社会一直未能正确
认识西方传教士身上所拥有的价值， 但是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像徐光启、 冯应
京， 还是紧密地和利玛窦结合在一起， 把
西方科学的种子在岩石中种下， 似乎天真
的孩童想领导成人世界一般。 岩石几乎就
是一种绝望。 待到 《几何原本》 交付刻
印、 《测量法义》 完成翻译的时候， 祝勇
动情地写道： “一株美丽的花树， 就这样
把岩石当作土壤， 在石缝间悄然生长。”
那一代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在历史的拐点上
不至于无所作为。 后来， 当利玛窦因病老
去， 祝勇又用最美的图画定格下这位来自
西方的老人最后的生命瞬间：

“临近黄昏时， 他坐在床上， 慢慢闭
上眼睛。 夕阳的余晖涂抹在他的脸上， 把
他变成一幅油画， 那种在宗教绘画里常见
的侧光， 使他瘦削的面孔轮廓清晰。 他的
表情就在这幅油画里逐渐定格， 定格， 不
再醒来。”

圣洁、 高尚、 慈祥……最为虔诚的美
也不过如此， 祝勇笔下的这一幕如同一位
耶稣教士创造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
油画。 这些已经不再是历史的书写， 这分
明是“从粗糙的现实中突围， 直抵细致斑
斓的古代”， 明显地， 在粗糙、 虚浮的时
代， 他想用文字建构属于自己的思想、 精
神王国， 直抵历史拐点处人性的微光。

丘吉尔曾说， 创造历史最好的方式是
写作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 祝勇一定是一
个“有野心的写作者”。

如果说， 《盛世的疼痛》 中前9篇文
字是祝勇历史行文的小试一刀， 那么最后
一讲 《1894， 悲情李鸿章》， 显然是其

“微观历史” 书写的又一代表之作。
那个在中国史书上背负“汉奸” 之名

的老人， 不似那般懦弱， 不似那般落魄，
也不似那般腐朽。 恰恰相反， 他是一个在
世界舞台上享有盛誉的老人， 是外国媒体
眼中慈祥、 睿智的老人， 是“世界三大伟
人” 之一。 在他访问纽约期间， 有50万人
目睹了这位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形象的
官员。 当然， 祝勇并不想为李鸿章翻案，
不到5万字的篇幅也很难勾勒李鸿章波澜
壮阔的一生。 他只是想让众人知道在那样
一个大厦将倾、上下腐败到极点的官场，李
鸿章并不是清官，但他是一个想办事的官。
洋务运动、剿灭捻军、兴办实业乃至后来支
持维新变法都是他在大变局时代中的表
现。 与之相反的是战事降临，时人笔记《蜷
庐随笔》记载，与李鸿章有深仇的翁同龢
作为清流魁首，力主中日一战，缘由之一
是：“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
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
顿他的余地了。 ”祝勇写到此处用“毛骨悚
然”来形容。 而作为后人的我们，读文至此，
再联想到后来的甲午之败，其实，战争败的
何止是军事，又何止是制度，败的是人心、
人性，以至哀叹，只恨大清朝李鸿章之辈，
有所作为者太少了。

这显然是最深的无奈。 同样， 这无奈
中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 毕竟看似是历史
答案的后面， 暗藏着太多复杂的若隐若现
的事实。

揆诸祝勇的历史讲述， 面对这些精彩
的历史特写， 慢慢体味到， 再大的变局，
也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微光， 高尚、 低劣、
荣耀、 鲜艳……而用人性的珠线串联纷杂
的史实， 或许会离真相更近一点。 也许这
正是祝勇历史行文的目的之所在。

（作者系东方出版社副总编辑）

书与人

品书斋

滋味坊

以史观今
投射未来

■沙锦飞

拿到甘本祓的新作 《航母来了》 时，
就仿佛他微笑着站在我面前了。 本祓老
兄说， 历史是一折冷酷而浪漫的故事。
真心喜欢用这样一种文字创作的有着厚
重历史感的科普， 那么多翔实的历史资
料， 不知道耗费了他多少心血才搜集到
并精心编写了如此精彩的故事呈现给读
者。 而透过这样的文字， 在本祓老兄的
引领下静静地重温70多年前这样一个波
涛汹涌的故事， 既享受了审美的愉悦，
又令人不得不去面对当今的现实进行一
些颇为沉重的思考。 昨天虽然已经过去，
但却警示着今人， 明天依然充满了不可
捉摸的变数； 为了避免不堪回首的历史
重演， 本祓老兄在我们的耳边敲了一记
重槌响鼓。

细读 《航母来了》， 可以深深地体会
到作者在构思与结构上的精妙和用心。

上篇 《日本的航母来了》， 下篇 《美
国的航母来了》， 两篇完全可以独立成
书， 而放在同一本书中作为上下篇遥相
呼应， 则充满了历史的幽默感， 让我在
翻看目录时就已忍俊不禁。

而在章节的编排上， 也是精心地把
敌对双方同一时间域里的事件、 状态、
心理等等进行充分的展示与对比， 比如，
上篇中“平静的珍珠港” 与“忙碌的佐
伯湾”。 这样精妙的用心， 给了读者相当
大的自由空间， 使得即便是对这一段历
史完全不了解的读者， 也可以通过这幽
默感的对比预知战役的结果， 并触发思
考而从中获得感悟。 其实我觉得珍珠港
也是忙碌的， 因为“瓦胡岛也和美国本
土的其他城市一样， 都已进入从感恩节
到圣诞节的假期欢乐之中”， “小船在舰
艇和码头之间来回穿梭， 把一批批水兵
运送上岸， 檀香山滨海区的酒吧、 舞厅、
咖啡店和弹子房都在忙碌地接待客人”。
“傍晚， 在珍珠港的军官俱乐部， 金梅尔
海军上将出席了一个军官们的小型宴会
后， 9点半钟回到寓所， 他想早点就寝，
因为他已同驻夏威夷的陆军司令肖特中
将约好， 明天一早去打高尔夫球”。 当
然， 佐伯湾及其他所有地方的“日本人
在这个时候却异常紧张忙碌” ……

“哨兵望着在跑道上的战斗机出神，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位统帅， 正在检阅
这些排列整齐的队伍。” 作者就这样娓娓
道来， 不显山不露水地就把这样一个二
战时期惊心动魄的著名战例缤纷多姿地
呈现给了读者， 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了
解了航母， 从而激发了读者对航母的兴
趣。

而在下篇的“神州大地五十天” 里，
中国式的幽默感也是绵延不断。 更重要
的是， 依据大量史料还原了诸多历史真
实， 读来颇有现场感。 其中发自内心深
处的人民世代友好、 世界永享和平的美
好心愿， 在字里行间处处流溢， 赤子之
心坦然其间， 令人动情。

《航母来了》 甘本祓著 科学普及出
版社2014年1月

《金岳霖全集》出版

在我国著名逻辑学家、 哲学家、 教育
家金岳霖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 人民出
版社推出耗时5年编辑整理的六卷八册本
《金岳霖全集》， 收录了金岳霖先生的著
作、 译作、 论文、 讲稿、 书信和自传等内
容， 共350余万字。 这是目前最完整的一
套金岳霖著作集。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 《金
岳霖全集》 以1940年为界， 前后分开，
在每个历史时期再按学科分卷， 便于不
同专业的读者阅读。 该书的出版是我国
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
资料价值， 将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进而有助
于推动我国逻辑学的现代化及逻辑普及
工作。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认为， 金
岳霖著作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 思辨
性强， 需要耐心读、 反复读， 仔细品味。
“读金老的著作时， 要是对其逻辑链条上
的某一个环节没有弄通， 就会步步跟不
上， 以致对整个论述完全不得要领。 但
如果我们耐心读， 哪怕读懂一点都会感
觉到回味无穷， 按照他的逻辑分析， 耐
心读下去， 就会得到一种哲学思辨的满
足。”

（却咏梅）

用科学与艺术谱写“地球赞美诗”
■本报记者 王珺

《恐龙专家》 系列丛书作者、 著名
科学艺术家赵闯名为“地球赞美诗” 的
个展3月30日在中国古动物馆开幕。 这
是一次将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的跨界
展览， 以绘画和雕塑等艺术作品， 再
现了亿万年前不为人知的世界。 赵闯
采用独特的科学绘画手法， 用细腻的
笔触表达了对生命的崇敬和赞美， 为
观众开启了一次科学艺术之旅。

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 曾经有过无
数生命， 但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灭绝

了。 人类对于已消逝物种的研究一直未停
止过， 而科学艺术家赵闯的创作， 正是这
项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古生物化石
生命形象重建。 赵闯的作品， 不仅仅是一
种艺术的呈现， 更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对
特定物种的一种科学复原。

这次画展一共展出了赵闯的33幅作
品， 涵盖了其所复原的恐龙、 翼龙、 史前
水栖爬行动物、 古哺乳动物等生命形象，
以及数种恐龙雕塑作品。 这些作品仅仅是
赵闯参与的大型创作项目“达尔文计
划———生命美术工程” 的一小部分。

“达尔文计划———生命美术工程” 是

人类社会首次针对地球已消失生命一次系
统的大规模科学艺术实践， 是啄木鸟科学
小组和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联合
推动的大型研究项目， 由科学艺术家赵闯
及科学童话作家杨杨共同发起。 其中的
艺术创作部分由赵闯完成。 项目启动几
年来， 赵闯已完成超过1000种古生物化
石生物形象的科学复原、 近500种古生物
化石骨骼结构的科学复原、 数十种古生
物化石生物形象的立体复原， 大量作品
发表在英国 《自然》 杂志、 美国 《科学》
杂志、 美国科学院院刊等著名期刊上，
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而就在前不

久， 该项目公开发表了319种著名古生物
化石生命形象科学复原绘画作品， 引起
了世界注目， 标志着中国在科学艺术领
域跨入了国际前沿。

赵闯介绍说： “其实所有艺术作品
在创作的时候， 都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
比如绘画中人体和动物的结构、 光影的
变化、 画面的立体感， 这些都是建立在
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 而我的作品中的
形象完全是以化石以及科学家对化石的
研究所得出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创作，这
让我的作品在艺术与学术上可能具有同
等的价值。 ”

速览

《赢者之心———华尔街英语创始人
的幸福成功学》 【意】 提香·帕奇尼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祝勇 作家、 学者、 纪录
片工作者， 艺术学博士。 现供
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
究所， 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 长篇
历史小说 《旧宫殿》、 《血朝
廷》， 非虚构历史著作 《纸天
堂》、 《辛亥年》， “文革学”
著作 《反阅读》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