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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暑期的炎热一起到来的，
还有各具特色的文化盛宴。6
月 27 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

“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
际艺术作品展”就是不容错过的
夏日风景之一。

本次展览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主题，来自 61 个国家
的224件艺术品同时亮相，观众
可一睹毕加索、达利、珂勒惠支、
葛饰北斋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作
品风采。

作为本次展览的总策划，中
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此次
展出的200余件作品，在时间跨
度上聚焦 19 世纪至今，由六个
部分组成：路德维希夫妇捐赠国

际艺术作品，国际油画艺术作
品，国际版画艺术作品，国际雕
塑艺术作品，国际摄影艺术作
品，国际水彩、素描、漆画等其他
门类艺术，力图多侧面呈现中国
美术馆国际美术作品收藏概貌。

中国美术馆收藏中外古今
各类美术作品 11 万余件，其中
国际美术藏品约 3500 件，涵盖

油画、版画、雕塑、摄影等种类。
这些作品来自五大洲的 61 个
国家，其来源主要得益于上世
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艺术家
和收藏家的热心捐赠，这些捐
赠构成了中国美术馆国际美术
收藏的基础，初步建立了关于
20 世纪西方艺术的收藏序列，
会集了巴勃罗·毕加索、萨尔瓦
多·达利、凯绥·珂勒惠支、葛饰
北斋、安迪·沃霍尔、罗伊·利希
滕斯坦、爱德华·韦斯顿、安德
烈·梅尔尼科夫、大卫·霍克尼、
安塞姆·基弗、马尔库斯·吕佩尔
茨、格哈德·里希特等享誉世界
的大师名作。此次展出的作品
是从3000多件国际美术藏品中
遴选出来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
是心相通。“多元文化的交流与
互动，会使所有的文化体更具有
生命的活力与张力。我们更会
发现，伴随着文化体的生长与交
融，我们都在追寻着相近的命
题，我们也在彼此的观照中更加
清晰地认识着自己、丰富着自
己。”吴为山说。

不出国门，即可欣赏大师名作
——毕加索、达利、珂勒惠支、葛饰北斋等“齐聚”中国美术馆

本报记者 王珺我的视听工业是从喜欢音乐开始
的。小学二年级时，父亲买了一支口琴
给我，我用它反复吹我听到的旋律。上
了初中，我买了两本定价新台币十元的

《世界名歌精华》和一本《中国民歌精
华》，用口琴一首首吹看自己是否听过。
大概为了帮校长开辟财源，我读的中学
每学期都规定要买两种音乐课本；每次
注册回来，我都老老实实地把里面的歌
曲、乐理、古典音乐介绍先读完。就这
样，比别人多认识了一些好听的曲子。

然后是买唱片，买新台币十元一张的
翻版唱片，并且拜托唱片行老板娘把店里
仅有的一套唱片厂产品目录送给我。虽然
印刷粗糙，但里面列着许多令我心动的作
曲家、演奏家、指挥家的名字，被当时的我视
为至宝。高中三年是我的“和声学时期”，没
事和几位同学一起打开音乐老师郭子究的

《合唱曲集》或者一本新台币五元的英文《世
界名歌101首》练习四部合唱；要不然一个
人在家，试着把合唱曲的每个声部一遍遍
唱过。上了大学后，求知欲倍增，我发现从
小到大土法炼钢的自我音乐养成教育，对
于自己继续涉猎各种艺术有举一反三、事
半功倍的催化作用。等大学毕业出来，教
书、赚钱，我的视听工业机器便正式开动了。

早期只是一组音响。我记得初当老
师的那几年，一半以上的薪水都拿去买原
版唱片；那时还是LP（黑胶唱片）时代，我
第一次到台北中山北路上扬唱片公司，一
登上二楼，足足呆立了三分钟——我被一
屋子从 A 到 Z 排列的唱片吓住了。我的
心充满渴望，呼吸急促，但却不知从何下
手。那情景正如济慈在初读奇妙的荷马
后所说的：“感觉像某个发现新行星的
天文学者，或者张着鹰般的眼睛在山尖
初见太平洋的探险者。”

很快，上扬在我的眼里愈变愈小，因
为他们给了我几本外国大公司的唱片目
录——按图索骥，发现很多我要的唱片店
里都没有。那时教书一有空堂就回去听
唱片，顺便用仅有的一台录音座录下来推
销给我的同事。出于“好东西与朋友分
享”的心理，我并没有注意录了多少卷。
直到几次到同事家，看见他们柜子里、抽
屉里摆满了我录的录音带，我才晓得自己
的“事业”做得有多大。一位女同事在结
婚时告诉我，她嫁妆中最不寻常的是我帮

她录的一百多卷录音带。我惊讶地问她：
“我真的卖给你那么多卷了吗？”她说：“你
自己都忘记了噢？我喜欢你用黑色钢笔
写在录音带盒子上的那些字。当它们一
整排放在一起时，看起来特别动人。”没
错，我早期的录音带都是我亲手慢工精制
的。我像写信给爱人般一笔一画把曲目、
演奏者、作曲者等资料写在上面。我常常
告诉我的朋友：“我的录音带里录的不只
是音乐，还有我的呼吸，我的爱。”

然而LP这种胶质唱片是很容易发霉
且有杂音的，所以当我一听到CD（镭射唱
片）发明上市，就立刻痛下决心停购LP，并
且抛售我的收藏。当初帮别人录音，自己
并没有留下拷贝；为了日后能够重温旧唱
片曾经带给我的美好经验，我不惜以双倍
价钱，好说歹说地向同事买回我的产品。

跟随镭射唱片机来到我家的是镭射
影碟机（LD）和 Hi-Fi 录像机。镭射真
是伟大的发明，它可以跳前、跳后、静止、
反复，随心所欲地让你播放你所想要的
段落。这视、听两样伟大的发明结合在
一起，就使我进入废寝忘食、一日比一日
发狂的视听工业勃兴期。

我把所有的视听器材都集合在楼下
客厅，以使它们相辅相成发挥最大效用；
所以电视上播的可以立即录在录像带或
录音带上，而CD或录音带的声音也可以
转录到录像带。我一回家就坐在客厅中
间，遥控这，遥控那。客厅成为我的起居
室兼研究室兼工作室。

我猎取知识、搜集信息的方法是前面
提过的“目录主义”，加上我所谓的“百科
全书／图书馆精神”。也就是说我情愿主
动出击，而非守株待兔；对于已知存在的
美好事物有排除困难、一一取得的决心。
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要以有限
的躯体拥抱宇宙无穷的知识终有夸父追日
或飞蛾扑火之悲。清朝章学诚说：“宇宙名
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
不顾。”对我来说，只要列名经典、辞书、百
科全书，或我直觉好听、好看者，不论长短
大小，俱在我搜藏范围。为了磨炼鉴赏力，
我买了大量的工具书和参考书，日夜翻阅，
以免有眼不识泰山。只用耳朵听音乐的日
子是单纯而幸福的，但一旦加入影像，我发
现这世界可爱的东西又更多了。于是悲
惨地，我的搜藏范围随着镭射影碟目录的
翻动，由古典扩及流行、扩及爵士、扩及电
影、扩及动画、扩及美术⋯⋯

我变成一只驮着录像带的蜗牛。我
发觉我赚钱的速度跟不上我买录像带、
CD、镭射影碟的速度；我发觉我花在搜
集、录像上的时间多过我花在观赏、回味
的时间。为了充分运用自己的“视听图书
馆”，我开始把录音机、镭射唱片机、录像
机搬到学校，利用上课和课余时间把最美
妙的一些东西介绍给学生，并且在周末开
放我家楼下让有兴趣的学生一起来欣赏。
我剪贴、影印了许多讲义帮助他们欣赏，为
他们列出进阶式的欣赏节目，代购相关书
籍，并且录制集精华于一卷的录像、录音

带。为了让众多学生能快速拥有美物，我
大举添购录像、录音设备，以做到人手一卷
或多卷，随时交换欣赏。这是真正的视听
教育，充满创造力、欢乐、自由和活力。

我的视听工业极盛期应该是在“小耳
朵”登陆我家之后。我花了新台币十一万
元，于日本卫星电视开播不久后在我家屋
顶秘密安装了一支；夜里，拉下铁门，观看
远来的精彩节目，真有一种秘密的快感。
租镭射影碟要花钱，观赏“小耳朵”却不用
付费，偏偏好看的节目又那么多——为了
同时收录不同台的节目，我装置了两台调
谐器，并且购买可与之联动、预约录像的
新录像机。我订了一份卫星电视月刊，每
个月初，对着日文的节目表画重点、做记
号。时间一到，战战兢兢，深恐没录到或
没录好。这阶段真是寝食难安、行止难
定。有时怕电视节目临时变动，不敢随便
外出，整日守候机旁；万一因事必须离开
家里，到了外地也不忘以电话遥控，随时
查询。我太太可以作证：好几次我因为操
控有误、错失节目，当场失神、流泪。

处在这种耳鸣目眩、声光大备的快乐
的深渊，我哪里还有时间、空间做其他事，
难怪很多人不解：为何十年前“活跃文坛”
的陈黎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不再写作？
然而我并不后悔这段狂热岁月。这几年
重新写作，有许多动力、灵感、题材都是来
自这些视听经验。前一阵子，“小耳朵”因
卫星故障，收视不良，我总算可以强迫自
己有一个“免于视听恐惧”的假期。

但我知道这假期并不会长，因为即
使我不再有昔日为别人录像、录音的热
情，至少我自己视听的兴趣永远不变。
感谢镭射兄弟，感谢“小耳朵”，让我们足
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物。最近卫星又恢复正常，我一口气在

“小耳朵”上看到了梦寐已久的贝尔格的
《伍采克》、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比莉·哈乐蒂、迈尔士·戴维斯⋯⋯

诗人爱默生说：“当我读到一本好书，
我真希望人的一生可以有三千年。”遇到
好的视听节目的我，不仅希望一生有三千
年，更希望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中学英
语课本上教过一段课文：“我们的心，如同
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一种食物。这种食物
叫知识。”我的视听工业就是我的心灵工
业，只要心不死，它就永久不衰。

我的视听工业盛衰史
陈黎

⦾观展
⦾绝活儿

编者按编者按：：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会邀请他撰写节目手帕瓦罗蒂演唱会邀请他撰写节目手

册册，，翻译咏叹调翻译咏叹调；；爱尔兰歌手恩雅在台湾发行专辑爱尔兰歌手恩雅在台湾发行专辑，，请他帮忙翻请他帮忙翻
译歌词译歌词；；他信手写的歌词被刘若英翻唱他信手写的歌词被刘若英翻唱；；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
民年度大舞民年度大舞《《关于岛屿关于岛屿》》中融入了他的三首诗作……中融入了他的三首诗作……

陈黎陈黎，，台湾当代诗人台湾当代诗人；；著名译者著名译者，，翻译过鲍勃翻译过鲍勃··迪伦迪伦、、辛波斯辛波斯
卡卡、、聂鲁达等人的作品聂鲁达等人的作品；；曾是中学音乐教师曾是中学音乐教师，，把自己对古典音乐把自己对古典音乐
的发烧的发烧““传染传染””给了不少学生给了不少学生。。

前些时候前些时候，，他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他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世界的声世界的声
音音———陈黎爱乐录—陈黎爱乐录》《》《小宇宙小宇宙》》来京宣传来京宣传，，其间其间，，他带领听众聆赏他带领听众聆赏
音乐的陶醉神情令人动容音乐的陶醉神情令人动容。。本刊特约其撰写音乐发烧的经历本刊特约其撰写音乐发烧的经历，，
以让更多人跟随他沉醉于以让更多人跟随他沉醉于““声光的快乐深渊声光的快乐深渊””。。

巴勃罗

·毕加索

（西班牙

）

带鸟的步兵146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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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面油彩

1971

葛饰北斋

（日本

）

风景

24 cm
×

35cm

模板套色年代不详

《数据库系统概论》教材编写背景及修订历程

数据库技术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在国外的研究
已经蓬勃发展，但在国内尚属空白。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
复校伊始，萨师煊教授即敏锐地认识到数据库技术在信息
技术发展和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率先在国内开
展数据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设了国内首门“数据库系
统概论”课程。1979 年萨师煊教授将自己的讲稿汇集成

“数据库系统简介”和“数据库方法”，在 《电子计算机参
考资料》 上发表。对我国数据库研究和普及起到了启蒙作
用。

198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首次“数据库系统概
论”课程教学大纲研讨会。由萨师煊教授主持，国内著名
高校教师参加，王珊教授执笔，起草了国内计算机专业本
科“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首个教学大纲。该大纲对国内
刚刚开始的数据库课程教学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3
年部属高校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方案将“数据库系统概
论”列为 4 年制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并于 1983 年 6 月通过该
教学大纲。

1983 年 8 月，萨师煊教授与王珊教授依据该大纲合作

编写 《数据库系统概论》。这本书解决了数据库教材的有无
问题，是国内首部系统阐明数据库原理、技术和理论的教
材，并成为指定的计算机软件专业核心教材，为推动我国
数据库技术发展、培养数据库人才作出开创性贡献。

为反映数据库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1989 年王珊教授

开始修订 《数据库系统概论》 教材，从结构到内容做了较
大的调整，有选择地将一些新内容纳入教材中，于 1991 年
出版第二版。该版教材出版后 9 年中发行 26 万册，1995 年

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专著奖。
随着国际数据库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使教材始终紧跟

科学发展的前沿，在王珊教授的不懈努力下，教材第三版
于 2000 年出版，是“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同时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

“九五”国家重点教材，2002 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
等奖。

2005 年王珊教授主持的“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入选
国家精品课程，按照精品课程的建设要求，王珊教授依据
体现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
教材的特点进行课程建设，并开发了精品课程网站。网站
集成了网络课程、在线答疑、拓展阅读资料等多种教学
资源，为高校师生的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6 年修订
出版的第四版教材即以书配学习卡的方式，将纸质教材与
数字化资源进行结合，探索了一种新的出版模式，获得读
者的 普 遍 好 评 。 因 其 内 容 的 经 典 性 与 出 版 形 式 的 创 新
性，该版教材被列入“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规
划教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随着我国本科
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数据库技术的不断发展，
王珊教授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持续更新和改进课程内
容，同时对教材进行修订。“十二五”期间，王珊教授积极
响应“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要求，带
领教学团队对“数据库系统概论”国家精品课程进行改革
升级，录制全程教学视频，更新完善课程内容，顺利升级
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并于 2014 年出版第五版教材。
第五版教材基于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现状，进一步弱化了层
次和网状数据库，对数据库完整性、数据库设计、并发控
制等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增加了大数据管理、内存数据
库等新技术的介绍；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与数字资源的结
合。经过第三版、第四版教材在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探索
实践，第五版教材已从最初单一的纸质教材建设成为包含
电子教案、全程教学视频、课程实验指导、习题库、网络
课程、教学网站于一体的立体化精品教材，起到了很好的
引领与示范作用。

《数据库系统概论》配套教辅的出版情况

“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
王珊教授从教材第三版起开始引入数据库实验教学，同时
为贯彻国家“关于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
划实施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作者团队对课程的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了全面改革，以 PPT 为

讲课提纲，开发了与教材配套的 CAI 软件及 Easybase 数据库
系统，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2003 年出版的与第三版教材
配套的参考书 《数据库系统概论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 即
附有 EasyBase 2.0 （教学版） 光盘。在其基础上，2008 年、
2015 年又分别修订出版了第四版及第五版教材配套参考
书。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及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推出，极大地
丰富了教学形式，对广大师生的教学与个性化学习提供了
方便。

由于 《数据库系统概论》 教材使用量大，影响广泛，
2002 年台湾博硕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教材的繁体版，
书名为 《资料库系统导论》；2014 年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
藏文版。

今天，《数据库系统概论》 教材已成为计算机类专业核
心课程的标志性出版物之一，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服
务。一代又一代学子由这本书启蒙、引领进入数据库研究
与开发领域，成为我国数据库领域的中坚力量。中国人民
大学数据库的火炬也代代相传。萨师煊教授作为先驱开启
了数据库技术教学与科研之先河。继萨教授之后，王珊教
授力担重任，30 余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在教学与科研第一
线，为中国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不遗余力，无私奉献。王教
授以“积累问题，坐定板凳，推敲打磨，执着认真”的精
神，倾毕生之力打造这本教材，更以七十岁高龄为“数据
库系统概论”亲自录制 MOOC （慕课） 教学视频，参加慕
课工作组的活动，为年轻教师传授教学经验。因在数据库
教学和科研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王珊教授于 2008 年获第
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并先后 10 次获国家和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及教学成果奖等奖项。老一辈专家为学术以及育
人全心投入、倾注毕生精力的精神堪称典范，值得我们发
扬传承。

高等教育出版社

砥砺35年 用心打磨一本好书
国内高校本科计算机类专业的师生可能对中国人民大学萨师煊教授、王珊教授合作编著的《数据库系

统概论》 这本教材都不陌生。《数据库系统概论》 第一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 1983 年 8 月出版，是国内
首部系统阐明数据库原理、技术和理论的教材。教材出版至今 35 年间历经多次修订，现已至第五版，累
计销量逾 300 万册，并先后入
选“九五”“十五”及“十二
五”国家规划教材，两次获
得国家优秀教材奖，被公认
为国内数据库领域的经典权
威教材。

35 年对一本书来说可能并
不算太长，但却是一个人一生
中最好的年华。这本教材凝聚
着萨师煊教授、王珊教授等老
一辈专家对数据库教学及科研
多年投入的心血与无私奉献的
情怀，同时也见证了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 《《数据库系统概论数据库系统概论》》第一版至第五版教材封面及获奖证书第一版至第五版教材封面及获奖证书

萨师煊教授萨师煊教授 （（右右）） 和王珊教授和王珊教授 （（左左））

《数据库系统概论》配套教辅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