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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有一种魔力，它像恒星一
样吸引你，让你只能围绕着它旋
转，无法挣扎摆脱；也可以像锐利
的刀锋，一层层刨开陈腐的思维俗
套，让你大彻大悟。彼得·弗兰科潘
所著的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
界史》，无疑就是这样。

以往，中国人更多是从东方望
向西方，而 《丝绸之路》 让我们从
西方望向东方。视角的变化，让一
个绵延了两千年左右的古老传说，
变得丰满，我们可以发现东西方之
间越来越多的理性交汇点。

罗马人的扩张目标是东方，因
为东方尤其是埃及，从托勒密时代
开始，尼罗河的洪水就带来了肥沃
的土地和粮食的大丰收。战争的胜
利，让屋大维成了罗马皇帝，尼罗
河谷的庄稼收成，导致罗马的粮价
出现急速下跌，家庭购买力急剧上
升，紧随而来的还有城市化，罗马
的地价飙升。罗马人在地中海的胜
利，是海权竞争意义上的大获全胜。

陆权与海权冲突的历史就是这
样，财富的积聚总是在大陆完成
的，从金银到食品，从城市繁荣到
艺术品，陆上强权总是尽可能地保
护财富和权力，而海权的目标则是
占领和掠取。我想，这也许是“一
带一路”现在或是将来遭遇到的重
大挑战之一。

难以想象的是，因为丝绸之
路，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拥有美
元那样支配性的国际货币——丝
绸。当时罗马帝国年造币总数的差
不多一半，也是年度预算的 10%以
上，用在了丝绸之路的交易上。当
时，丝绸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货

币，它轻便小巧而容易携带，适于
远途运输，同时又价值不菲。在中
国汉代，丝绸与钱币和粮食一样，
可以用做支付军饷。就连中亚佛教
寺院用于惩戒犯戒僧人的罚金，也
是丝绸！彼得·弗兰科潘的结论是，
因为丝绸之路的存在，早在2000年
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

彼得·弗兰科潘的笔法不羁而稍
显野性，他论证的“二战”和披露
的史实，具有清晰的地缘逻辑，与
擅讲故事的历史学家非常不同。

二战前的德国，“地理位置不利
于其进入大西洋与美国、非洲和亚
洲开展贸易，因此希特勒将目光投
向了东方。在解决波兰问题上，他
之所以与苏联和解，是因为这样他
就可以打通属于他自己的丝绸之路
了”。他告诉将军们，按照目前的经
济状况，德国只能生存短短几年。
成败的关键是那些具体的战利品：
粮食、牲畜、煤炭、铅和锌，拥有这些，

“德国人才能获得最终的自由”。
农业一直是德国的软肋。启动

战争机器后，人口向城市集中，使
它的农业生产进一步恶化。为了获
得粮食和大豆等农产品，希特勒甚
至冒着得罪日本的危险，向中国出
口军用物资。最后，希特勒宣布他
找到了答案：“我们需要乌克兰，这
样就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像在上一次
战争中那样挨饿了。”

当时的西方国家对纳粹德国的
崛起是警惕的，英国和美国所采取
的“所有策略的核心都是切断德国
的供应链”，这是一场典型的海权对
陆权之间的大国冲突。海权国家拥
有海上优势，控制着世界范围的资

源供应。他们的担心仅仅是德国在
印度和中亚地区动手，粉碎他们在
海上的生命线，因为当时印度所有
的防空力量，仅仅是一座“八门 3
英寸高射炮的炮台”。

作为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的高
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
心的主任，彼得·弗兰科潘不仅是一
位历史学家，更多地表现为一位地
缘政治学者。他写道，阿富汗问
题、伊朗问题和伊拉克问题，在决
策者、政客、外交官和将军的头脑
中，都是各自独立的，彼此之间似
乎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然而，只
需后退一步，我们就能获得更宝贵
的洞察力和更卓越的眼光，就可以
从整体上把握这片处于混乱之中的
广大区域。

他的答案，显然是新丝绸之路。
他认为，中亚国家拥有宝贵的

资源，从石油天然气到金矿，还有
铜、铍、镝、锂等贵金属，这个地
区还有用于开发核能及制造核弹头
的基本物质——铀和钚。甚至乌克
兰肥沃的黑土壤，都是一种商品，
每年有价值近10亿美元的土壤被挖
出来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卖掉。

彼得·弗兰科潘注意到丝绸之路
古商道上的这些国家，中亚 5 国，
还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国，并不成熟但不断进行的现代化
努力：哈萨克斯坦用了不到20年的
时间，新建了一个首都阿斯塔纳，
其中就有一个福斯特 （北京首都机
场的设计者） 设计的和平宫。塔吉
克斯坦正在修建中亚地区最大的剧
院，位于该地区最大的图书馆、最
大的博物馆以及最大的茶馆旁边。
在阿塞拜疆，一座极具世界现代化
水平的新机场拔地而起。

当然，彼得·弗兰科潘的眼睛从
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他注意并且这
样描绘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中国政府正在精心打造着一个将城
市、港口和海洋连接在一起的资源
网络。”从中国到了欧洲，整个旅程
缩短到16天，远远快于从中国的太
平洋港口出发的海运航线，“每天都
有 5 个航班将商人和游客从中国送
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现在，丝绸之路古商道已重新
成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竞争热

土。英国情报部门用轻描淡写的传
统英国风格警告说：2040年前，世
界都处于“转型期”。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也用某种更直接的方式表达了
同样的意思：“100年来，美国一直
十分重视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特殊关
系，但现在是时候看看别的地方
了。”在这里，一连串区域协议在各
国政客的努力下迅速达成了，而上
合组织的影响力也正日益增加，甚
至土耳其总理都公开在宣称，土耳
其可能放弃加入欧盟，而将目光投
向东方。他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更
出色、更强大，而且我们有着共同
的价值观”。

这里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而
且更重要的是，世界正在由海权竞
争，重新转向陆权竞争，因为丝绸
之路正在古老的商道上复兴。

在世界地缘政治领域，有两种
人值得重视，一是历史学家，二是
闲人，如果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
这两种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人。在
历史的拐点上，他们大多扮演着预
言家的惊人角色。最早向世界介绍
瓜达尔港战略地位的罗伯特·卡普
兰，其实在美国只是一位有影响力
的杂志写手。因为他们更有激情，
更有视野，而且没有学院派的思想
藩篱和边界。所以，阅读历史学家
彼得·弗兰科潘的著作，也许并不仅
仅出于你的兴趣和知识，它所引发
的思考，可能攸关你的命运和未来。

（作者为知名财经作家）

汉服、茶道、陶艺、书法、太
极……8 月 22 日至 26 日，第十六
届北京图书节期间，在北京国家数
字出版基地典雅古朴的展台上，入
园企业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以国学文化体验为主进行
现场展示。

据了解，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
地核心区预计 2020 年建成，建成
后园区总建筑面积约为300万平方
米，拥有区域、生态环境、产业资
源、企业实力等四大优势，从智慧
办公、智慧交通、智慧广场和智慧
购物四个方面进行打造，为入园企
业及员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工
作与生活。

在北京图书节音乐文化与技术
融合展区中，你还可以欣赏到华韵

文化收藏的近百张珍贵稀有的原版
黑胶唱片，通过黑胶唱片留声机听
到优美的经典音乐。华韵文化多年
来收藏了从 1896 年清末黄龙唱片
到共和国成立后的数万张黑胶唱
片，还运用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
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对这些老唱
片进行抢救修复及数字化保存，真
实还原音乐经典，使之永久流传。
华韵文化的有声文化遗产数字典藏
技术团队，承接了故宫博物院、国
家图书馆、中央音乐学院等众多国
家重点文化单位的有声文化遗产数
字化修复项目。华韵还对现有音乐
资源进行整合，打造了涵盖戏曲、
曲艺、歌曲、歌舞、器乐等多种类
型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资源平台——
中国音网。 （李婧璇）

《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 属于慢
的艺术之一种，它是作者黄孝纪继
推出 《八公分记忆》 后又一部生态
文学的力作。文章均写于义乌，在
烟雨迷蒙的江南小镇，他用平缓、
温情的笔触从容书写着过往的日子
与农家器物相关联的故事，表现了
柔软浪漫、返朴归真的人文情怀。
作者匠心独具地将全书分为草叶、
铁器、瓦器、石器、杂具五个篇
章，像一部乡村旧器物的百科全
书，将目光投向日益淡漠或被忽视

甚至是业已遗忘的农家器具，唤醒
读者的集体记忆，去探寻传统中国
人的文化根基。让人感到神奇的
是，文本虽然只是单纯记录曾经有
过的乡村生活，展示的器物也大多
稀松平常，却散发出一种蓬勃的生
命力，字里行间充盈着一种素朴的
美感。

《庄子·外篇·马蹄》中“素”本
指生丝，“朴”则是原始木材，“素
朴而民性得矣”，马蹄篇表现的是反
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归自然
主张。《晴耕雨读，江南旧物》实际
上就是对这种自然观念的现代演
绎。在作者笔下，“素”是旧物造型
的简单、功能的实用，它们体现的
是最自然自由的生命形态。比如，

“草叶篇”有斗篷、草帽、蓑衣、秆
铺的故事，“铁器篇”是油糍粑灯
盏、猪草刀、三齿锄、二齿锄的过
去，“瓦器篇”则是搓线瓦、宽口
钵、腌菜瓮共同敲奏的交响曲。这
些遍布于乡村寻常人家的生活必需
品是村民们日常劳动的好帮手，但
是这些用得陈旧、破烂而且没有任
何装饰的农具究竟有什么美感？

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快节
奏、高强度的都市生活中，我们都
忽略了那些普通的生活物品带给我
们应有的启示。乡村没有什么东西

是多余而需要抛弃的，破得不能再
穿的套鞋扔到灶屋与柴火杂物为
伍，任其蒙垢生尘，最后卖给收破
烂的换回几分油盐钱；用久了陈旧
发黑的斗篷拆散了可用来引火；烂
草席变为村边茅厕门上的挂帘子；
断过很多次的棕绳会套在窗外墙钉
上，用来挂晾衣的竹竿，或套在木
梁上挂菜篮箩筐。总之，每一件物
品都自然而然地由新用至旧，哪怕
不再具有原来的功能，乡里人也总
有办法物尽其用。现在我们常常提
及循环再利用的生态观念，却费尽
心思地设计一些繁琐工序以增加商
品的附加价值，却忘记了化工制品
是没有生命温度的，它们永远没有
办法像取之于自然的那些斗篷、蓑
衣一样最后自然地回归土地，故而
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在一只旧塑料
袋上发现素朴之美。

所谓“素朴”之美，重在“素
朴”二字。素者，清水芙蓉，毫无
雕饰，是洁之体、净之心。“朴”，
指的是淳朴、质朴、简朴等，是一
种生活态度。素朴之美彰显民风之
淳、农具之朴、村民之美。在 《挂
锁》 一文里，作者描绘了近似现代

“桃花源”的情景，30 多年前的八
公分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但是满
怀馨德的人比比皆是，村人长幼有

序，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宽容、平
和、互助，每家屋门上的那一把挂
锁，基本上只是摆设，即使出远门
把锁锁上了，钥匙也会随意地挂在
显眼的地方。我想，那时候的人心
如果有形，大抵是圆润透明的吧。

在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今天，生
活必需品早就不是稀缺资源，我们
不是通过早起赶圩购得套鞋斗篷并
辛苦将其挑回家，更不是家庭成员
间自己亲手把草席编出来，任何物
品的获得都太过容易，高效率的生
产催促着我们频繁地将必需品更新
换代，时尚的风潮刺激着我们对物
质乐此不疲的追求，然而我们却恰
恰忘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已是如
此地不堪重负。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从
黄孝纪这本极具南方地域特色的乡
土器物散文集里读到那些承载着人
们生活过往的“朴素之物”，在这些
非机器流水线生产的“普通之物”
中，感受人与自然亲近的渴望，那
些与肌肤亲密接触的草席、点亮了
黑夜的煤油灯、寄予了对祖先最真
挚的祝福的钱凿以及在乡村盛宴中
担重任的汤罐，都是我们曾经有过
的原态生活的真实凭证。轻轻地触
摸它们，一如触摸隐藏已久的秘
密，温馨而美好。

彼得·弗兰科潘颠覆性地提出：丝绸之路其实并不只是一条
古代的贸易道路，而是一个两千年来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世界
十字路口——

陆权与海权的上下两千年
□ 陈 功

彼得·弗兰科潘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彼得·弗兰科潘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倾听黑胶唱片的优美原声

北京图书节突出文化与数字

慢的艺术与素朴之美
□ 聂 茂 陈雪桃

黄孝纪著 天地出版社黄孝纪著 天地出版社

《舆论的脾气》，拟人化的书
名，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引人
入胜。

这是一部事关“舆论安全”思
考延续与拓展的著作。作者赵强学
习、学术及从业的履历，应当是与
严谨、严肃、严密、严整等这一类
的语词相关的，所以，他在实际工
作和求学深造的过程中，从政治学
的角度提出“舆论安全”的概念，
无论对学界还是业界，都是具有开
拓意义的认识与建言。这一方面得
益于他在中央领导机关及中央媒体
工作、追随具有宏观视野的大家求
知的经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从
具体工作中抽身，站在更高处深入
思考的结果。

这是一部既有理论高度也饱含
现实温度的札记体著作。赵强在写
作这部著作时，应该是费了思量。
他从札记体着手规划出这样一盘

“大餐”，真的让人爱不释手又能大
开胃口。首先，一篇篇语言俏皮与
跳跃的札记，使读者在阅读时仿佛
咀嚼着一块块酥香鲜嫩味美的“炸
鸡”，同时又统一在舆论这个美不
胜收的“餐盘”之中。在赵强的这
本书中，舆论不再是概念的叙述、
也不再是文字的堆砌，而是能与我
们对话的一个真实的对象，一个可
以倾诉的友人，也是一个个认识问
题、解决问题的方案。它虽是一本
对于舆论全方位的观察，也是一本
知识丰富的有趣读物，凝聚着思
考，也值得玩味。其次是对古今中
外舆论及舆论事件条分缕析，显出
札记文体的张力。

这是一部既有追踪也有挖掘的
观媒察舆使命之作。写成这样一部
著作，作者是要有眼光的。因为，
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里，舆论时时
刻刻都在发生、发酵，甚至是变态
与扭曲。不加辨别地一网打尽，即
使用当今最强大的“算法”来做，
也难以做到为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

“信息”。而赵强不一样，他是一个
具有使命感的媒体管理者，他的经
历与经验构成的选题坐标系是优质
良性的，所以，他能够选择最具典
型价值的案例，让读者从中获得裨
益。

在书中，每一篇札记并不只有
一个舆论事件，但是一定是一个个
舆论的热点事件，通过对舆论热点
的追踪和在追踪过程中对热点的叙
述，使阅读者在跟随舆论热点追踪
中不断获取阅读的兴趣。追踪，只
是现象的描述，而我们通过读一本
书，不仅是要了解现象，更重要的
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舆论的
本质是什么呢？赵强在挖掘事实
后，给予了这样的回答：舆论是

“客观的社会意识现象”“特殊的社
会意识形式”“强大的社会精神动
力”。我们在这三个维度上可以得
到这样的认知，舆论属于社会范
畴，是一种社会意识，它会遵循社
会意识的一般规律，对社会存在产
生能动的作用；它蕴含巨大的能量
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全书透出的意象，正如《人民

日报》副总编卢新宁在序言中所说
的那样：“深感这是一部应时之
作。”这也正好暗合了新乐府运动
的倡导者白居易曾提出的“文章合
为时而著”。这虽是一句古训，但
也是历代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
种集中概括。

赵强的 《舆论的脾气》 既有
“为时而著”之心，也是一部值得
称道的“为时而著”之文，更是透
出“为时而著”的使命——帮助我
们掌握和看懂今天形形色色的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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