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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轮椅上的蒋萌，脸色有些
苍白，纯黑的眼眸里没有一丝浮
光，充盈着专注和意志力。

刚才他是被保安背上4楼的。
因为读 6 年级时整个脊髓长满

肿瘤，全身瘫痪，做了 3 次大手术
才死里逃生，从此与轮椅为伴，所
以这个小学是蒋萌唯一的母校。5
月20日，他以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评
论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
在这里发布他的新书 《生命是劫后
重生的奇迹》。

这是一本写得冲淡平静、恰如
其分的自传。大概因为他已跨入中
年，描述外物不夸张、不煽情，对
内心审视严格，有一种真实的力
量。因为生命悲剧的映衬，他对童
年幸福的描绘显得尤为细腻和贪
恋：抓周时拿起了钢笔，爷爷一家
给父母写信尽述他幼时的可爱，去
北戴河看日出，学钢琴，参加军乐
团的竞争小心思……

之后灾难发生。从发现脊柱侧
弯起，他心里蕴藏了深深的惶恐，
它产生于对病况发展的不可预知，
对可能瘫痪的惧怕，对学业、练琴
等“本职”被影响，“今后该怎么
办”的无果追问。

父母竭尽所能，终于求医生冒
着失败的风险给他做了两次各12小
时的手术。术后高烧、切开气管上
呼吸机、用尽力气才能咽下一口
饭、放疗，梦魇般挣扎在生死边缘。

苦难是他的大学。“很多时候，
纵然我们不愿意接受，命运却从来
不给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

困囚斗室10年，蒋萌体验到精
神的痛苦，孤独寂寞、失去目标、
前途无望。他不能接受在别人上学
工作的时候，自己坐着轮椅出门晒
太阳，像个“混吃等死”的人，他
如大海中的溺水者，奋力抓住迎面
而来的每一样东西：学英语，背
8000单词，能熟练翻译几千字的文
章，然后发现靠翻译挣不到钱；攒
电脑，学习编程，发现数学基础太
差；之后邂逅了写作。开始是东方
网向父亲约稿，父亲有意无意地说
了句“你也可以试着写写”。2004
年 5 月，他的处女作 《F1 需要花瓶
吗？》登上了东方评论的舞台。

写时事评论不轻松，要大量阅
读新闻，捕捉脑海中的火花，然后
归纳条理化。在头一两年，他天天
写，每天甚至不止一篇。这不是因
为勤奋，而是心中恐慌，只有不断
地登稿子，他才能获得安全感。

从网络写到报刊，从网评向杂

文、散文扩展，在全国报刊和网站
发表数千篇、几百万字的作品，被
人民网评为“2005年度最具影响力
的十大网评人”，并出版了《蒋萌网
评》《观点·良知》《另开一扇门》三
部 作 品 集 ， 新 的 天 地 向 他 打 开 。
2008 年 3 月，他在人民网主持“观
点 1+1”栏目，努力探索一种处于

“正规时评”与“博文发言”之间的
个性化“小蒋感言”。他的评论有个
性锋芒，语言俏皮新颖，多次创下

“10万+”纪录。
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冯秋子

说，蒋萌是一个出色的写作者。在
看不到希望的状况中，他艰难求
生，寻找到活得有尊严的方向。

蒋萌庆幸自己生在数字化的时
代，及时接触到电脑和互联网，与
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也因此敢
于走出斗室，直视外界。“我掌握了
自己能掌握的人生部分，工作对我
来说就是意义，就算我对社会最好
的参与和最大的贡献。”今年五四青
年节前夕，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荣誉称号。
在本书责编林薇眼里，蒋萌的

思辨力，让他已远远超越“身残志
坚”的层面，“我更愿意用‘坐看云
起’来形容蒋萌。他坐着，但却观
察、评判社会和世界的云起云落”。

一般来说，断代正史就是记录
某一个朝代历史的书籍，如 《晋
书》记载晋朝历史，《宋史》记载宋
朝历史。

但 《隋书》 有些不同。《隋书》
全书 85卷，其中“帝纪”5卷、“列
传”50卷记载隋朝的史事，而 30卷

“志”则涵括了梁、陈、北齐、北周
和隋五个朝代的内容，超出了断代
的范围。

《隋书》这一特点与修撰过程有
关。唐高祖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
狐德棻提议修撰前代史，次年由朝
廷 组 织 修 撰 北 魏 、 北 齐 、 北 周 、
梁、陈和隋等六个朝代的正史，隋
史修撰由封德彝和颜师古负责，进
行几年后无疾而终。唐太宗继位
后，在贞观三年重新启动，决定不
再重修 《魏书》，“六代史”改为

“五代史”，其中隋史改由魏徵负
责，孔颖达、许敬宗等参与修撰，
于贞观十年完成，前后共用15年。

但 修 成 后 的 “ 五 代 史 ” 只 有
“纪”和“传”，没有撰写记录典章
制度的“志”。于是唐太宗在贞观十
五年又下诏，命于志宁等人继续修
撰“五代史志”。到唐高宗显庆元年
撰成，也用了 15 年。后来将“五代
史志”与“五代史”中的 《隋书》
合并在了一起，成为我们今天见到
的《隋书》模样。

“二十四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地位非常特殊。抛开小说、戏
曲、曲艺等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论，
我们今天知道的古代中国，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通过“二十四史”系列的
正史构建而成。“二十四史”中的每一
史，都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链条的不
可或缺的一环。宋代以前，相关史料
留存的比较少，各朝代的正史具有更
显著的“唯一性”的特点，重要性也
更为突出。《隋书》既记载了有隋一

代的历史，又通过“志”的形式，
保留和总结了北齐、北周、梁、陈
和隋等五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流
变，是了解和研究中古中国历史必
须倚重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史籍。

从北周大定元年 （581） 外戚杨
坚接受周静帝宇文阐的禅让立隋，
至隋恭帝义宁二年 （618） 李渊建
唐，隋朝历 38 年而亡。隋朝是一个
短命的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王朝。隋朝，
结束了西晋后近300年长期南北分治
的局面，将中国历史带入了新的大
一统的时代。

为适应统一政权的需要，隋朝
在行政制度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革除了传统的州郡辟举制和九品中
正制，实行新的科举制；废止了北周
模仿周礼建立的中央官制，逐渐形成
三省六部制；改变了东汉末年后形成
的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采用州
县（或郡县）两级制度等等。这些制

度举措，大多都被唐朝继承完善，在
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开国伊始，隋文帝在汉长安城
东南的龙首原上营建了一座新的都
城，定名大兴城。唐代因袭隋朝旧
都，改名长安城，是最重要和最繁
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雀
大街南北贯通，将城分割为东西对
称的两部分，街宽150~155米，两侧
排水沟宽 3.3 米，深 2.5 米，罕见的
宽广宏敞。隋炀帝大业元年，又在
汉魏洛阳旧城西另建了与长安城规
模相若的新洛阳城作为东都，唐朝
诸帝在洛阳居住达 40 多年，成功实
现了政治中心的东移。隋朝还在前
代基础上，完成了北起涿郡 （今北
京）、南抵余杭 （今浙江杭州） 的大
运河开凿工程，运河全长 2000 多公

里，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
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将分割数百年
的南北地区维系在一起。

在军事上，经与突厥汗国的长
期战争，隋朝成功地扶植了东突厥
启民政权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臣属
关系，彻底扭转了北朝后期对突厥
俯首称臣的局面。北方边境稳定
后，隋炀帝又将目光转向广袤的西
域，在大业五年打败吐谷浑，设置
了西海 （今青海湖西）、河源 （今青
海兴海东）、鄯善 （今新疆若羌）、
且末 （今新疆且末） 四郡，并在次
年设置了伊吾郡 （今新疆哈密），这
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统一王朝将郡县
制度推行到今新疆东部地区。隋炀
帝还在大业八年至十年间，发动了
三次大规模远征高丽的军事行动。

隋朝在不到 40 年完成的这些
“雄图大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
诠释和理解。但不管肯定还是否
定，这些政治、经济、军事举措，

都深刻影响了此后 1000 多年间中国
古代历史格局。可以说隋朝是盛唐
的开局，也可以说隋朝自身就是中
国历史的新开端。而 《隋书》 就是
了解和研究隋代历史的最基础和最
重要的史料来源。

《隋书》的整理工作，大概可以
从明代汲古阁本 《隋书》 通校宋本
算起。在汲本 《隋书》 正文夹行注
中，保留了校勘宋本的文字。清乾
隆年间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隋
书》 卷后的“考证”，应该算是对

《隋书》的第一次全面校勘考证。清
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钱大昕 《廿史考
异》、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等
著作中，也有考证 《隋书》 的内
容。章宗源、姚振宗、杨守敬等学

者也曾对 《隋书》 的“志”作过深
入研究。今人岑仲勉先生 《隋书求
是》（商务印书馆，1958 年），更是
发现和纠正了 《隋书》“纪”“传”
中的许多错讹。

上世纪 50 年代末，在中央领导
的直接关怀下，中华书局组织学术
界全面点校整理“二十四史”。最初
点校 《隋书》 是汪绍楹先生去世
后，阴法鲁先生负责全部覆阅改定
工作，后由邓经元先生编辑整理，
1973年正式出版。学术界公认，《隋
书》 是“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整理
质量较高的一种。近半个世纪以
来，几乎取代了其他各种版本，成
为最通行和最具权威的版本。

由于时代的局限，与“二十四
史”其他各史点校本一样，《隋书》
点校本也有一些缺陷。当时反对繁
琐主义，采用了“无底本校勘”的
方式，即不以某一种版本为底本，
而是将各版本的优长集中在一起。
在对待不同版本的异文时，择善而
从，少出或不出校勘记，不具体说
明文字改动，等于“在旧本之外再
增加了一种较好的新本”。

2007 年 ， 中 华 书 局 再 次 启 动
“二十四史”的全面修订工作，《隋
书》 由我与孟彦弘承担，从 2009 年
到 2019 年，历时 10 年，最终蒇事。
新修订本以百衲本作为底本，以两
种宋本、元至顺本和明汲古阁本作
为通校本，以元大德本、明南监
本、北监本和清殿本为参校本，凡
底本文字的改动，必逐一在校勘记
中说明，弥补了原点校本“不主一
本”“择善而从”带来的缺憾。在版
本校勘的同时，新修订本还通校了

《北史》《南史》《册府元龟》和《太
平御览》 等史书中与 《隋书》 相关
的内容，充分利用正史、类书、文
集、墓志等资料进行了他校的工作。

新修订本 《隋书》 本着充分尊
重原点校本成绩的原则，除了明显
错误外，对原点校本的分段、标点
尽量保留、酌情改订、适当增补。
原点校本有“校勘记”803 条，修订本
2388 条，其中删去原“校勘记”83 条，
新增 1666；保留的 720 条“校勘记”，
大多也经过充实和改写。标点方面
改动500多处，纠正了原点校本的一
些明显的断句错误。相信新修订本

《隋书》的出版，能够为了解和研究
隋代历史提供更多的便利。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
究员）

早先，人们去书店目的很明
确：买书或者看书。

不知道何时，多了种“网红书
店”,让书店格局发生了变化。世
界读书日前夕，媒体记者对全国各
地的“网红书店”进行了调查，发
现真正能够给“网红书店”带来效
益的，并非卖书，而是“旅游打
卡”，人们纷纷拥到“网红书店”
去拍照留影，发个朋友圈。

书店能成网红，都是有自己创
意的。

这些书店一改传统书店的模
样，装修越来越豪华，设计越来越
前卫，甚至出现了不少概念化的书
店，如“咖啡书店 ”“餐饮书店”

“景区书店”“宾馆书店”。值得一
说的是一家“书店类型的宾馆”，
打造了一个可以“睡着读书的地
方”，到这里读书的人并不多，多
的是“感受在书店睡觉感觉”的
人，生意倒是不错。

对于“网红书店”的创办者来
说，能够成为旅游打卡的地点，实
现了效益提升，自然是乐得合不拢
嘴的。但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
这些“网红书店”还能算是书店
吗？会不会只是种了别人的地，实
际上却荒废了自己家的田？

一摞摞的书籍，一本本的作
品，成为“网红书店”的文化摆

设。一方面，“网红书店”走红是
件好事，起码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书
店和书籍的存在。但是，我想“网
红书店”首先应该是“书店”，知
道“我是谁”“为了谁”。在成为网
红之后，更需要做的事情，是借助
名气搞好主业，让阅读方式多元
化，让书籍销售再走高。

遗憾的是，一些“网红书店”
已经忘记了初心，一味地为红而
红，走红之后，俨然成了旅游景点，
依靠旅游和拍照赚起了钱。收入固
然是提高了，却没有发挥书店的作
用，书店里少了正常的宁静阅读，一
片美景喧嚣之下，丢失了书香。

总而言之，把自己家的田踏踏
实实种好，才是生存有道。“网红
书店”不能只靠旅游赚钱。书店的
本质就应该是读书的地方、卖书的
地方。切莫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
己家的田。

本报电（前 卫） 有没有一条
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历史
对新时代有什么启示？中信出版社
最近推出的《大国新路：中国道路
的历史和未来》以史鉴今，回顾新
中国 70 年发展道路上的重大事
件、重要选择，总结改革开放前后
两个时期的经验，比较了中国和其
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目
标和约束条件的分析，作者江宇指
出，当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有
化、农业合作化，不仅是出于理论
信仰和学习苏联模式，而且是出于
实现国家安全、经济起飞和民生保
障的现实需要。他还用近年来西方
经济学前沿的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
论来解释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用
市场经济和保护性运动的框架构建
了关于市场经济“正、反、合”的周期
性理论，从学理上对中国的道路、
理论、制度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本报电（王 雨）“欧洲文学在
我们看来，甚至不是外国文学，而
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作家
李洱表示，但与欧洲文学不同，中
国文学特别是近30年的文学，一直
与现实紧密联系。

5月17日，在“书香中国·北京
阅读季”指导下，第四届中欧国际
文学节在北京欧盟驻华代表处开
幕。28位欧盟成员国代表作家及21
位中国知名作家、学者共聚一堂，
热情交流。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在致
辞中说，“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
主要的市场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欣

赏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中国作协
副主席李敬泽表示：“中国文学和中
国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饱满活力进
入世界文学领域，来到世界各国包
括欧盟国家的面前。”

本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由北京欧
盟驻华代表团与中信出版集团合
作，老书虫书店与中信出版·大方具
体承办。文学节将持续3个周末，在
4家书店，围绕“了不起的当代女性”

“中欧写作者在关注”“零距离接触欧
洲顶级插画师”“欧洲大师故事坊”4
条主题线，进行 90 多场文化交流活
动，其中多场为儿童活动。

隋史：中古中国史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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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萌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在家 10 年后，
蒋萌重返北戴河，无比兴奋

网红书店，

书香应胜喧嚣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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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毛艳琴） 5 月 15 日，
新华书店总店党委与香河县委共建

“四力”教育活动基地启动仪式在河
北省香河县举行。双方将发挥中央
文化企业与地方优势，共同制定地
方文化产业规划，联手打造 1-2 个
文化产业项目，扎实开展“四力”
教育实践活动，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锻造高素质队
伍，落实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共同推动文化产业和事业的高

质量发展。
新华书店是中国共产党1937年

在延安创建并领导的红色文化企
业。近年来，新华书店总店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全面开放合作，形成
了新华文创科技园、新华书店网上
商城、全国大中专教材网络采选系
统、国际文化传播平台、“新华+”
文创产业研发与推广平台、新华资
本运营平台的“一园区五平台”的
发展新格局。

新华书店总店建“四力”基地

敬请关注“文艺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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