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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同学元元，美女一枚，当年在
学校就酷爱读书，从诗歌辞赋到散文小
说，再到纪实传记，她都喜欢阅读。原
以为十几年过去，遭受柴米油盐酱醋茶
浸染之后，她多少会被生活消磨，可前
两年重新联系上之后察觉，她依旧是手
不离书。微信问她如何能做到，她回
复：“见素抱朴，不忘初心，清心读书韵
味长。”

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也自诩为爱读
书之人。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在阅读，
且有随手抄写笔记的习惯，兴之所至，
还在本子上临摹书页插图，或者搜集合
适的树叶、花瓣点缀其间。碰见特别贴
合心境的语句，会一遍遍抄写、背诵，感
叹作者为什么能如此精准地写出自己
的心声……

可惜，随着年岁渐长，我更多地阅
读短篇，还需是故事节奏明快、情节很
吸引人的那种。大部头的图书几乎不
敢碰，即便买回家，也只是任其静静地
躺在书柜里。或者看了几页之后，被这
样那样的生活琐事冲散，断断续续翻
看，直至了无兴致。

在这个日益喧嚣浮躁的时代，静心
读书于我而言，竟然变成了“挑战”，这
是为什么？再三反思发现，最重要的缘
由是自己失去了“清心读书韵味长”的
耐心和情致。

除了正常使用电脑办公，我花太多
时间在翻看朋友圈、自媒体文章上，兜
兜转转，看似忙忙碌碌，又收获了些什
么？委实说不出来。

如何回归沉稳，做一个纯粹的“读
书人”？我决定向元元请教，而元元说，
读书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养
成，终身受益。她告诉我，为了督促自
己读书，在微信上参加了一个21天读书
营活动：交30元保证金，坚持每天读
书、抄笔记，并在群内打卡签到。“真的
想要读书，总有办法、也总是会有时间
的。”

清心读书韵味长
记者 李娉

书海

杂谈

最初拜读《明朝那些事儿》，是为了赶潮
流，毕竟身边很多同龄人都看过了。没想到
一翻书就陷入了明史的“坑”，一发不可收拾。

《明朝那些事儿》兴起于网络连载，全文
七册，讲述的是中国明朝（1344年－1644年）
历史故事。全书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
体人物为主线，运用小说笔法，对明朝十七帝
和其他王公权贵及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
示。

全书人物浩如烟海，万历首辅张居正是
极其出彩的人物之一，也极有争议。不同于
传统黑白分明的历史人物写法，作者从辩证
的角度，客观剖析了张居正的政治生涯，也使
读者能通俗易懂地了解明朝的历史。

张居正出身草根阶级，青年时代饱读诗
书，踟蹰满志，通过封建科举迈入士大夫阶
级，并一步步身居高位。当他满怀理想投身
仕途，却发现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
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现实如
一盆冷水浇熄满怀理想。

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和救国济民的梦
想，张居正以深不可测的心计，高超的斗争手
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
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改革，开创了

“万历新政”，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堪称国
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但另一方面，因人物和时代的局限性，张
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赋税等制度触及
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其本人也在政治倾
轧中实行了非常手段，培植党羽，专断集权，
晚年毁誉参半，也殃及了子孙。

张居正无疑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形
象，他的身上既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美好道德，也有桀骜乖张、利欲熏心的政治
投机心态。恰恰是两种矛盾性格的交叉，造
就了张居正鲜活生动的文学形象。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
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绝不
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张居
正的历史故事也启示了读者，良知和理想是
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
凋亡。

历史可以很动人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

记者 陈希子

名作欣赏

别再关心灵魂了，那是神明的事。你所能做的，
是些小事情，诸如热爱时间，思念母亲，静悄悄地做
人，像早晨一样清白。 ——海桑

人类的快乐，不是靠理性、电脑、物质，而来自情
感、直觉、本能、快乐行动。凡永恒伟大的爱，都要绝
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才会重获爱，重新知道
生命的价值。 ——木心

没有一滴雨水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
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
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
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而所谓人
性的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
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在
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刘瑜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
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
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
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

——桐华《云中歌》
（本报综合）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电影《你一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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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届奥斯卡获奖名单出炉，很多人除了
在必看片单上默默加上获奖影片外，还想为今
年的书单再添上几笔。本届奥斯卡由小说改编
的获奖电影不多，根据华裔作家特德·姜短篇小
说《你一生的故事》改编的科幻电影《降临》获最
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8项提名，终
获最佳音效剪辑奖。在亚马逊排行榜上，《降
临》纸质书在科幻小说分类中已冲到第二位，在
Kindle电子书的付费榜的科幻小说分类中，也排
在第二位，仅次于刘慈欣的《三体》。

从语言学切入科幻
挑战想象力

与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从学习他们的“语言”开始
——《你一生的故事》通过研究外星人的语言，来了解他
们对世界的认知。这部以语言学为核心的科幻小说，荣
获1998年的星云奖和斯特金奖。

这部科幻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一个朋友在生了女儿之
后对作者的讲述。从构思到完成这篇只有6页纸的短篇
小说，特德·姜却花了大约5年时间。他在西雅图为微软
公司做科技写手之余，5年中阅读了大量语言学的书籍。

对于热衷于描写地球人与外星人交往的科幻作家来
说，智慧生物之间交流所必需的语言，本是必须要解决的
首要问题，但绝大多数作家回避了这个问题，语言障碍总
是被一笔带过。从语言学角度切入，描写两种智慧生物
的交流，是对想象力的挑战。特德·姜在应对这种挑战中，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你一生的故事》在将语言学的魅
力表现到极致的同时，更奠定了特德·姜科幻名家的地位。

在《你一生的故事》中，降临地球的外星人被称为“七
肢桶”。七肢桶的文字，颇有几分像中国的象形文字，所
不同的是，七肢桶不是靠一个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字词来
表意，而是将所有需要表达的语意都统一在一个字内。
语意越是繁复，这个字就越是复杂。

更奇妙的是，七肢桶语言背后感知世界的方式与我
们完全不同。我们依照前后顺序感知世界，将各个事件
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因与果；而七肢桶则能同时感知所有
事件，既可以先看“因”，也可以先看“果”。说得更直白
些，就是掌握“七文”就能够掌握时间，预知未来。这种感
知世界的方式，深深影响了故事的主人公，她因而洞悉了
自己，以及她那个暂时还不存在的女儿的一生。

15部作品
获得27个科幻奖

49岁的华裔作家特德·姜头发灰白，总是留着马尾
辫。他出生在美国长岛，从高中时开始写科幻，却从未得
以发表。直到1990年，美国老牌科普杂志《OMNI》第一
次发表了他的作品《巴比伦塔》。

特德·姜仅创作了14部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
却赢得了一长串的科幻奖项，包括雨果奖、星云奖、轨迹
奖在内，他至今赢得了27个科幻奖项的认可。他的作品
超越了太空飞船、机器人大战等人们对于科幻的固有期
待，以独特的视角和别样的法则构建世界、讲述故事，充
满对人性的反思和对价值观的拷问，科学和文学的魅力
都在故事里流光溢彩。

以一位语言学家为主角是小说《你一生的故事》的特
别之处。作者创造了一套外星语言——“七文”。七肢桶
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完全独立的两套系统，它们说
话“像小狗甩掉身上的水”，是一堆模糊而难以分辨的声
音；而它们的书面文字，则像一幅画。女主角被要求帮助
政府了解外星人降临的意图，为了交流，她研究“七文”，
并从中习得外星人的思维方式，拥有了“未来50年的记
忆”。小说中这种语言决定思维的论调，显示了作者对语
言学深入研究的功底。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二人称视角交替推进
的手法，字里行间充溢着科幻小说特有的奇异感。读者
在感受七肢桶语言独特魅力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一种源
于宿命的忧伤：那忧伤融和着诗一般的意象，最终凝聚成
女主人公的感叹：“一瞥之下，过去与未来轰然同时并至，
我的意识成为长达半个世纪的灰烬，时间未至已成灰。
我的余生尽在其中。”

电影《降临》中加入了不少中国元
素。

电影对原著做了较大幅度改编，
不单单是把小说中所描述的外星人、
飞行物体、“七文”等等进行了视觉化、
艺术化的呈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
力量”成为电影《降临》中起关键作用
的重要因素，而在原著中，“中国”则根
本没有出现过。

电影中，七肢桶写出的文字被认
为有中国的水墨画风、草书神韵；中国
的语言学家借助麻将牌图案和外星人
进行文字的交流互学；中国的语言学
家首先得出外星人要“使用武器”这个
信息；女主角有通晓汉语的才能；中国
的尚将军在未来通过女主角把他妻子
的临终遗言传递给女主角，最终终止
对外星人的攻击，从而拯救了世界
……当然，最后拯救地球的是靠全人
类，即各国把所谓的国家绝密信息进
行了互联共享，之后成功理解了“七

文”这门外星语言。
在电影的桥段中，出现了一个非

常关键的词——“非零和博弈”。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中所谓的“非

零和博弈”与原著小说中截然不同。
在原著中，“非零和博弈”指的双方是
人类和外星人之间，双方未必要爆发
冲突甚至战争，完全可以通过相互学
习相互沟通实现所谓“非零和博弈”。
而在电影中“非零和博弈”指的则是各
个国家之间把12个联络点所获取的
信息进行共享，信息共享是为了把各
自的信息合成一个整体，以实现拯救
地球的目标。

虽然是华裔作家，特德·姜却并不
会中文。他自陈小时候喜欢一档DC
漫画出品的卡通节目《超级朋友》，而
中文课程正好和卡通时间冲突，因此
学得不好。他说，“我不想因为谋生而
强迫自己去写小说，现在非常开心能
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写短篇。”

电影中加入不少中国元素

和外星人沟通有哪些方式？

和外星人沟通不一定非要学“外
文”，数学或许可以在宇宙通用。

1960年荷兰数学家汉斯·弗罗登
塞尔设计了一套宇宙语系统，他认为
和外星人沟通可以从基本的数学概念
做起。1977年上映的电影《超时空接
触》中接收到的无线电信号就是汉斯·
弗罗登塞尔的宇宙语。电影根据美国
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唯一一部小说改
编。卡尔·萨根同样认为数学是最好
的星际通用语言，1974年他参与创作
了一组无线电信号，通过阿雷西博射
电望远镜发向距离地球25000光年的
球状星团M13。

科幻作品还会设计各种各样的设
备仪器来和外星人沟通，比如英剧《神
秘博士》中时间机器塔迪斯上的翻译
矩阵或是《星际迷航》中的宇宙翻译

器。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小说《银河系
搭车客指南》中创造了一种能够接收
脑电波的“巴别鱼”，把一条巴别鱼塞
进耳朵，就能立刻理解一切外星语言。

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外星人
E.T.》中，人类和外星人手指碰一碰就
能达到心灵沟通是最美好的想象。

音乐也是常见设定。2008年 2
月4日，美国宇航局在成立50周年之
际，向距离地球431光年的北极星发
送了披头士乐队的歌曲《穿越苍穹》，
期望通过音乐与外星文明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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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管见

（本报综合）

电影《降临》

新书推介

作者：冯其庸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
以口述自传的形式，
简明而生动地叙述了
著名文史学家冯其庸
先生九十多年来所经
历的风风雨雨和他所
开辟的学术道路。冯
先生毕业于无锡国
专，不仅主持校订《红
楼梦》而成一代红学
大家，更十赴新疆，三
上帕米尔高原，查实
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
安的最后路段。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作者：（美）亨利·詹金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
从电视粉丝中收集生
动事例，具体分析了

《布莱克斯七号》《异
型国度》《美女与野
兽》《双峰》等电视节
目，对粉丝群体进行
了一次以民族志研究
方法为主的叙述和考
察，重点关注其社会
机制、文化实践以及
与大众媒体和资本主义
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本盗猎者》

作者：许纪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内容简介：这是
著名历史学者许纪霖
历经十年写就，在思
想史内的深耕之作。
他从传统的“天下观
念”遭受现代性冲击
入手，讨论了儒家、晚
清立宪派与革命派、
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
人认同、五四的“世界
主义”、文明与富强之
间的竞争、民族主义
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
革命中的尝试。

《家国天下》

作者:布兰登·斯坦顿

内容简介：522幅
图，489 个故事，充满
人文气息的街拍，震
撼心灵的城市掠影，
新书《人在纽约：故事
版》带着读者一起遇
见人生千万种可能。

这本书带你在纽
约遇见这样一群人：
跳舞的孩子，泰然自
若的流浪汉，狂野的
时尚先锋，会心一笑
的情侣，工人，艺术
家，遛狗的人们……
他们或深沉或忧伤或热烈或欢快地讲述着自己的故
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的过往，甚至可以猜测故
事的走向。通过这些影像和文字，我们能感受到纽
约街头人们的生存状态、奋斗故事。

被《纽约时报》称为“在纽约的人海里捕捉面孔
的渔夫”。

《人在纽约：故事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