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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相 关 阅 读

《大国航母》

大国利器，兴衰标志。为什么历史
上的强国都拥有航母？海上巨无霸航
空母舰最大的天敌到底是什么？中国
的航母之路该如何走？本书全方位解
读航母诞生100年来，美国、俄罗斯（含
前苏联）、英国、法国等完全不同的航母
发展历程，披露了航母决定大国兴衰的
重大历史规律，介绍了各国在发展航母
过程中的巨大争议、取得的重大成功以
及经受的重大挫折。

《海图腾：中国航母》

本书由军事专家、空军上校戴旭撰
写。当中国的邻居用海洋新思维来坐
标世界，当世界进入空天时代，中国的
蓝海与蓝天上缺少了什么？中国的航
空母舰在哪里？当作者的视野越过中
国的边界，他窥见的不只是近百年来中
国在蓝色海洋上的屈辱历史；更洞见了
在空天时代来临之后，中国在蔚蓝路上
的艰辛。中国有 1.8 万多公里的海岸
线，拥有强大的海权应该是必然选项。

《大国重器·现代舰船精华本（航母篇）》

本书既包括现代航母的基础知识
和发展状况，也包括对各国航母发展历
史的分析和思考。当我们关注航母的
发展时，首先会关注它的性能、吨位，会
构思如何使用和发展航母，这本书会在
这个层面提供大量的知识和观点。如
果你想超越器物的层面，去了解航母的
价值，探寻航母在一国大战略中应该扮
演的角色，这本书可以给你提供最专业
和最权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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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航母取得重

大阶段性成果。

《百年航母》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评论家张召忠历时两年精

心撰写的一部力作。作品既有对中国海军未来发展之路的战略

思考，也不乏航母历史上的逸事趣闻。航母的发展历程是怎样

的？美国是如何抛出多个航母方案企图误导我国的？让我们看

看“大国利器”的那些事儿。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航母的国家，航空母舰
的技术创新中绝大多数为英国首创。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大英帝国的日渐衰落，航
空母舰从大变小、从多变少，到了1982年撒切尔夫
人执政的时候，就感觉航母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沉重
负担，于是决定扔掉包袱卖航母。

无敌号航母不到2万吨，出价才2.5亿美元，当
时澳大利亚海军有点动心。可等到马岛海战于5月
中旬结束后，澳大利亚海军忽然感到，航母在现代战
争中已经成为一种没有用的摆设，不仅毅然决然地
放弃了购买航母，反而把自己正在服役的2万吨级
墨尔本号航母退出现役。

1985年，这艘废弃航母，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
中国金属废品商，广东省中山市一家拆船公司把它
一瘸一拐地拖到了中山港。那一年我33岁，正是风
华正茂的年龄，在这艘航母拆解之前，我赶到那里进
行了长达近一个月的考察调研。

在过去的24年中，中外媒体一天到晚爆炒中国
航母，在妖魔化中国的同时，借此炮制了“中国威胁
论”，在此带动下，日本、韩国、印度和美国纷纷大力
发展航母。

如今，当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
东方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

航母技术
绝大多数为英国首创

美国的军界、民间和军事爱好者，总是会公开讨
论和创新一些新的武器装备概念和理论，这为美军
武器装备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生机。奇思妙想
和创新精神是武器装备发展过程中最可贵的精神。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构想发展航空母舰以
来，围绕航空母舰问题，美国先后多次发动了一系列
真实的理论威慑和战略诱骗。美国针对中国发展航
母的战略诱骗基本上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
代，采用的主要措施是通过研讨21世纪航空母舰发
展趋势来影响中国发展航母的决策，动摇中国发展
航母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一种浮岛式航母的
概念。这种航母的原意是“浮动式海上基地”，可搭
载300-500架各种类型的陆基飞机，而无需复杂的
弹射和阻拦装置。

20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对未来航空
母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综合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两
种超级航母方案：21.6万吨级大型航母和50万吨级
巨型航母。

20多年过去了，美国提出的浮岛式航母的概念
并没有实施。相反，却继续沿着尼米兹级重型航空
母舰的发展道路前行，最终推出了信息化航母福特
级。

B 美国抛出多个方案
开展诱骗

军事威慑分两种：一种是信息威慑，另一种是武力威
慑。

与浮岛式航母概念相配合，美国也曾提出过一个非
常有影响力的武库舰信息威慑方案。

武力威慑是美国的拿手好戏，但美国也非常重视信
息威慑，前苏联就吃尽苦头。

比如，1983年里根政府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
一种未来太空战信息威慑。美国先制造出一个太空战的
构想，根据这个构想去捏造一大批新概念武器，最终用未
来根本不存在的武器打败了面前真实的敌人。这样的军
事信息威慑，最终导致前苏联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40%
左右的军费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被拖垮。美
国当初许诺要花费1万亿美元来研制“星球大战”装备，实
际上只是进行了一些概念性和探索性研究。

1988年，当时的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麦特卡夫中将
在题为《海上革命》的文章中最早提出发展隐形舰艇和大
型导弹战舰的概念，称在武库舰面前，“航母是个纸老虎”。

如今20多年过去了，美国武库舰的概念不仅没有进
入实质性的研发阶段，更谈不上什么开工建造了。

但武库舰概念的提出，对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产生
了很大影响，“航母过时论”、“航母无用论”、“发展航母不
如发展核潜艇”、“发展航母舰载机不如发展陆基飞机和
加油机”等反对发展航母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情况
下提出的。

C 曾以“武库舰”概念
威慑中国放弃航母

过去60年来，美国精心构建的第一岛链可以轻而易
举地对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进行监控和封锁，但对于中
国海军的潜艇，尤其是核潜艇则大伤脑筋。由于潜艇在水
下秘密机动，所以潜艇对航空母舰的威胁最大。水面舰
艇、飞机和导弹只能攻击航母的水上部分，不会立即造成
致命损伤，而潜艇则不然，几枚鱼雷足以使一艘航母重创。

为此，美军特别重视反潜战演习，除航母护航兵力
外，通常出动核潜艇和P-3C反潜巡逻机。

1996年3月我军在东南沿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期
间，美军曾派遣1艘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前往中国台湾以东
海域，并在距中国台湾200海里的海域炫耀武力，这种单
航母战斗群的出现，表示美军对我军事演习非常关注。
时隔不久，由于我国军事演习规模扩大，辅以导弹试射，
所以美军随即宣布派遣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前往演习周
边海域。航母战斗群由1个增加到2个，说明美军提高了
戒备等级，准备以双航母战斗群应付可能出现的武装冲
突或局部战争。

双航母战斗群和三航母战斗群是美军使用较多的编
成样式，在1986年美军空袭利比亚、1991年海湾战争的
波斯湾战区等较大规模的战争中，都是使用三航母战斗
群；1998年12月的“沙漠之狐”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
争等则使用的是双航母战斗群。 （本报综合）

D 双航母战斗群
是较多的编成样式

一本书值不
值得读，到底多让
人喜欢，我想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你
跟这本书能否产
生“共鸣”。在我
读过的书里面，
《海边的卡夫卡》
可能是对我影响
最大的，也是我最
喜欢的一本书。

《海边的卡夫
卡》是村上春树的

一部既是幻想风的神话寓言，又是直面现实的入
世之作。

从内容来说，文中奇数章叙述卡夫卡少年的
故事，而偶数章叙述中田老人的故事。两者交叉
叙述，又不重叠过多。

卡夫卡幼年时被母亲抛弃，为了逃避父亲所
作的比俄狄浦斯王还要可怕的预言，他在十五岁
生日前夜，独自离家出走，乘坐夜行长途巴士远
赴四国流浪。卡夫卡来到四国以后，急切地寻找
甲村图书馆，少年对图书馆和书籍的热爱，体现
了对成长的急切渴望，他渴望通过阅读获取知
识，从无知走向有知。

“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其他任何人都不
可能做得有你那么好，毕竟你是现实世界上最顽
强的十五岁的少年。”回到现实世界的卡夫卡最

终决定回东京，去面对警察，也继续面对学业。
书中的二线主人公的故事也同样精彩。他

是一次意外中丢失记忆的智障中田老人，他不认
识字，不理解周遭的一切，可以和猫说话，以空空
的躯壳过着简单的生活。

从结构来说，小说的场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
反复切换，两条线在中田杀掉了卡夫卡的父亲处
交融，悬念设置奇特，作者以其独创的逻辑语言，
摧毁梦与真实、的高墙，魔幻手法也让这部小说
具有神秘而强烈的吸引力。

人生境界无非三种：一是通过个人创造来实
现自我价值，丰富阅历；二是亲情、友情、爱情等
美好经历，使心灵得到愉悦；三是在经历磨难后
的精神成长，这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作者一开始便给主人公卡夫卡设定了一个
极端挑战，给他设定了宿命，即他一定会被亲生
母亲抛弃，被父亲恶毒相待，然后再让卡夫卡来
突破这些磨难，找到生命的意义。庆幸的是，卡
夫卡没有令读者失望。

生活中，困难与折磨就像是一把打向坯料的
锤子，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
的钢刀。卡夫卡的故事告诉读者：要想达到人生
的最高境界，磨难，是你必须要逾越的山峰。

磨难让人成长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

记者 朱亚平

内容简介：《北极梦：
对遥远北方的想象与渴
望》是有关北极题材的生
态文学经典。在五年深入
考察的基础上，作者洛佩
兹为我们揭开了地球之巅
的神秘面纱，用科学的严
谨与诗意的表达，描述了
北极地区独特的自然、人
文景观。

从洋流、冰川、土壤，
到动物、植物、鸟类，再到
土著居民、探险者、科学考察家、开发商……洛佩兹
用百科全书式的记录，全面审视这块土地的历史与
现状，重塑我们对北极的认识，同时也对西方的传
统价值观进行了深度的反思。该书出版后获1986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是环保主义理论的
奠基作之一。

诗意地讲述地球之巅

内容简介：《愿你，归
来仍是少年》是林清玄经
典散文集，甄选了作者的
极致美文。林清玄作品曾
多次入选大中小学教材，
还曾被收入高考语文试
卷。本书选篇包括《白雪
少年》《鸳鸯香炉》等经久
流传的典藏篇目，也包含
高考阅读试题《红心番薯》
等经典作品，还有入选各
地试卷的《枯萎的桃花心
木》《生命的化妆》等篇目。

在书中，作者谈论亲情，谈论失去的青春、久别
的故乡。母亲在萤火下的面庞，父亲从乡间带来的
蔬菜种子，路边小店飘出的歌声，都让他从中汲取绵
密的温柔力量。愿远行人都看到最美的风景，愿归
来者终等到最暖的灯火。 （本报综合）

愿归来者等到最暖的灯火

一场测试测出的人性
内容简介：俄裔美籍

小说家、客观主义哲学的
开创者安·兰德一直倡导
读者对自身进行思考。中
篇小说《理想》秉承了安·
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思
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苦
苦追求的理想突然而至
时，我们根本无力拥有。
真正的痛苦来临，没有人
会替你分担，你只能从一
个肩换到另一个肩。

在小说中，当红女明星凯伊·贡达拥有绝世美
貌，男人们视她为最高理想，用各种华丽的辞藻赞美
她，声称愿意为她付出任何代价。有一天，贡达被卷
入一起谋杀案，陷入危险境地，她根据影迷给她的六
封信，依次投奔他们。

在危急关头，那些宣称“放弃一切跟你在一起，
拜倒于你的石榴裙下，献出我的全部生命”的影迷
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她为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作出选择。

《理想》以一场人性测试为创作框架，通过塑造
一系列哲学化的人物面对测试时的反应，来阐述人
类理性与自私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审美乌托邦色彩。

有一种人，他穿时尚的衣服是为了让别人看，他
开的车也是为了让别人看，他居住的家装修也是为
了让别人看，他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为了让别人看，他
的孩子送名校也是为了让别人看，他一切的一切都
是为了展现给别人看自己的品位或成绩或格调，所
思所想都是以他人眼光做唯一标准，这种人我称为

“橱窗人”。 ——朱德庸

对于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将如何
摆脱单纯的物质积累。金钱不应成为唯一目的，我
们心灵中过分实用主义的东西，妨碍了我们更充分
地理解自己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许知远

有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
和笑。 ——康德

每一天都是一段小小的人生；每一次醒来和起
床都是一次小小的诞生；每一个崭新的清晨都是一
段小小的青春；每一次休息和睡眠都是一次小小的
死亡。 ——亚瑟·叔本华

21 世纪人类的重要使命就是恢复文明的元
气。20世纪是大规模的破坏，下一个世纪必须步入
重建文明秩序之路。文化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个
人和群体间应该如何定位，是人类要面对的问
题。 ——余英时《中国情怀》

在上班第一个钟头，先去解决那些麻烦事，在剩
下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会变得相对轻松。一个钟头
的痛苦，加上六个钟头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钟头的
幸福，加上六个钟头的痛苦划算。推迟满足感，意味
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
次序。

——M·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

张爱玲说：“人生有三恨，一恨鲥
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
梦》未完。”通读《红楼梦》的人似乎都
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徜徉在古典建
筑园林中，亭台回廊，别有洞天。

《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也吸引着
我，尤其是对里面的经典人物之一
刘姥姥颇有感触。

咸宁人有句俗话：“一手好牌打
得稀烂”，形容某人拥有众多优势条
件，却不善帷幄运用，白白浪费了大
好资源。我想，刘姥姥便恰恰相反，
手握一堆烂牌，却在众多贵族世家
人物中，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打了个
漂亮的“金顶胡牌”翻身仗。

刘姥姥本是乡野村妇，年遇大
旱，生活难以为继。恰逢女婿王狗
儿祖上和金陵王家沾亲带故，于是
刘姥姥来到贾府“打秋风”。

贾府等级森严，刘姥姥又是去
“乞食”的，很大可能会碰一鼻子灰。
但刘姥姥却以垂垂老者的睿智、淳朴
村妇的健谈，在荣国府左右逢源。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在讨得众
人欢心，领到了王熙凤给的二十两
银子之后，欢喜回到了乡下。但她
深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
时隔数年二进大观园，这一回，刘姥

姥带着红枣、倭瓜和野菜，因为知道
荣府的人大鱼大肉吃腻了，这些东
西新鲜，成本还低，可谓精明老道。

适逢贾母和众女辈在大观园宴
饮作乐。众人暗议捉弄刘姥姥为贾
母开怀，于是便有酒席上的各种刁
难，各种讽刺。刘姥姥心知肚明却
不以为意，侯门深似海，好不容易进
来了何不潇洒走一回？于是，吃酒
行令也随便乱说，满桌的山珍海味
尽入刘姥姥一人之口。

刘姥姥第三次进贾府，此时，贾
府已是衰危倾颓。这时的刘姥姥已
不是诚惶诚恐的求助者、曲意逢迎
的取悦者，而是从容大度的安慰者、
报恩救难的慈悲者。她仗义出手，
救巧姐儿于危难。刘姥姥的善良品
质和处事智慧，让读者们心生敬佩。

《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生动形
象，且看轻描淡写的刘姥姥，我们不
仅仅能看到一个风趣、幽默、健谈、
精明的老妇人，也能感悟到一种清
醒达观的处世哲学。

红楼小语
——刘姥姥的处事哲学

记者 陈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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