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7日上午8时30分，嘉鱼港石矶头港区
船舶溢油应急演练在嘉通物流码头成功举行。

实施交通管制、指挥协调救援 演练
模拟货船（皖阜阳货1985）在该码头四号泊
位靠泊时与相邻船舶碰撞，致使本船溢油，立
即向港航、海事和码头报告，接报后，县港航
海事局、武汉咸宁海事处分别启动港口、船舶
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调遣“鄂海巡0508”、

“海巡12315”赶赴事故现场，实施交通管制、
指挥协调救援。嘉通物流码头按照预案要
求，立即停止作业，2分钟内展开港区码头救
援行动，10分钟后在“鄂海巡0508”艇的协助
下，完成了从溢油下游向上游布放的300米
U型应急围油栏的水面铺设，控制了溢油扩
散的危险，码头小船迅速在围油栏内，利用吸
油毡、水桶对溢油进行回收和清理，事故调查
等相关工作同时展开。

这是一次港航、海事、公安、码头、船舶等
五位一体防污染应急联动演练，通过演练提
高了从业人员应急反应意识，实现了港区内
资源共享，提升了港口应对水污染事故的组
织协调能力。 （漆晓乐、刘攀、周德斌）

安监视窗

市安监在行动系列报道（八）

加强海事演练 提升应急能力

利用吸油毡、水桶等工具
对船舶溢油进行回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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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外经典，国内经
典也存在难读的问题，比如
《红楼梦》。

今年2月，《白先勇细
说红楼梦》出版。这本书是
白先勇一生研读《红楼梦》
心得首次完整呈现。

从“台北人”到“纽约
客”，《红楼梦》是白先勇永
远的文化乡愁。在这本书
中，白先勇从文学史的新观
点，推允“程乙本”为《红楼
梦》最佳读本，首次将“庚辰
本”与“程乙本”对比讲解，
从小说艺术、美学观点比较
两个版本的得失。

《传神文笔足千秋——

<红楼梦>人物论》是著名
红学家李希凡的扛鼎之作，
收入作者剖析《红楼梦》人
物的文章 33 篇，对《红楼
梦》中复杂而众多的个性形
象，如贾母、贾政、王夫人、
贾宝玉、林黛玉等60余人
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

著名工笔画家谭凤嬛为
红楼人物还新绘插画 30
幅。

再比如《庄子》。《庄子
浅说》让读者借助学者陈鼓
应的感悟，走近这部经
典。

《庄子浅说》是半个世
纪前陈鼓应在对《庄子》细

心观赏之余写就的一本小
书。此前，他刚刚写完《悲
剧哲学家尼采》，这两本书
象征着他学术人生的起
点。

《庄子》以其恢宏的气
象、宽广的意境，投射下一
片宁静的光辉，并散发着快
意自适的情态，使得陈鼓应
由对存在主义的徘徊直接
跨入对庄子哲学的领悟，进
而写作这本《庄子浅说》。

陈鼓应说，对于青年时
代的他而言，接触到《庄
子》，宛如跨进一座巍峨而
深奥的殿堂，自己也恍然找
寻到心灵的故乡。

跟着学者细读经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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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作者通过
对晚清朝野之间权势消
长之际，士大夫精神世界
里中学与西学的此消彼
长，社会政治变革中富强
与民生的激辩，来具体而
微地探测在此“古今中西
之变”中，作为中国文化
传统的托命者——读书
人群体，是如何一路苍凉
而群情激奋地应对这个
大时代的。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读书管见

大
部
头
有
了
精
华
﹃
替
身
﹄

美国社会学教授与漫画
家合作，用 200 页漫画书解
读230万字《资本论》；8位法
国顶尖学者从“时间”“人物”

“爱情”“地方”等8个方面深
入浅出地讲述七卷本的《追
忆似水年华》的阅读心得，并
附上故事梗概和精彩片段；
学者陈鼓应以自己的感悟

“浅说”庄子……
近段时间，图书市场出

现“替身”现象——通过名家
对经典大部头轻松浅显的解
读，帮助读者完成那些令人
望而却步的大部头的阅读。

无论是老译名《追忆似
水年华》，还是新译名《追寻
逝去的时光》，普鲁斯特这
部七卷本的巨著一直被称
为“最美的文字，最难读完
的小说”。

读者最怕什么？《追忆
似水年华》太长了。但普鲁
斯特有必要写得这样长，因
为他想表明，时间如何在我
们一生中逝去，时间如何改
变我们，而我们又如何能把
时间留住。

《与普鲁斯特共度假
日》一书，就是解读这部“时
间之书”“回忆之书”的佳
作：八位法国学者分别围绕
时间、人物、爱情、想象、地
点、哲学和艺术，层层揭开
《追忆》的诱人密码。书中
还附有《追忆似水年华》梗
概和精彩片段，解决读者

“望长生畏”的问题。

阅读《追忆》，就像谈一
场“苦恋”，旷日持久。《与普
鲁斯特共度假日》也不忘给
我们设定理想的阅读情境：

“在暑假的炎热季节，在海
边的阳光下阅读，或像普鲁
斯特那样，在自己安静的房
间里阅读，是十分舒服的事
情。突然间，时间流逝缓
慢，我们手中就只剩下《追
忆》。”

换言之，当你理解了时
间，就理解了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还有
缩译版读本。著名法语翻
译家周克希出版了《〈追寻
逝去的时光〉读本》——该
书在保留情节主干的原则
上，采用“大跨度”的节选方
式，先在整部小说的每一卷
中，分别选取特别精彩的大
段，完全保留原书中的面
貌，然后用尽可能简洁的文

字连缀这些段落，从而使读
者能够领略原汁原味的缩
译版《追寻逝去的时光》。

周克希先生的翻译十
分通透，好像为读者亮起了
一盏灯，普鲁斯特所写的九
曲回肠的情感与思虑，一下
子就能被看得清清楚楚。

与普鲁斯特共度休闲时光▲2

几乎人人都知道《资本
论》，这部马克思倾注毕生
精力完成的厚厚三大本巨
著，对很多经济现象进行了
深刻的分析。要阅读它，不
仅要求读者有不俗的智力，
还需要读者有过人的耐力，
不知多少“英雄”在它面前
折腰。

大卫·史密斯和漫画家
菲尔·伊万斯共同创作的《<
资本论>修炼宝典》一书，通
过轻松的笔调和有趣的插
图，打破了这部经典的“困
难神话”，令读者能够通过
200页漫画书来认识230万
字《资本论》。

作为一本经济类通俗
读物，《<资本论>修炼宝
典》可以被当作一本“入门

宝典”，全书对《资本论》进
行了严谨而不失趣味的解
读，薄薄的一本，撞色的设
计极具冲击感，书里有大量
的漫画插图，文字很少，阅
读的兴趣会一下子被燃起
来了。

虽然是通俗读物，但还
是要讲清一些理论的，外表
有趣还不够，要能让人很好
地明白一些道理，学到一
些知识。书里用了尽可能
简练的语言，和大量生动
活泼的漫画，来解释一个
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原理，从商品、货币等基
本名词，到使用价值、剩余
价值等重要概念，再到劳
动与阶级斗争、资本危机
与剥削等严密推论，书里

都用了通俗易懂的形式一
一解释了出来。

用简单的话语讲明深
奥的理论，并非易事，但是
这本书却做得很好，因为
它条理清晰，逻辑鲜明，
通过不断发问的方式来
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比如，书中“资本的积累”
这一节就用了“什么是利
润，利润由何而生？”、“剩
余价值从何而来？”等多
个问句来引起读者的思
考，然后再进一步做详细
的解释。

大卫·史密斯是美国堪
萨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
会主义理论研究者。菲尔·
伊万斯则是一位长期居住
在英格兰的漫画家。

200页漫画书读懂《资本论》

内容简介：作者刘东
认为悲剧应被理解为产生
在特定“文化之根”上的。
他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引入传统美学领域，深入
探讨了悲剧内核的课题，
并把每一章的关切重点，
首先放到了对于具体剧作
的细读上，进行了精细的
文化“分解”。

《悲剧的文化解析》

作者：杨国强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
术史学者蒋岳红在 1996
年到 2016 年这 20 年间游
走、参与中国当代艺术进
程的感悟文字，分为观察、
研究、听说、临场、访谈五
个部分。其中，“观察”内
容涉及民间艺术、中国摄
影、电影、新媒体等方面，
作者立足个人视角，记录
了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的
一些人物和现象。

《旁顾左右》

作者：刘东

作者：蒋岳红

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
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
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
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
废墟上闪烁了。

——阿来《尘埃落定》

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
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杯留
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
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

世界上最大的折磨也莫过于在爱的同时又带着藐
视了。

——毛姆《人生的枷锁》

忽然之间心底涌起强烈的渴望，前所未有：我要爱，
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这里的道理很
明白：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存在，就不能装作不存在。无
论如何，我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王小波《三十而立》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种奇怪的感情，它深到你想去结
束它，或者冰封它。只因它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里，于是
你要去等待一个正确的时间重启它，而不是让错误的时
间去消耗它。少则一天，多则一生。

——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