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石黑一雄 著

内容简介：本书是石黑
一雄技惊文坛的处女作。
小说通过一个移居英国的
日本寡妇的回忆，讲述了战
后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
女渴望安定，却始终走不出
战乱带来的阴影，最终以母
女成功移民，而女儿自尽作
为悲情结局。作品通篇的
回忆是模糊的，直至全书
终，读者也证实了猜想：叙
述者是利用回忆作掩护，企
图通过他人来讲述自己的
故事，以减轻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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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内容简介：在这部杂糅
了私人回忆与小说评论的
册子中，英国文学批评家詹
姆斯·伍德透过对契诃夫的

《吻》、W.G.泽巴尔德的《异
乡人》和菲茨杰拉德的《蓝
花》等作品的评析，论证了
小说与生活的关联：在所有
的艺术门类里，小说在描述
我们的生活形态、从死亡与
历史遗忘中拯救那些生活
的肌质方面有着独特的能
力。正是一个个文学细节
丰富了我们对庸常生活的
贫乏想象，真正去理解生与
死，不至于堕入虚无。

作者 詹姆斯·伍德 著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笔记的笔记》
内容简介：书名乍看有

些绕口不好懂，其实并不玄
奥，本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
陆春祥阅读汉魏以来的古
代笔记之后写下的属于他
自己思考和感悟的笔记。
该书题材从历史事件到闲
情趣事均有涉及。作者根
据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分40
卷呈现了古代笔记中或耳
熟能详或令人喷饭或发人
深省的笔记，同时也分享了
他自己妙趣横生的评论。 作者 陆春祥 著

读书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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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有什么特征分享经济有什么特征

如果说分享经济本就是一个很接地
气的经济学概念，那么《分享经济的爆
发》的贡献就在于打通了理论研究与商
业实践之间的任督二脉，让无论是理论
工作者还是商业经营者的你我他都可以
开卷有益。任何一个对分享经济有兴趣
的人，都可以通过书中一个个生动的案
例让自己的认识升华，成为你周围的分
享专家。

分享经济正在一步一步颠覆我们的
生活。分享经济到底是什么？从经济学
的角度看，分享经济有何优点？既然分享
经济有优点，则分享经济为什么在我们这
个时代才爆发？

对于什么是“分享经济”，至今仍没有
统一的意见。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列举这
种经济体系的关键特征，正如阿鲁·萨丹
拉彻在《分享经济的爆发》中所做的那样：
第一，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第二，
提高了闲置的房产、汽车、人力技能，甚至
时间、知识等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三，削弱
了企业的中心化和层级化，转而呈现出群
体网络结构；第四，点对点的服务使得个
人行为与专业行为界限模糊（搭车变成了
网上拼车，借钱变成了网络众筹）；第五，
全职与兼职、正式工与临时工、工作与休
闲之间界限模糊（如代驾）。以上几点特
征使得分享经济在所提供的产品的性质
上不同于传统经济：分享经济是一种点
对点的交流，提供的是异质化的产品和
服务，以企业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则是一
种点对面的交流，提供同质化的产品和
服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反
复劝诫大众：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分
享经济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铁律吗？恐怕
未必。分享经济不是“礼物经济”式的完
全基于情感纽带的交换或馈赠，而仍然属
于商业化的市场运作。萨丹拉彻在《分享
经济的爆发》中坦言：“你获得服务就要付
费，你提供服务就要收费。”换句话说，程
维是企业家而非慈善家。他所创建的滴
滴出行网络平台既方便了消费者，也使得
大量闲置的物资和人力资本得到了更充
分的利用。但是，程维的企业仍然以利润
最大化为目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不同于以往。

分享经济——萨丹拉彻更愿意称之为“群
体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居于以价
格为信息源的市场经济和以情感为信息源的
礼物经济之间。在某些情境下，分享经济依存
于人的社会化天性，且不以直接获利为目的
（如出租车司机免费接送高考考生），从而更接
近以血缘和友情为纽带的礼物经济。我们可
以称之为强(thick)分享经济。在另一些情境
下，分享经济以盈利为优先（如滴滴打车），故
仍然是一种非情感化的纯市场活动。多数人
想必不会主动与专车司机建立任何私人纽带，
很多美女更避之唯恐不及。我们可以称之为
弱(thin)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仍需言利，故分享经济爆发的直
接原因肯定是这种经济模式有更大的潜在利
润空间。那么，这种超额利润来自何处呢？

先看收益，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发展了
斯密的洞见，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打破
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熟人化的小范围经济，
进入与陌生人交易的大范围经济。有趣的是，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熟人与陌生人之

间的传统区分变得模糊，故分享经济这一新的
市场模式的出现挑战着哈耶克的二分法。分
享经济不仅扩大了交易范围（市场的广度），如
我们可以通过途家网预订在外地的陌生家庭
中的住宿；并且，依赖于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流
行和平台使用者之间的信任，分享经济将陌生
人间的交易熟人化，从而使交易的商品扩展到
闲置的二手童车、奶粉、婴儿床之类在陌生人
间不易公开交易者（市场的深度）。

再看成本，分享经济的成本优势在于提升
了原本未获得充分利用的闲置资源的使用效
率。“使用但不拥有”可令生产者（如淘宝网店
的业主）和消费者（如网约车的使用者）节约一
次性的固定投入，在要素或消费品具有高价格
但低利用率的属性时尤为合算。也就是说，分
享经济“并非创建新的集成中心化系统，而是
通过数字技术利用分散的过剩产能”。注意，
利用的是过剩产能或曰闲置资源。因此，分享
经济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通
过供给侧的改善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元化需求。

分享经济利润来自何处分享经济利润来自何处

既然分享经济好处多多，为什么直至今日
才有分享经济的爆发呢？按照诺奖得主科斯
和诺思的说法，一种经济模式的成本可视为生
产成本（取决于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与交易
成本（取决于文化和制度）之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既扩大了生产者的规模（滴滴、淘宝的平
台都可以视为千万个小承包者的“微外包”），
也扩大了消费者的规模（每一个在网站或社交
平台上注册的人都是潜在消费者），从而同时
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规模经济，降低了经
济活动的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私人社交关系的软约束或
第三方平台监管（如消费者点评对商家声誉的
影响和支付宝的中介支付功能）的硬约束，互

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对异质化商品进
行小规模点对点交易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分
享经济的两类成本在人人手握互联网信息终
端的时代同时下降，自然使得分享经济成为有
利可图的经济模式。可以说，互联网数字信息
技术的进步为分享经济的爆发同时提供了技
术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

如果你读了我这篇小文后想继续了解分
享经济，你可以选择自己去书店买书（市场经
济）；或者如果我们熟识，你也可以选择向我
索书。若我免费将书借或送予你，此可算是
礼物经济；若我将自己手中闲置的书卖或租
给你，则或可算是分享经济的一个不甚精确
的例子吧。 （本报综合）

分享经济为何至今爆发分享经济为何至今爆发

看点:
经济学一般来说认为私人商品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故只可能个人

享用而不可能有人际间的分享。然而，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分

享经济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经济学的思维定式，既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也

带来了新的创新创业的机遇。萨丹拉彻的《分享经济的爆发》就是一部讨

论分享经济的最新力作。书中，通过扎实的理论分析和案例调研，揭示了

分享经济的缘起，从而说明分享经济不是一阵风，而是经济发展周期中的

一个新阶段。

内容简介：在几年前甚
至几十、几百年前，这里曾
经住过谁，他／她身上发生
过怎样的故事？这是理查
德·麦奎尔刚刚搬到一个新
公寓的时候产生的疑问。
从那时起，他就想要画这样
的画——从一个空间的中
心劈开，其中的一半房间走
入未来，另一半房间走回过
去。而最终落在笔下，这个
想法就成了漫画《这里》。

（本报综合）

《这里》

作者 理查德·麦奎尔 著

倾听内心，回归平静
——读《解忧杂货店》有感

记者 甘青

生活的快节奏，工作的高压力，解忧成为一
种迫切需求。搬起《解忧杂货店》阅读，缘于朋
友的介绍，他说：“现在有本书挺流行，看了能让
你心里平静，忘却烦恼。”

通读全书后的第一感受，这是一本构思精巧
的小说。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坐落着浪矢杂货
店，咨询者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卷帘门的投信口，
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复。

小说从三个小偷无意间闯入浪矢杂货店开
始，复活的杂货店咨询窗口，连接着过去的窗
口，故事就此展开。

本书讲述了五个小故事，奥运击剑选手月
兔小姐、鱼店艺术家先生、绿河的女儿、保罗·列
侬先生以及迷途的小狗小姐，通过他们的故事
展现出了平日里常见的烦恼，梦想、家人、爱人、
金钱等。

浪矢杂货店给出的咨询不过是两种，一种是
选择，一种是建议，书中的五个故事前四个就是
关于选择的，通过他们的通信，或许你也能找到
自己平日烦恼的影子，生活中我们也面临着像故
事里一样甚至更多的选择烦恼。这时我们需要
的可能更多的是倾听。

正如浪矢爷爷曾经对他的儿子说：“很多时
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
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这就像抛硬币一样，
把硬币抛到空中的时候，也是有了选择的时候。

其实，我
们面对选择，
心 中 早 有 答
案，只是暂时
被 眼 前 的 困
惑 所 迷 惑 。
我 们 只 有 通
过倾听，才能
慢 慢 理 清 自
己 心 中 的 所
思 所 想 。 正
如 月 兔 小 姐
在 爱 人 与 梦
想 间 的 痛 苦
徘徊，在浪矢
杂货店的一次次否定中不断地找出新的借口，
其实答案已经出来；又如叛逆的保罗·列侬先
生，即使浪矢杂货店建议他应该与父母同舟共
济，即使浩介暂时听从了浪矢爷爷的话，但是终
究还是抛下父母远走，其实他的心早有答案。
最终摆脱困惑、纠结，让生活归于平静。

名作欣赏

读书如品茗
记者 陈希子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他妈
的一个大电视，选择洗衣机，汽车，镭射唱机，电动开罐
器，选择健康，低卡路里，低糖，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
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皮箱，选择一套他妈的三件
套西装，选择在沙发上看无聊透顶的节目，选择往嘴巴里
扔垃圾食物，选择你的未来，选择你的生活，太多选择，你
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

——马克《猜火车》

“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锅米
饭你吃不了，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

——倪萍《姥姥语录》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说过，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就
要懂得将自己置身于暗处，这样不仅能够规避风险，还能
够观察身在明处的人，从而更好地掌握对方的动向。

——《任正非：商业的本质》

旅行是一种学习，它给你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看世
界，去看不同的社会，让你变得更宽容，让你理解不同的
价值观，让你更好地懂得去爱、去珍惜。旅行让你以另外
一种身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进行新的尝试，让你重新发
现自己。

——毕淑敏《蓝色天堂》

相依为命的意思是，其中的一个人死后，另一个人，
也有一部分是死的。 在目睹、想象了我妈的苦痛之后，
我曾经不确定，我的独活是否可以理直气壮，是否可以顺
理成章。在那么多的缺失、负疚、误会之后，我是否还有
幸福的资格。

——陈思呈《我虚度的那部分世界》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喝茶是件惬意的事情，杯盏
间，开水沸腾，茶叶由蜷缩铺展开
来，香味沁人心脾。读书也如品
茗，方寸文字间，乐趣无穷。

茶叶有优劣之分，茶香有浓有
淡，有人钟爱铁观音的芬芳醇厚，
有人独爱西湖龙井的清新幽微。
读书也如是，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
庸俗之作，如劣质的茶渣滓，品之
无味，“饮”多了反而伤身。反而那
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经典之作，如价
值连城的名贵好茶，值得再三阅
读，仔细回味。

读书如品茗，静下心来，才会
回味无穷。讲究慢斟细饮，清心明
志，才能咂摸出书中的酸甜苦辣，
体会其中的喜怒哀乐。百读方得
其精，百品方得其味。

书中说：“生命太短暂了，不应
该用来记恨。人生在世，谁都会有
错误，但我们很快会死去。我们的
罪过将会随我们的身体一起消失，
只留下精神的火花。这就是我从
来不想报复，从来不认为生活不公
平的原因。”

书中还说：“你冷，是因为你孤
独;没有什么人际的接触能撞击出
你心中的火。你有病，是因为人被

赋予的最好的，最高贵的和最甜美
的情感离你很遥远。你傻，是因为
不管怎么痛苦，你都不去召唤那种
情感来接近你，你也不上前一步到
它等待你的地方去迎接它。”

书中告诉我们：“我们整天忙
忙碌碌，像一群群没有灵魂的苍
蝇，喧闹着，躁动着，听不到灵魂深
处的声音。时光流逝，童年远去，
我们渐渐长大，岁月带走了许许多
多的回忆，也消蚀了心底曾经拥有
的那份童稚的纯真，我们不顾心灵
桎梏，沉溺于人世浮华，专注于利
益法则，我们把自己弄丢了。”

借助书中的意境，或许能点拨
对人生的思考和灵魂的探索，面对
现实，感悟生活的真谛。有好茶
喝，有好书读，便是人生乐事。

手捧一本好书，要有耐心和
细心，在寂寞中领略茶与书中之
韵味，越品滋味越甜，一丝清苦，
一丝甘甜，让袅袅茶香带走书的
劳累。

书海

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