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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作者陈黎选
择了曾经感动自己的曲目
娓娓道来，不仅对挚爱的音
乐配以一段音乐评述，同时
还 翻 译 了 所 涉 音 乐 的 歌
词。融合了音乐史、乐评、
唱词翻译的散文集，让音乐
与文学在此相遇。

《世界的声音》

陈黎 著

内容简介：王国维去世
前，马衡与他过从甚密，书
信往来频繁。本书集马衡
致王国维书信47通，王国维
致马衡书信 40 通，共 87 通
信札。遗墨见证了王国维、
马衡在学术与人生道路上
的惺惺相惜之情，更展示了
那一代学人在乱世中学术
研究的精神风貌。

《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

王国维 著

罗纳德·赖斯 著

内容简介：在本书中，
数十位当代美国作家将他
们与书店之间甚至长达数
十年的情谊凝结为文字。
这些书店支持了作家的写
作之路，书店也作为社区中
心融入作家的个人生活，变
成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我的书店》

新书推介

读书管见

西出玉门关
眺望撒马尔罕

万里欧亚丝路上，中亚五国地处十字路
口，北接草原，南往印度，东邻汉唐，西连波斯、
地中海。历史上的粟特九国，是中亚阿姆河与
锡尔河之间的一片肥美绿洲，位于今天乌兹别
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而撒马尔罕古城正
是粟特九国的文化中心。

两千年来，粟特绿洲曾被波斯、希腊、贵
霜、白匈奴、突厥、阿拉伯等邻国征服，也曾进
入大唐帝国版图近百年（658—751年）；这里文
化积淀深厚，历来是欧亚各国考古学家目光之
所聚。如果说从长安到罗马的万里丝路是一
根足够长的杠杆，那么中亚粟特学则被国际学
界视为撬动整个欧亚丝路的支点。

从文化地理上说，中亚五国如同打开的扇
面，扇骨的轴心就在敦煌。当年汉唐帝国首都
长安和洛阳，因为路途遥远，不能直接沟通西
域三十六国；而作为汉唐帝国海关，敦煌地处
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的文书都通过敦煌这个
重镇来传达。欧亚丝路的希腊、波斯、印度、草
原文化遗产，随着丝绸之路的使臣、工匠、僧
侣、商队，经由中亚传入敦煌，经历了汇聚、凝
练、衍变，与汉唐风俗糅合为一。

敦煌，汉唐帝国给入华中亚人发放“签证”
的地方。粟特人从撒马尔罕、碎叶城，经喀什、
和田、龟兹、伊犁、吐鲁番进入敦煌，就开始需
要使用汉文，也会被编入户籍、定下姓氏。如
十六国的后赵国王石勒，祖先来自石国塔什
干；盛唐将军安禄山，祖先来自安国布哈拉。
来自撒马尔罕的胡旋女，也在敦煌壁画上留下
身影，在佛国莲池前如风旋转。

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撒马尔罕的大使厅
壁画上，出现了唐高宗上林苑猎豹和武则天
曲江池划龙舟的场景，两地遥相呼应。

（本报综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路，更是欧亚文明的文化交流之路。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丝路文化成为当下研究热点之一。

在众多相关图书中，敦煌研究院编的“丝路译丛”，汇集了各个国家顶尖丝

绸之路考古专家的力作，呈现了当今丝路文化研究的最新考古成果。

1999年到2007年之间，
联合国考古队在中亚五国和
印度北部“玄奘之路”上收获
重大发掘成果：数百尊佛造
像，两万平方米壁画，足以“再
造一个敦煌”。之后，中国北
方陆续出土中亚来华粟特人
在北朝的墓葬文物，和“玄奘
之路”海外成果遥相呼应。

近年丝绸之路国际会议
上，欧亚各国学者纷纷把上述
两批文物糅合分析，取得里程
碑式的学术突破。这些突破
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促成了

“丝路译丛”的出版计划，并被

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丝路译丛”的作者，是来

自俄罗斯、法国、英国、乌兹别
克斯坦、德国、美国、意大利、
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研究专
家。丛书配有大量插图，展示
考古所得的壁画、佛像和珠
宝，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对于
丝绸之路历史和文明的研究
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充分
展示欧亚大陆文明碰撞与交
融的壮阔历史场景。

2016 年 11 月，“丝路译
丛”推出了前三部书《唐风吹
拂撒马尔罕》《驶向撒马尔罕

的金色旅程》《突厥人、粟特人
与娜娜女神》。作者都是丝绸
之路顶尖考古专家，其中《突
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的
作者马尔夏克被誉为“中亚考
古之父”，在2003年夏到2006
年夏，曾带领联合国中亚考古
队分别在撒马尔罕场地和塔
吉克片治肯特场地进行挖掘
考察，阐释了中亚粟特古国文
明的异彩纷呈以及粟特商旅
在丝路历史上的重要角色。

日前，“丝路译丛”又推出
两部最新译著：《张骞探险之地》
和《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欧亚文明的碰撞与交融A

从地图上看，粟特古国是
欧亚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区，现
在的地理区域，西边部分在塔
吉克斯坦境内，东南部分位于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粟特壁画中最有名的要
数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壁
画。大使厅建筑遗存之所以
被学界称为“大使厅”，是因为
该厅壁画展示了盛唐时来粟
特的各国大使和当地的宫廷
生活，该壁画由粟特画家完
成，却带有鲜明的唐代绘画元
素。

在大使厅西墙，唐朝的使

团手持蚕茧、生丝、白绢，与来
自波斯、吐谷浑、高丽等国的
使臣，在突厥武士的陪同下一
同拜谒粟特王，共庆波斯新年

“纳乌鲁兹”。
2002年，日本知名学者

影山悦子指出，大使厅北墙所
画的是盛唐气象，墙面由垂直
水面分成两部分：左半边是湖
水，龙舟上乘坐着巨大尺寸的
武则天，伴随着宫女，正在向
水中投掷粽子，吸引鱼群；右
半边是巨大尺寸的唐高宗，正
带着随从在上林苑猎豹，人马
杂沓。

影山悦子还推测，粟特画
家可能是听了去过长安的胡
人描述端午节的唐朝宫廷场
景，揣摩着画出了唐高宗猎豹
和武则天乘龙舟的画面。

意大利考古学家康马泰
进一步根据历法推算，端午节
在盛唐时期，恰好与大使厅西
墙和南墙描绘的波斯新年时
令重合。撒马尔罕古城大使
厅北墙壁画重现了端午节在
盛唐时候的场景，这对于汉学
家而言特别有价值，因为在中
国本土，并没有一件描绘端午
节的唐代艺术品存世。

武则天唐高宗“现身”撒马尔罕古城B

根据最新的丝路考古成
果研究，中国钱币渗透至西域
的过程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
118—581年的五铢币和王莽
改制时期的货泉币；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7世
纪—8世纪期间渗透至中亚
的唐代铜币，这种铜币对西域
中亚复杂的货币系统影响巨
大，尤其对粟特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
时期，中国钱币的流通范围更
为广泛。同拜占庭帝国和萨珊
王朝的钱币一起，唐代钱币是
作为国际货币被使用的，它们
为伟大丝路上的贸易活动服
务。

当时流通至西域的唐代
钱币主要为三种：最常见的是
正面方孔四周印有“开元通
宝”四个字的钱币；还有一种
唐代钱币印有“大历元宝”字

样；第三种钱币印有“乾元重
宝”字样。

目前，一共有三十件左右
的唐代钱币在丝路被发掘，它
们都是在古城遗址和定居点
的文化层被发掘出来的，比如
舒拉卜库尔干遗址的住房
内。这说明在西域中亚，唐代
钱币确实是被用作市场流通
货币的，使用唐代钱币的区域
包括七河、费尔干纳、石国、粟
特、北吐火罗斯坦。

唐代钱币的这种分布，说
明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之一穿
过这些地区，中国商品经过这
里流通到吐火罗斯坦随后到
印度。玄奘和尚在公元630
年左右就曾经过这条路前往
印度取经。

唐代钱币的重要作用还
在于对中亚钱币的形成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大约7
世纪左右，在粟特发行了带有
粟特文和汉字的双语钱币：在
硬币正面就如唐代钱币一样
印有四个汉字“开元通宝”，而
在反面则是粟特的文字。

中亚钱币上曾用汉字C

链接

每个人都会犯错
逃避将饱受煎熬

正在掀起舆论风暴的“江歌案”，已成刷屏的新闻事
件。相关细节，无需赘述。我们尊重生命、渴望善良，所
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妄想事实。但是，消逝的生命面前，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法律和道德之外，当真存在着一块
荒芜的所在，那里冰凉、冷漠、寸草不生。

直视江秋莲的悲情，不期然地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罪与罚》。该书讲的是主人公杀了放高利贷的犹太
老板娘，从此，他开始了暗无天日的阴郁生活，即便法律
没能奈何他，他也惶惶不可终日，内心一刻不得安宁。

除了《罪与罚》，还想到了最近读到的麦克尤恩的《赎
罪》。13岁的女主将无辜的罗比特纳以强奸的罪名送进
了监狱，而罗比是她姐姐的爱人。合上《赎罪》的时候，就
在想，每个人都有犯错的可能，不管故意非故意，会因犯
下的错怀有愧疚，而这种愧疚和折磨会随时日的绵延有
增无减。解除愧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面对它。因为，逃
避将饱受煎熬。

除了上面两本旧书，本周我们还从音乐、文学、考古
等类别选了4本新书，值得你关注。

《看见美好》
内容简介：本书是普通

人接触文物、接触艺术史的
读物。书中不论是谈物、论
人，还是对创作手法的解
析，都是对美的追寻。作者
郑岩试图用文字对艺术品
进行再次发掘，即通过细致
的观察、分析，来发现古代
艺术品内在的价值。

（本报综合） 郑岩 著

12月13日下雨降温天，咸宁市总工会一行十人来到了挂

点的通城县四庄乡纸棚村，在工会驻村干部李凯的带领下来到

纸棚村一组为贫困户送上了冬日温暖。

每到一户，工会领导与贫困户促膝谈话，询问他们的生产

生活情况及家庭现状，并嘱咐老人要注意保暖注意健康，为他

们进行十九大精神的宣讲，并送上了慰问金和十九大报告读

本。在看到贫困户王爹家中有养蜂箱后，工会领导立马询问养

蜂详情，并就来年如何帮忙贫困户产业化经营出点子，还有人

当场掏腰包购买了王爹自产自销的蜂蜜。

此次的走访慰问是市总工会第十二期支部主题党日的一

项议程，市总工会党员按照市委组织部的活动安排，围绕精准

扶贫的要求，走村入户访民情、解民忧，鼓励贫困户积极发展生

产，努力脱贫奔小康，让困难群众在冬日里深深感受到党和政

府给予的温暖和关怀。（罗露）

咸宁工会咸宁工会 工会之窗工会之窗

慰问帮扶暖人心 工会关爱常相伴
12月9—10日，颂大童心大型教研暨首届幼儿园

“优质活动”决赛评选活动在在温泉华大天童幼儿园
举行。来自颂大童心教育旗下全国50多所直营园及
加盟园的2000名教师经过初、复赛评选，最终，12所
幼儿园的12名教师进入到决赛评选。江西宜春丽景
滨江幼儿园彭守孟老师带来的中班英语《Let's
clean table》、湖南长沙新城华都红杉树幼儿园廖玲
老师带来的科学课《好玩的泡泡》分别获得了本次“优
质活动”决赛的一等奖。

在为期2天的决赛中，各参赛教师带领着不同班
次的孩子，分别展示出了不同风格的教学设计，每堂
课尽管只有短短的40分钟左右，但是可以看得出每位
参赛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深入分析教材，制定
出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流程清晰、思路明朗。

颂大童心总裁陈帅表示，此次幼儿教师“优质活
动”比赛，旨在提升颂大童心旗下各园教师专业技能
和综合素质，全面展示幼儿教师精神风貌。使教师在
活动中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达到了以赛促
学、以赛促研、以赛促教的良好效果。

她认为，活动的成功举行，是颂大童心旗下2000
余名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使集体教学更有效、
为了让每一个“优质活动”更出彩。在短短的2个月
的时间里，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制作教具、
学具，反复试课，不仅圆满完成了本次“优质活动”，同
时也带动了各园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为今后更好地开
展教研教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教研共进 互助成长

颂大童心首届幼儿园“优质活动”决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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