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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陪伴在离别的路上
■书单

《生别离》

本书是聂晓华15年间陪伴患了阿
尔茨海默病的母亲的日记。作者的母亲
于2001年被诊断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俗称“老年痴呆症”。母亲的病情从开始
健忘，发展到不断失去行走、进食、意识等
能力，最终变成植物人，身体煎熬，意识远
离。作为女儿的作者陪伴在侧，目睹母亲
生命渐渐逝去的过程，为了从无助的绝望
中挣脱出来，她以日记的形式零零散散、
坚持记录了15年。日记中，除了客观记
录病情发生、发展以及症状、应对，也充满
了对生命的思索和对亲情的感怀。

最近，综艺节目《忘不了餐厅》将我们的目光
引向了一个特殊的老人群体，他们都患有同一种
病症“阿尔茨海默病”，而人们更加熟知它的另外
一个名字——“老年痴呆症”。《世界阿尔茨海默病
报告》显示，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超过千万，
居世界首位，并且每年以30万以上的新发病例快
速增长。中国每10位老人中就有1位认知障碍患
者，其中超过半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每隔3秒钟，
世界上就会多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平均每天有
超过1000位老人会走失。本期的主打书单——《生
别离：陪伴母亲日记》就是一个有着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家庭的真实写照，它的真实在于作者聂晓华将
15年间陪伴患病母亲的日记整理成这本书，是她目
睹母亲生命逐渐逝去的真实记录和情感剖析。在
老龄化问题加剧的背景下，聂晓华的记述别具意
义。甘苦中的隐忍，忙碌中的焦虑，真切而感人。这
不是一个简单的“悲情”故事。它如此翔实地描述了
一个患者的病程以及家属的应对。聂晓华提醒：遗
忘只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一步。

《内忧与外患》则描述了明朝万历初期，大明
王朝在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中以绝对优势居于全球
贸易中心，到清军入关后的王朝覆灭全过程，在大
量细节史料的基础上，重现了晚明那段历史。

读《天生恶魔？》，是一次与人类最深恶意的近
距离接触。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大屠
杀的主谋，生来就是精神变态，还是说，他们的心
理状态跟你我并无不同？因为种种原因，书中珍
贵的资料尘封了70多年，作者迪姆斯代尔博士运
用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知识重新解读当年的记
录，试图一举解开恶意的本质。

《内忧与外患》

樊树志新作。内忧与外患，是晚明
王朝面临的一个生死难题。在这个两难
之境间，朝廷的急于求治却遇到了大臣
们的相互倾轧。边关沦陷，中原土崩，大
明王朝在朝臣不断的党争和倾轧中“气
数”殆尽。作者站在全球史的角度聚焦
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
下；在遍阅晚明各种史料的基础上，由朝
廷间的日常细节建构晚明大历史。

《天生恶魔？》

二战后，两位才华横溢的心理医生
凯利和吉尔伯特得到了一个罕见的机
会，获准和纽伦堡战犯共处一室。他们
使用了当时的尖端技术罗夏墨迹测验，
分析几名战犯大脑的认知结构。如此
近距离与恶意接触，观察非常不容易。
巨大的压力破坏了凯利和吉尔伯特的
合作，激起了二人之间的分歧，导致了
阴谋、诉讼和指责的结局。不过，他们
的发现和争吵理顺了我们的思路，框定
了如今剖析恶意的方式。

我读俞胜的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
正是蒲公英开花的时节。就在离我家不
远的奥林匹克公园里，一朵朵蒲公英像是
刚被明媚的阳光唤醒，顶着黄色的花，睡
眼惺忪却又义无反顾地与春风一起漫天
飞舞……如此读俞胜的散文集，我突然觉
得不仅是一次诗意的阅读，也是应景的阅
读，是一次在春天里倾听蒲公英的歌唱。

在俞胜的笔下，“蒲公英的种子”首先
就是一颗颗诗意的种子，这样的种子不是
随风飘扬，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故乡，
开着艺术的花，长着艺术的叶。他说，“那
柳叶岂止是苍翠欲滴的，绿得连柳的上空
都弥漫着一层烟似的云……”（《故乡的柳
叶》），而茶叶，他就直接说是他故乡的一
春柔情了。“小小的叶子绽放在你的水杯
里，就有南方的云霞为你蒸蔚而来，就有
南方女子的清香为你飘漾而来。”（《一春
柔情》）……等等，俞胜情满故土，写到故
乡的树叶，他的语言总显得异常的清新和

灵动，那语言仿佛是树叶也经历了一次雨
水的洗礼，水淋淋的，充满了一种浓郁、新
鲜的意味。当然，他横生的才华不只是用
来机械地采撷故乡的叶子，而是在故乡的
树叶中，寻找着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沉思。
比如，看到故乡的秋叶，他发现“枝头是叶
子的故乡，叶子是故乡的游子”，由此他认
为人们常说的“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就不
一定准确，甚至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奢望。
寥寥数语，字里行间却流露着他对故乡，
对于自然的一种挂牵，这种挂牵于他是百
转千回的牵肠挂肚。

读俞胜的散文，我还觉得他的心灵非
常敏感、冲动而又缜密。灵动的思想似
乎经常与他眼里的山水结伴而来。这
在他的《寂寞的百望山》一文中可见一
斑。他在居住的附近，看到百望山上的
积雪，立马上山，而通过百望山翠竹上
的积雪，他感悟到了山的幽静，进而感
悟到一座山“热闹的时候是真的，寂寞

的时候也是真的”，体会到一座山的多
重性格，最后，却又归于王国维先生所
说的“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
为我”……他的几篇写山水的文章，更
是处处摇曳着陶渊明的“南山”的影子，
他喜欢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南山——“说来也怪，普天下
的山，被称为‘南山’的有许多座。不管
是有名气的，还是没名气的。是山色秀
美些的，还是山色平常些的。我只要一
听是‘南山’，便觉得这山里流转着一种
空灵，飘逸着一种闲适，就想到这山里
来走走。”（《杭州南山结缘记》）

然而，生就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
他也只能早早离开故乡，随风而去，说
到底只是他心灵里一种偶然出现的梦
影。很小的时候，随父亲学习《唐诗三
百首》，那平平仄仄的东西虽然让他“变
得容易凭花落泪，多情敏感起来”，但对

文化那诗性的向望与追求却深深地刻
进了他的骨子里，成就了他对父亲的
无尽追念，也影响了他一生的追求。
用作书名的《蒲公英的种子》是一篇情
真意切的散文，每每读来，总让人泪水
潸然……兄弟姐妹，至爱的一家在那饥
饿的岁月就像是蒲公英一样，各奔东
西。岁月赋予了他们的是艰辛，他们回
报岁月的却依然是无法割舍的亲情。
母亲说：“兄弟姐妹呀，就像蒲公英的种
子，小时候大家圆圆满满地聚在一根茎
上。大了时，风一吹就飘散到四方了。
再想聚在一起可就不容易了。”这不容
易，不是简单的物理上的距离，而是人
们心灵的距离。是命运，是岁月，是人
生最为至痛的部分。他娓娓道着一家
人的聚合分离，文字里有说不尽的惆怅
和辛酸。如此，俞胜的蒲公英“种子”不
但是思想的种子，还是人性的种子，是
蒲公英最为深沉的吟哦。

那些聚合分离随蒲公英而去
徐 迅

《春归库布其》，以纪实为骨骼
脉络，以文学为血脉丰盈，既有文
献资料的记载，又有个人体验的情
感，既有严谨的史实撰述，又有精
美的文字书写，既描摹生活、塑造
人物，也试图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变
革的规律及未来期许。二十万字，
纵横捭阖，在时间上跨越了几代
人，在空间上纵横了几万里。在纪
实的基础上，讲述了一个比小说还
要精彩的故事，作家驾驭题材的能
力与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成就了纪
实文学的优质与宏阔。

《春归库布其》以丰富的时空
视角多方位、全角度地展现了历史
与现实交织的巨幅画卷，追寻历史
的本相以期对照现实的艰难与奋
起。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
漠，在河套平原黄河“几”字弯南
岸，往北是阴山西段狼山地区，贫
瘠而荒凉。“库布其”在蒙语中的意
思是弓上的弦，因为它像一根挂在
黄河上的弦。全书的第一章便以

“弓弦”为题将历史的烟云与自然
文化交错书写。及下，书中各章节
依照传统小说章回体的样式记叙
了“治沙”“筑路”“深耕”等事件，每
一份“题记”就像一首诗，勾勒出当
地人改造沙漠生态的全貌。阅读
伊始，读者便为作者体大而虑周的
文化遐思所震撼：鄂尔多斯游牧部
落的扬鞭策马、鄂托克旗的凤凰山
壁画、拓跋鲜卑的隔水相望、秦始
皇设郡县修直道……“县志”“地方
志”等文字记载中层出不穷的历史
遗迹……汉民族老百姓口耳相传
的“走西口”“闯关东”等民间故事，
还有《孙子兵法》、人口迁移理论、
钱学森的“钱氏沙产业理论”等引
用，这本纪实文学囊括了治理沙漠
乃至经营人生的诸多经典。作者
对文化、生态等理论的运用俯仰可

拾却并非点到即止，每一处引经据
典都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地融入了
对书中主要人物王文彪的性格塑
造之中。例如，王文彪在面临民营
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
书中适时运用了钱学森的沙漠经
济学：“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
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一
项尖端技术。沙产业要充分利用
沙漠戈壁上的日照和温差等有利
条件，推广使用节水生产技术，搞
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业。”后来
的事实证明，王文彪恰恰是在这一
理论中获得灵感，建构了治沙的谋
略，攻克一个个难关，取得一次次
胜利，稳扎稳打地将沙漠种植成绿
洲，与库布其人实现“共富”，先贤
的哲思成为他进步的阶梯。《春归
库布其》的写作有着深厚的文人传
统，历史脉络与当下结合，在史实
材料的收集、整理、提纯方面，作者
显然下足了功夫。不论是汉族、蒙
古族，俗人、喇嘛，每个库布其的
生灵都有一段心酸的历史。作者
以赤子之心的温润来塑造人物形
象，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在
贫瘠而质朴的荒漠上体悟生命的
力道、科技的力度，让心灵驰骋于
地脉天空，承担着社会、历史、文明
的责任。

纪实文学的写作多沿着两条
轨道走路，一条是人物塑造，一条
是过程记述。《春归库布其》应该是
双线并行，以小说手法记叙真实故
事，状物抒情、意境营造以及真实
人格的呈现交织圆融。在介绍了
库布其的历史与自然之后，书中主
要人物王文彪从漫卷着沙尘与饥
馑的背景中粉墨登场，祖辈的困苦
成为他改天换地、谋求发展的原动
力。王文彪是吃着沙拌饭长大的
温文尔雅又异常彪悍的汉子，他作

为拓荒者的吃苦耐劳，作为工程师
的创新与担当，还有作为儿子的孝
顺，作为普通人的软弱，在书写中
都被作者娓娓道来。中国老百姓
讲求知识改变命运，王文彪也是如
此，通过考学，他从农民当上了民
办教师、到政府办公室秘书，可他
不甘于此，他要让他的人生与沙漠
一起焕发生机，他要与众乡亲共同
奔向小康。在生活安稳不久，他便
主动请缨，立志让盐海子走出泥
潭，这无疑是为自己背负了一块巨
大的山石，他从此便开始了西西弗
斯式的苦行。

王文彪既是思想者，也是实践
者。他以锐意进取的精神、踏实肯
干的韧劲和超凡的毅力发展为万
面鼓声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他
没有像老乡们悲观预想的那样成
为盐海子开发以来最后一任可怜
而悲壮的厂长，而是在老工人质疑
不断的声音中从种树开始保住盐
场，以科学技术为保障，凭着产销
湖盐、芒硝矿、原碱，为盐场积累了
第一桶金。盈利之后，王文彪积极
配合政府的沙漠公路计划，带领自
己的员工和当地农牧民穿越沙漠
腹地死亡之海，修筑了一条通向外
面世界的道路。由黄河锁边林到
人进沙退的壮举，真正实现了以连
绵的绿色屏障为大漠披上衣裳的
人类梦想。正如王文彪经常说的：

“任何事情如果不去做，永远是
零。不能好高骛远，只要能凭着一
双手种活一棵树，沙漠就多一点
绿。”《春归库布其》是一部呈现内
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的纪实之作，
更写出了沙漠治理这一世界性的
生态奇迹是如何在库布其人的手
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纪实文学中生活细节的真实、
历史史实的翔实只是其成功的基

础，作家怎样以生花之笔将散乱的
砂石串成美丽的珍珠才见功底。

《春归库布其》的作者和谷本就是
散文家，散文追求的就是“主情”与

“主智”的并行不悖。陕西是文学大
省，以小说见长，而和谷的创作则多
以散文和传记为主，他是一个“扛着
锄头走在故园的土路上”的歌者。
他的写作不是流于书斋笔端，而是
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书中写
沙漠之壮美时有这样的文字：

黄河如弓，大漠如弦。造物主
所赐予的库布其沙漠的版图，富于
英雄好汉与风流骑士格调的诗
意。弓弦在手，以坚定的意志和强
大的力量，作一个马背民族彪悍而
优美的雕塑般的造型运作，便是胜
利在握，光荣与梦想同在。想一
想，又何尝不是一支巨大的绿色琴
弦，由天、地、人共同触摸，弹奏出
足以撼天地、泣鬼神的深情而悠扬
的曲调，让万物生灵倾听。

阴山如黛，黄河远上白云间，
鹰的翅膀上驮着一轮太阳。而那
一支无比巨大的无形的时光之箭，
又是如何穿越了漫长的历史帷
幕？回首历史的来路，回溯这块土
地上的人与自然的秘史，不由使人
仰天长叹，思接千年。

几十年来，和谷始终承袭着他
在 1981 年《人民文学》上发表《故
乡柿子》时的温情，铅华洗净而初
心不改。不论写作文体为何，只
要艺术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他
的文学艺术观就是向上向善的。

《春归库布其》为中国沙漠治理立
言，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在国际科技界和文
化界唱响中国声音，为人类生态环
境修复提供了国际视域的中国智
慧与经验。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标本意义
刘 巍

提示

落实生态文
明发展理念，难
度最大的无疑是

对已遭破坏的生态的修复，
尤其是沙漠治理。但在中
国沙患最严重的西北地区，
当地政府和人民几十年来
不懈努力，苦干加巧干，取
得了治沙事业的惊人成
效。而在这众多的治沙典
型中，库布其沙漠是杰出代
表。《春归库布其》以库布其
治沙受到国际认可为开
篇，全景式叙写黄河河套
弓弦之地变沙害为沙利的
艰辛历程和丰饶成果，形
象地解读了库布其机制样
本如何走向国内外的秘
笈，为开拓人类生存空间、
防治荒漠化和人与自然和
谐的环境修复提供了国际
视野的智慧与经验。

亦盗亦商活动不胜
其扰，明朝实行海禁

《丝绸之路全史》以翔实的历
史文献为基础，以中华文明的演变
和东西方文明交汇为主线，从古至
今对丝绸之路沿线以及相关的历史
事实进行梳理，特别是少有著作提
及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部分，研究扎
实，观点新颖。海上丝绸之路对中
国历史的走向影响之大超乎想象。

明朝建立以来，一贯执行重农
抑商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
但承平日久，海禁逐渐松弛，给葡

萄牙人入侵提供了时机。
丝绸、瓷器和香料贸易的巨额

利润吸引了葡萄牙人。1516年印
度总督阿尔布奎克派遣安特拉德
率领舰队从科钦出发，前往中国。
他们于8月15日抵达珠江口，在东
莞屯门、南头强行登陆，并盖房、设
栅，企图武力强占屯门、南头。

广东当局闻报大惊，急派海
道副使汪鋐亲督师船进剿，用火
攻葡船。1521 年夺回屯门，次年
收复南头。葡萄牙人两次和中国
交战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在广
东一带侵扰，海疆不靖。

因此，明政府下令严行海禁，
贸易一概断绝，连“进贡”也严加
限制。此外，朝廷还命令广东当
局严守海疆，派水师日夜巡逻海
上。于是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外国
商船，只好离开广东，纷纷北上，
驶往浙江、福建寻求贸易机会。

早在1517年，一个叫马斯卡林
纳的葡商潜入漳州、宁波沿海一带
搜集情报。他发觉浙闽海防疏漏，
虽有军事设施，形同虚设。最让马
斯卡林纳兴奋的是，当地商人欢迎
外商来贸易，尤其那些富商大贾，
朝中都有强硬的后台，地方官吏奈
何不得他们。马斯卡林纳经过试
探性贸易，效果极佳，所携货物销
售一空，然后满载中国货物返回马
六甲，获利之巨，出乎意料。

第二次马斯卡林纳又从马六
甲运来满船货物，到宁波双屿港进
行贸易。很快，货物全部脱手。马
斯卡林纳还和当地海盗李光头、许
栋结为兄弟，在他们的庇护下在双

屿站稳了脚跟。后来从屯门、茜草
湾败下来的葡萄牙人投奔双屿，其
他葡商闻讯也赶来做生意。

嘉靖二十七年夏四月（1548年
5月），明军由海门进入双屿，与葡
人、倭寇在九山洋相遇，经过一场
激烈的海战，大获全胜。同年6月，
从双屿港逃出的葡人和倭寇，纷纷
南窜，集中在他们的据点——韶安
走马溪。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
一日（1549年4月19日），明军南下
福建，在走马溪与敌一战，又获大
捷。

自从双屿、走马溪两次中葡
战争之后，朝廷中严禁派得势，重
申严行海禁。

明朝海禁让澳门成
为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最
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历史总是很有趣，明朝的海禁
政策竟意外成就了澳门。

1552年，一艘葡萄牙商船来到
广东外海，在浪白澳抛锚停泊。该
船搭乘葡王若昂三世任命的特使
苏萨，奉命来中国，试探中国当局
的态度。最后苏萨以贿赂手段买
通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允许葡萄
牙人到省城贸易；葡萄牙人则每年
交付1000两银子，并按章纳税。

他们私订的密约朝廷根本不
知道，不过葡萄牙人还是依靠地方
官庇护在澳门定居下来。史书记
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夷舶
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
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

柏徇贿许之。”
故澳门开埠，一般都认为是

在 1553 年。 葡萄牙人以欺骗行
贿手段在澳门取得晾晒水渍贡物
的地方，就是在今澳门南湾一
带。当时南湾是个渔村，及至葡
萄牙人来此以后，因为外商都来
此贸易，这里便迅速发展起来。

从 1553 年到 1641 年的 88 年
中，澳门贸易空前发展，迅速从一
个小港口变为一个拥有十余万人
口的海港城市。

由于当时中国实行海禁，沿
海港口均被封闭，东西方各类人
士往来中国，都要经过或留居澳
门。于是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冒
险家、学者纷至沓来，澳门成了近
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大的国际贸易
中心。

澳门港的兴起，标志着由中
国起航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
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由西方海上
强国葡萄牙开辟的，逆方向的近
代海上丝绸之路。它预兆着新兴
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即将诞生，而
中国专制的封建帝国正在没落。

明隆庆开海禁让华南
成为最富有生机的地区

明朝海禁虽严，但是时代潮
流不可阻挡。由于明末中国资本
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沿海人
民特别是海商迫切要求开放海
禁。于是有隆庆元年（1567年）福
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疏“请开
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之举。这一

年嘉靖帝死，隆庆帝即位，改革家张
居正入阁当家，隆庆帝立即准奏。

正如后任福建巡抚许孚远所
说：“隆庆初年，前任巡抚涂泽民
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
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
西二洋，不得（通）日本倭国。亦
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
带出海，奉旨允许。几三十载，幸
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庆开放的当年，正式开放
福建漳州的月港，在此设置海澄
县，并建立督饷馆，专门管理私人
海外贸易，月港顿时繁荣起来。
不仅开发了新的月港，也带动了
老港（广州和澳门）的兴盛。还有
如安平、梅岭和台湾的鸡笼（基
隆），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明朝国库收入因此大增。万
历四年（1576 年）月港税收万金，
万历十一年（1583 年）增至二万
余，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再增
至二万九千余。

据统计，隆庆开放后的七八
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从吕宋、日
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约 1 亿两左
右，相当于明嘉靖年间 44年和万
历年间25年的白银赋税收入。

关于隆庆开放的历史意义，
有学者指出：16 世纪后期的隆庆
开放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机遇，
华南最先利用了这个机遇，和海
外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华南经
济在此后表现得最富有生机。本
书作者甚至大胆指出，隆庆开放
是中国经济重心由长江流域向华
南转移的开始。

明代开海禁后华南经济开始崛起
本报记者 王云峰

提示

经济重心的
南移是中国历史
上一个重要的历

史现象。人们熟知的是，中
国经济重心在东晋和南北
朝时期开始由北向南从黄
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一
带。事实上这种南移从未
停止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
有着密切的关系。《丝绸之
路全史》以崭新的视角揭
示由中国起航的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衰落和由西方
海上强国开辟的近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兴起，对中国产
生了重要影响，海禁与有限
的开放造成中国经济重心
的又一次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