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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到 $#

世纪 $#年代的美国!经济
高速发展的背后! 是贫富
差距的日益加大! 企业行
为缺乏监管"环境问题日趋
严重" 工人权利得不到保
护!民怨沸腾# 在这种背景
下改革者开始整体地思考
社会问题的成因!并从制度
上寻找解决办法!从而较为
成功地应对了经济社会变
迁形成的各种挑战$本书重
点研究了美国十九世纪财
经制度的变革及对美国社
会经济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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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钱!不如给孩
子财商$ 本书描述一个孩
子在接受了财商教育后
的转变!以期引发家长和
社会对培养青少年财商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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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是人类
的创造性表达!是
时代的精神性呈
现$ 当艺术家和他
所身处的时代渐渐
远去的时候! 艺术
作品就成为穿梭时
空而无所阻隔的物
质凭借! 承载了与
过去沟通的历史使
命$ 进入当代的语
境! 艺术收藏也不
再只是私人化的趣味和格调! 而是对历史
的证实%对时代的正视"对人类精神财富的
呵护!更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生成的激励$

作为艺术收藏活动的主体!艺术收藏家
们越来越成为引人关注的角色!他们正力图
成为新文化价值创生的参与者!成为当代文
化潮动的引领者$ 针对艺术收藏家的描述!

已经成为视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一直以来!查尔斯&萨奇始终是国际当
代艺术世界最具争议的名字$ 在其一手策
划和推动下!'年轻英国艺术家( 群体如滚
滚洪流!在 $#世纪最后十年震惊并席卷了
整个西方当代艺术界! 他也随之站到国际
当代艺术的风口浪尖!被誉为'定义了英国
当代艺术的人(#他如同一只突然入侵的凶
猛的大白鲨! 在死水微澜般的英国艺术生
态中掀起了一阵阵滔天巨浪! 凭一己之力
改变了英国人曾经保守刻板的审美趣味!改
写了英国当代艺术的走向与历史进程#

中央美术学院)))国内美术教育的最
高学府! 由该院艺术管理专业艺术市场方
向的骨干教师创办的 %&'( 艺术市场分
析研究中心! 针对海内外艺术收藏的蓬勃
发展! 努力向社会推荐相关的研究成果#

金城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田恒的 *大白鲨+

查尔斯&萨奇和他的收藏帝国,!即是其中
之一$ 该书以英国当代收藏家查尔斯&萨
奇为案例!通过针对大量生动活泼的历史
资料的爬梳!逐渐将一位全球闻名"充满
争议"颇具传奇色彩的收藏家!真实还原
在读者的面前!其传记与实务相融!文字
轻松活泼!图片精彩详实!兼具收藏与参
照双重价值$

毕业于中央美院艺术管理专业的硕士
生田恒!现为当代艺术策展人"项目推广人
及艺术顾问! 长期致力于国际当代艺术收
藏家研究及中国新锐当代艺术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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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城市与城市英雄
())*�#����)))�� ¡¢£�¤$

一座城市!不过是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之
所在-如果和一段历史"一曲佳话相连!这座城
市就能别具特色$ 九省通衢武汉与百年前的武
昌起义相遇!就有了'首义之区(的美誉$ 若仅
仅将武汉定位如此!并不足以彰显其地位和特
色$ 章开沅先生曾说过'过去武汉人总是强调
纪念第一枪!我说最重要是第一步!伟大的中
国"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步$

第一个共和政府在武昌诞生!第一个临时宪法
在红楼产生!这才是武汉最大的光荣($ '共
和之城(的桂冠!武汉当之无愧$ 在辛亥革命武
昌首义百年纪念到来之际!记者兼作家罗时汉
先生撰写的厚厚一本*城市英雄)))武昌首义
世纪读本,! 不但为这座英雄的共和之城描绘
出一幅幅豪情磅礴的画卷!也为缔造共和的城
市英雄做了一篇篇生动传神的传记$

*阿拉伯简史,的作者希提曾说!'从文化史

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创作($

这是一本以文学语言来解析武汉与武昌首义
历史的读本!文笔流畅自不必说!而其在选取
传述的角度和材料之中!很见作者的识见和苦
功$ 本书以'小人物(为切入点!展现了楚人.湖
北%湖南人/发起的一场改变中国历史!开辟共
和新时代的城市暴动! 这个角度是很巧妙的$

在叙述首义历史中!作者敏锐注意到了武昌首
义的世界影响! 而这往往会被同类读物所忽
视$ 对于人们习见的历史现象的评价!作者也
保持较为客观的态度$

至于作者所下的苦功夫!并非来自后记中
的夫子自道$ 从书中标注的出处中!就可以获
知作者阅读史料和史学研究成果之广泛$ 几篇
附录!也可以看出作者并非埋首案头!而是实地
踏勘了不少辛亥遗址$ 除武汉的众多首义遗址
外!革命党人盗金佛的蕲春达城庙!黎元洪祖籍

争议地黄陂%大悟!黄侃蕲春故居都留下了作者
的足迹$ 惟其用力之精勤! 所以能成就此书内
容之丰赡$

本书插图之丰富! 尤令人刮目相看$ 作者
发挥其记者的本能!广收博采!汇集了大量的历
史图片% 文物以及第一手档案$ 其涉猎范围粗
粗看来! 就有 *辛亥革命大写真,%*点石斋画
报,%博物馆.包括私人/的藏品!还有外国报刊
的插图00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不但增添了
阅读的快感!图片潜藏的信息量也是对文字部
分的绝佳补充$从此也不难想见作者铢积寸累%

处处留心的恒心和艰辛$

罗时汉是地道的'土著(!笔端流露出浓烈
的家乡情怀!在对这座生养他的城市历史追怀
的同时!也不断关注着城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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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神来
之笔!郑和 )次远至极天际地的远航!不仅开
创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航运的壮
举!还一个东方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呈现给世
界$ 但同样令国人遗憾更疑惑的是!为什么郑
和下西航的效应如流萤闪现!数百年后中国人
的海上开拓却一蹶不振1

澳籍华人% 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拓荒者的
雪珥在新近出版的*大国海盗,一书中!提出
了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 那就是+ 以往都认
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 而实
际上! 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
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
系$

ûü=M�ýþÿ!"

一个知之甚多但流传甚广的谬误就是!那
种以为 !*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 是中国人第
一次'奔向大海(并亲近'蓝色文明(!但这种说
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一
个'海上中国(就已经在东亚世界现出了它的
雏形$

在唐朝!就有了从广州到马来半岛再到印
度和波斯湾地区!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瓷器之
路($

尤其到了南宋年间!宋室南渡之后!海洋
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
海洋大国$ 根据元初的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
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 !+,个.*大德南海志,/$

仅泉州一地!参与海外贸易的富商巨贾数不胜
数$ 就连公众熟知的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也是
从今天的福建泉州起航$ 据有关史料记载!

!$"!年春! 马可&波罗护送元代公主到波斯完
婚$ 乘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从泉州启航!

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 在*马可&波
罗游记,对泉州中外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
的胜景曾有精彩描述$

但遗憾的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
这一进程$ 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切断了
民间的%内生性的海洋贸易的血脉$

#$P��"Í%&'0

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
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耀兵(一直是朱棣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
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
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
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而郑
和的庞大船队!就成为这种威慑力量在海外的

最好载体$ 而此前朱元璋推行的'海禁(政策!

与'耀兵异域(相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
质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
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 这一
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实际上是同
样的保守动机$

在这种 '耀兵异域( 的思维下的海外贸
易! 其注定异化为对海外藩属的 '金元外
交($ 当时的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统
战部($ 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
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
系$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
'贸易(也是一种'厚往薄来(的国际化'统战($

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
.今印度科钦/ 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 !两白
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
斤胡椒的采购价为 $#两! 这种慷慨令世界瞠
目$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
得更为淋漓尽致$ 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思
威(!大把撒钱$ 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
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
程%形象工程的含量$ 无论'买(还是'卖(!在郑
和的强大游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
至丧失!纯正的商业体系自此崩溃$

()*+,¨T-

'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
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 大明朝的老百
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的虚幻的脸面$而
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
郑和切断了血脉$*明史&郑和传,载+'所取无名
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 (

而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则可以免费搭乘
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 据
记载!明成祖在位期间.!+#$-!+$+/!总共接待
了 !",个使团$ '赍赐经济(!日益成为明帝国
沉重的经济负担并造成白银大量流失$ 在明成
祖驾崩前三年!明代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
季能领到银两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

这种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一直使
用了 +#多年才库存耗净$

成化年间! 有太监鼓动明宪宗再下西洋$

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
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
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
益2 (.*殊域周咨录,/#

明代经济与宋元时期的民间性质的海外
扩张贸易有本质不同# '海禁(造成不仅沿海走
私之风泛滥!倭寇之患更为猖獗-也给民间财
富造成严重损失# 这从另一面也许解释了郑和
下西洋这种海外宣威的'面子工程(的难以为
继# 这或许能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郑和下
西洋为何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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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图书馆近日开通 '掌上图书
馆(服务项目!用户不用再跑去图书馆!通过
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即可随时随地%

方便快捷地获取丰富的数字图书资源#

该图书馆以移动无线通讯网络为支撑!

以适应移动终端一站式信息搜索应用为核
心!将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形式资源
利用 ,/网络%有线%无线通讯网络发送至用
户手机%手持阅读器等终端中!实现读者异地
借阅%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阅读!为公众提供
随时%随身%个性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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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枫叶红(

郭乃源中国画作品展!!# 月 $! 日在海南
省博物馆开展# 常年扎根五指山坚持创作
的海南省军旅画家郭乃源以 *#多幅'秋染
的枫采(系列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五指山红
叶的独特魅力#

郭乃源是海南省军旅书画家协会副主
席!在五指山采风创作已有 +#多年# 本次
展出的作品! 是郭乃源常年在五指山区采
风写生! 对著名的五指山红叶仔细观察的
厚积薄发之作# 这些作品赋形写意! 笔法
洒脱%意境苍迈!传达出五指山区'红枫染
山秋更浓( 的美好意境# 他笔下的枫树独
树一帜!树身苍劲有力!枝桠倾斜有型!树
叶疏密有致! 犹如久历风霜的人回到阔别
多年的故乡!一身沧桑!但不失飒爽之气#

此次展览由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主办!

海南省军旅书画家协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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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四
届'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的一部
分! 共 0位清代帝王的 !1幅御笔书法作品
$!日起在京集中展出#

清代书法在近三百年的发展史上!不但突
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书
法!而且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
成就!可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
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

此次展出的 0位清代帝王的书法作品均
为御笔上乘之作# 清代帝王的书法作品中!顺
治皇帝书法善'钟.繇/%王.羲之/(二体!书法
严饬!清十三帝中!唯雍正皇帝字可与之相提
并论- 康熙皇帝尤好明代董其昌的书法!'上
有所好!下有所效(!在康熙皇帝的提倡下!'董
书(风行天下#

据悉! 此次展览中乾隆皇帝的御笔书法
最多!其中*御临王帖,和*御临倪瓒画谱,各
册页八开!均为用心之作!精美雅致#

中国电影市场患上“产业综合征”
89v:;<=ó,>1?@0AB

¤56 中国的影市是全球范围内最
具潜力和爆发力的市场! 中国电影的城市
票房收入在 0年里!增长了十倍-中国电影
的银幕数量! 正在以每天约 )块的数量迅
猛攀升# 市场繁荣的直接产物就是电影公
司在海内外的上市% 大量外来资金的迅速
涌入# 而在第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组
委会高调宣布中国去年电影票房破百亿的
消息!更是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 在一派盛
世繁华背后! 已然有许多电影人根据自己
的经验和冷静的思考泼出一瓢瓢 '凉水(#

资本过度膨胀和干涉之下! 中国电影正在
'唯市场论(上愈行愈远!坚持艺术几乎成
了最奢侈的行为#

记者在合肥采访了一些前来参加金
鸡百花节的业内人士!也许他们的反调和
忧虑更有利于为正趋于狂热的中国电影
降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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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影联院线的副总高军是圈内知名
的市场人士!此前操作过*密室之不可告人,

*观音山,等中小成本电影!均创下不俗票房#

谈及大量资本进入中国电影市场! 高军的观
点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认为中国电影市场
好!赚钱容易!所以许多资本都进来了# 钱多
了!市场当然更火!但是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
出现创作跟不上的现象! 那么其结果可能就
会是在一阵狂热之后!中国电影被毁灭# (

巨额投入却没有相应的产出! 自然就会
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高军指出!这在中国电影
市场上是有先例的!曾经投资*秦颂,*红粉,

等电影的某公司!就是典型案例# '当时它忽
悠得多大啊!可是现在哪还有它的影子呢# (

大量资金的进入! 让中国电影人突然
之间就'不差钱(了# 高军提及他今年有好

几次为了拒绝别人的邀请! 直接报了个很
不合理的高价!结果居然全部都被接受了!

直接要他签约# '这是不正常的!都指着市
场好赚快钱!谁都没有过问一句!中国电影
的创作跟得上吗1 (

当电影违背了它的客观发展规律!都
跟着资本这根指挥棒走! 其后果自然将走
向毁灭# '都说好莱坞很商业!可是即便如
此!八大影业公司有几家是上市的1 因为人
家明白! 按年考核的报表不符合电影的自
身发展规律# (高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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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电影在市场狂欢的背后!

票房作为一种金色诱惑!它与娱乐性的无边
泛滥互为唱和!随之我们电影市场的生态环
境乃因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丧失了对文化
的虔敬之心#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对

记者痛斥中国电影目前存在的拜金现象#

黄式宪认为!中国电影市场进入'后百
亿时代(!却出现了一个前所罕见的'产业
综合征(!'吸金( 的思维竟代替了人文的
自律性以及艺术的创新与智慧! 现实主义
精神悄然间就被逐出了银幕# '$#!!年占
领国产电影票房高端的五部影片分别是+

*让子弹飞,*非诚勿扰 $,*大笑江湖,*新
少林寺, 与 *武林外传,! 是很贫血的电
影# (黄式宪直言不讳市场口碑很高的*让
子弹飞, 是姜文作为导演的败笔!'从 *阳
光灿烂的日子,到*让子弹飞,!姜文事实
上完成了一次从3用心灵创作电影4到3用
手艺制作电影4的转换!他的身份从艺术家
蜕变为手艺人# (

黄式宪表示!电影作为精神文化产品!

其精神文化的价值应当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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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
山西南部地区的 !!处国保单位自 $##0年陆
续开工至今年 0月!已全部修缮完毕#其中中
国现存最早的戏剧舞台高平二郎庙戏台!昔
日屋顶瓦砾破败% 墙体局部塌陷的状况得到
全面改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平二郎庙!位
于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报村! 是一处保存完
整的道教建筑群! 庙内共保存清代建筑 !+

座!金代建筑 !座!其中二郎庙戏台建于金大
定二十三年.公元 !!0,年/!是中国现存最早
的戏剧舞台# 该戏台为研究中国戏剧发展史
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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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
师梁实秋台北故居 $$日揭牌!梁实秋小女儿梁文蔷%诗人余光
中%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等共同出席揭牌仪式#

梁实秋 !"+"年赴台后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 !1年!他在
台湾唯一完整保留的故居 '雅舍(! 地点在师大商圈云和街 !!

号# 从 !"*$年起!梁文蔷与父母一起在这里住了 )年时间!后
屡次搬迁# 这座故居是目前台湾保留最为完整!也是梁实秋最
念念不忘的一栋#

步入故居!日式宿舍特有的桧木香气扑鼻而来# 梁实秋故
居占地约 $)#平方米!前后庭院约 !##平方米!为三房一厅一
日式门廊建筑# 台湾师范大学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将其整修!采
用当年铜制排水孔%文化瓦%桧木墙砖等!使其在荒芜许久之后
以全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云和街 !!号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院内树龄超过
0#年仍亭亭华盖的面包树# 年近 0#岁的梁文蔷回忆说!)年居
住时光中!父亲常与家人和朋友坐在树下!消夏闲谈阅读文学#

!"),年 !月!移居美国后的梁实秋在 )#岁生日时!也特别抒发
对面包树的眷恋情感+'莫叹旧居无觅处!犹存墙角面包树(#

目前!'雅舍(里规划成五大主题区+梁实秋生平%梁实秋
故居介绍%梁实秋与台湾师大%梁实秋与莎士比亚%梁实秋与
雅舍小品#

梁实秋.!"#,!!"0)年/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 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英国文学史家%文学
家%翻译家# 他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学创作!

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 代表作为
*雅舍小品,*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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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驻沪总领馆和上海市作协联合举办'心灵之桥)))

庆祝泰戈尔诞辰 !*#周年诗歌朗诵会(! 纪念这位印度
大文豪与上海的文学情缘#

!"$+年 +月%!"$"年 ,月与 1月!泰戈尔三次乘船
抵达上海访问中国! 开启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印文化交
流!并在当时的中国掀起'泰戈尔热(#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赵丽宏说!泰戈
尔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当天!中
外艺术家在上海作家协会! 朗诵了印度文豪泰戈尔的
*园丁集,%*吉檀迦利,等著名诗集中的名作#

'大地编织着秋雾!它沉思的面容唤醒我心中的渴

望-即使希望落空!它引起的痛苦仍是甜蜜的00(著名
表演艺术家曹雷动情的朗诵!在中外听众心中激起细腻
的惆怅之情!如涟漪般层层荡漾#

曹雷说! 上海作家协会办公楼坐落在巨鹿路
上! 距离泰戈尔访华时曾经入住的徐志摩旧居很
近!'今天在这里举办泰戈尔诗歌朗诵会!格外让我
感到这位文学大师离我们很近!他的精神与我们在
一起# (

今年是泰戈尔诞辰 !*#周年! 也是中印文化交流
年#上海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此前!由上海市档案馆
与印度驻沪总领事馆合作举办的 *泰戈尔的中国之旅,

暨*泰戈尔画作,展已向公众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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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文保所将对大东门外战国墓葬中的人骨进
行 23%检测一事!著名考古学家%河北省
文物局副局长谢飞 $$日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为人骨做 23%检测的重要意义在
于人种学方面的研究#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通过 23%检测可确认其族群!为古人类人
种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有媒体 $$日报道说!张家口市宣化区
文物工作者在对大东门外一工地进行文物
勘探时!相继发现了 !0座人骨保存比较完
整的战国墓葬!文保部门将运用 23%技术
对 $###多年前的战国人骨进行检测!对中
国战国时期人种%性别等特征进行研究#

据介绍!这 !0座战国墓葬中的人骨保
存得都比较完好!'这不仅在国内考古发掘
中较为罕见! 尤其在当时地处燕国的宣化
地区更为少见(# 目前!文物工作人员已经
对战国人骨从头骨% 脊椎骨到四肢骨全部
进行了测量%观察%拍照和详细记录!将所
有数据和记录输入电脑进行数据处理!并
委托权威机构进行 23%分析%微量元素检
测等项检测#

这些人骨之所以能够完整地保存下
来!与墓葬的环境直接相关# 酸性土壤的
腐蚀性往往较强! 一般土壤呈碱性的!墓
葬中的人骨保存相对完好# 张家口市阳原
县泥河湾遗址曾发现过约 *###年前的古
人类骨骸! 当时委托了吉林大学做 23%

检测!为人种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