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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颖 实习生 黄一丹

重读历史，方能知耻而勇

文化周刊：能谈谈《重读甲午：中日
国运大对决》的创作目的和写作理念吗？

金满楼：戴季陶写《日本论》时说，除
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外，就没看见什
么专论日本的书籍，而日本所做关于中国
的书籍，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囊括了政
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放在解剖台上解
剖了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千百
次。我们中国人却多是一味的排斥反对。

让人警醒的是，甲午前的国人对日
本尚无所知，战后还是对东邻不了解。
到了今天，普通民众对日本的感觉多同
样如此，比如一些网上出现的过激言论，
就存在着不理性的氛围，认识与了解近
邻竟成了不易之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莫大的遗憾。

倡导一种平和而理性的历史观，是
我想在写作中追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
而言，《重读甲午》不是“应景之作”，是想
试图对之前的历史叙述进行重新梳理与
修正，目的无他，意在提醒国人客观地看
待我们无法摆脱的邻国，同时理性地对

待之前的历史失败，知耻而勇，奋发图
强，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周刊：今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
120 周年，反思战争对处理中日关系有
何现实意义？

金满楼：对120年前的中国人而言，
甲午年无疑是灾难之年，但这场灾难究
竟因何而起、国人又该从何处雪耻，却是
百年前乃至现在都值得深思的问题。孙
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
的惨败正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至理名
言。正所谓，盛世易毁，居安思危。至少
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的时期，如何稳定并保持这种局面
并力求变得更好、更强，是所有国人应该
认真思考的问题。事实上，相对落后的
国家并不需要过分的急躁，如能摸准时
代的脉搏，迎头赶上，同样具备后发优
势，即，我们应努力去做到“有所恃，而恃
人不敢犯也”。

长时段全景分析中日国运

文化周刊：此书以全视角描绘了19
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在西方文明入侵东方
世界后，为谋生存、求自强走上不同维新
道路乃至兵戎相见的历史卷书。该书的
独创之处在哪里？有何思辨特征？

金满楼：我以洋务运动及明治维新
作为切入口，用比较的方法透析甲午前
后的中日恩怨纠葛，试图以一种“格局”
的视角，在历史的长镜头中聚焦当年的
这场中日国运战。之所以采取这种写
法，是与我的学术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
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之后读的是国际关
系学，这种国别比较史的架构相对得心
应手，由此也有别于其他同类题材书。
在我看来，单纯的叙述甲午战争的过程

近乎俗套，而且意义也不大，用一种长时
段、全景式的方法来了解东亚两大国的
竞争史，或许更具现实的启发意义，并让
读者拥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文化周刊：该书题为《重读甲午：中
日国运大对决》，而全书仅用第四章“决
战甲午”记录和还原了甲午中日战争的
历史图景，本书中您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金满楼：目前关于甲午的历史书，多
数关注于当年的战事如何，而鲜有对近代
中日两国相互竞争过程的系统梳理，看下
来仍让人觉得雾里看花，不明所以。此
外，还有许多有意无意、似是而非的误导，
如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制度比较、日本
对中国及俄国的战胜是立宪所致等，这些
都忽视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即日本在对
外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其实是集权主
义与军国主义的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道德与信义的
强者生存逻辑最终会破产，正如《菊与
刀》中说，日本在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辩
护时，其践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
人生存”的基本准则。正所谓，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你要生存，你资源有限，但
也不能建立在践踏剥夺他人、他国生存
的基础上。反过来说，军国主义危害巨
大，但失败者一心一意为了强大、为了复
仇，那东亚的天空同样危险。在不远的
未来，中日两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两国国
民必须思考的问题就是，要从思想上根
除摆脱这种“一山不容二虎”的山大王概
念，东亚才会有真正的长久和平。

解读时代特征和民族特性

文化周刊：您在书中是如何就甲午
中日战争中清政府败北的深层次原因进
行解读的？

金满楼：甲午失败有多个原因，海
军的失利、陆军的全面落败只是表象。
以深层论，一是清廷决策者缺乏战略眼
光，误判时代特征（弱肉强食的 19世
纪），这导致在与日本的军备竞赛中落
于下风；二是清廷治理模式仍为传统的

“小政府、大社会”，在社会各层面上，
包括教育、实业、政府机能等各方面，清
廷均全面落后于明治政府，导致的结果
是，中国的资源、人口等方面均超过日
本，但缺乏动员能力而无法应付大规模
的近代战争。

文化周刊：著名军事史专家徐焰少
将在本书作的《序》中谈到“国民性”问
题。甲午战争中，“日本民众绝大多数是
狂热支持侵华的；中国清廷不仅无能，百
姓也是萎靡不振。”您在本书中是如何诠
释“国民性”这一问题？

金满楼：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文治
习气浓厚，这与日本的武家社会有较大
区别。以国民性而言，甲午战争对中国
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时大部分
国民依旧愚弱无知，一些内地省份的民
众甚至根本不知道战争的爆发，觉醒与
动员更不用提；另一方面，则是士人的觉
醒超出想象甚至走向了不必要的急躁，
如沈葆桢所说，“天下事多坏于因循，而
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鲁莽，则其祸更
烈”。从某种程度上说，甲午的战败开启
了中国激进主义之先河，因为战败，所以
着急，结果是越急越乱，越乱越坏，每到
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总会在激进主义
的干扰下选择一条最糟糕的路。以此而
论，许倬云说的“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
爆发点”未必准确，事实上，中国近代史
上人心思变的爆发点是甲午的战败，此
后中国才真正开始了近代的历程。这一
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120 年前，甲午年
无疑是灾难之年、耻辱
之年；120年后，又值甲
午，这是复兴之年、图强
之年。历史的转轮重回
甲午，当年的惨败是深
埋在国人心头的一根倒
刺，一碰就疼，大量的读
者都迫切想知道，中国
为什么会战败而日本为
什么会战胜？更重要的
是，日本究竟是怎样强
大起来的？

有关“中国”的这个
题目，日本人放在剖析台
上已剖析了千百次，但反
观中国，甲午战争前的国
人对日本尚无所知或知
之甚少。近代史研究学
者金满楼，近日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谈及6月
新作《重读甲午：中日国
运大对决》，“倡导一种平
和而理性的历史观，是笔
者在该书写作中想呈现
出的追求目标。”

在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作者主张通过
开放新的空间来改革旧的体制，通过培植新的
利益来克服既得利益，通过释放社会和地方的
潜力来化解官僚体制的惰性，通过保护社会来
促进社会转型。

思想的浮冰

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正在悄悄滋养，想要
成就一项事业，就要充满韧劲地挺住，把它苦苦
地熬成传统。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希望与读者
分享自己致力于复建清华国学院以来的所思所
虑。流露出刘东在现代社会的危机时刻呼吁激
活“中体西用”，思考中国文明新立场，熬出中国
文化新传统的良苦用心。

刘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6月

治大国

熊逸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本书探讨古人对正义问题的纷纭复杂的或
清晰、或模糊的认识，揭示了正义问题在抽象思
辨中的逻辑终点及其在古代社会里的复杂呈现，
深入剖析了自洽性正义规则、对其作出否定、并
分析了这种否定精神在古人观念中的体现。

不确定的未来

郑永年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

著名作家梁晓声再度发声，2014“终结性”
时政之作《真历史在民间》七月面世。这是一部
讲述历史同时针砭世风的作品。上半部分以时
间为序，回忆上个世纪作者亲历或见证的历史
时段，以散文的笔法真实记录半个世纪以来名
人高干、大小官员、各色商贾的人物命运，融叙
述和议论为一体，用一个个小人物的真实经历
拼凑出那个年代里的时代大环境。下半部分关
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从海外视角出发，阐述
作者在世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所进行的思
考。

全书依旧沿袭了作者以往的“梁氏叙事”文
风，无论回望历史还是刻画当代皆一针见血，切
中要害，其中，部分章节还采用了实验写法，即借
用多重隐喻进行“魔幻写作”，穿越时空进行评
论，带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沙 可)

梁晓声时政新作面世

梁晓声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年7月

■ 王 全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当我读完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花城出版
社），合上书本，作者梁鸿这句话却一直
在我脑海里萦绕。不难体会，这是作者
对故乡梁庄日渐凋蔽荒凉命运怀有的
刻骨铭心的哀痛和无奈。

乡村精神的失落和衰败

这是一部让人既感动又为之震撼的
社会学著作，其震撼力首先来自于真实。
作者以田野调查方式，通过人物口述、乡村
观察，说出了农民的真实感受，对梁庄的生
存样态进行一种整体描述。作者肯定这
些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村道畅
通，不少农民建起了小楼，屋里彩电冰箱一
应俱全，但“繁荣”背后隐藏着衰落：“新房
子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
锈”，晃动在田间、屋檐下的是一些老人和
留守儿童，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
墟所统治。在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读到
作者对儿时梁庄的美好记忆，河水清澈，树
林茂密，可如今整个河道散发着恶臭，更可
怕的是由于过度采沙，河床形成暗流，吞噬
许多孩子的生命。作者还通过农民命运
的”个人史”，显示当代乡村的现实危机。
年轻媳妇春梅的自杀，表明“打工”生活方
式对正常家庭伦理的破坏伤害；9岁小黑
妮被邻居老头猥亵等极端案件，凸出了当
前农村道德观的破碎和“留守儿童”面临的
教育问题；而小柱子打工中毒惨死的遭遇，
则似乎昭示着打工者最终的命运，城市对
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

不仅于此，中国乡村社会存在问题的
严重性还在于乡村精神的失落和衰败。首
先是道德观念的变化，老人照顾留守孙儿
成为日后儿子媳妇们赡养老人的筹码，孝
道已沦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交易”；乡村教育
不再是被乡亲所热衷的事业，梁庄小学撤并
后，校舍变成了猪舍，校门口的标语变成了

“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农村治理结构松散，
农民对政治没有热情，老支书说：“梁庄村委
会进行选举，给钱也喊不来人”；政府推广
的“文化茶馆”变成了“麻将馆”，赌博、迷信
活动日渐盛行。书中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乡间有个民间藏书家，老先生一年前过世，
家中藏书被儿子全部当废品卖了，还将父亲
的书房改造成三间店面，做起了五金生意。
这种精神文化的衰退与颓废，才让人痛感村
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梁庄:中国人化不开的乡愁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说：“中
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梁庄》姐
妹篇极其真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乡村
的现状，引起人们的深思。近几十年
来，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中，数以
万计的村庄消失了，乡土中国与现代性
冲突的强度、烈度前所未有。正如贾樟

柯《三峡好人》中小人物的那声叹息：
“两千多年的城市，一直在这儿好好的，
没想到说淹就淹了……”每个农民，不
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被这汹涌澎湃的
潮流所裹挟，由此造成了留守老人和儿
童、农民工、乡村教育和村庄原有形态
及伦理道德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说
现代化确实给中国农村带来许多进步
和便利的话，它也同时带来了更大的

“暴力”，有的故乡与家园甚至被“连根
拔起”。乡村和乡村的人们，他们的感
受和声音在一片“发展”的口号中被湮
没，个体生命的挣扎被忽略了。梁庄农
民也因此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被遗
弃，要么出走，经历苦难。

对发生在梁庄的这些故事和问题，作
者没有答案，也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她只是
从情感和精神的角度，直面当代农民的痛
与悲、困惑与迷惘、挣扎与无奈。从社会发
展进程看，农村向城市转变是一种必然趋
势，但不是一种人为的结果；是顺势而为，
不是强扭瓜或是揠苗助长。令人欣慰的
是，国家决策层对乡村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体现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及“慎砍树、不
填湖、少拆房”等新的发展要求，强调人的
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中国乡村社会发展
面临一个新的契机。这些通俗而深情的
话，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柔情，也戳中了一
些地方城镇化发展的软肋，而对于中国千
万个梁庄以及梁庄农民来说，这不啻是一
个福音，更是一种期盼。

对于梁庄，作者这样说：“梁庄是我
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
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
结”。据说，非洲土著人有一个习惯，在
丛林旅行中连续走三天要休息一天。
问及原因，他们回答说：“躯体如果走得
太快，灵魂就会跟不上，所以要停下来
等等你的灵魂！”对于当下急剧变化、浮
躁不安的年代来说，在乡村社会变迁的
路上，也许我们是走得太快了，失去了
那些原本不该失去的。多保留一些我
们村庄的原始美丽风貌吧，留住它们，
我们就记住了乡愁，记住了乡愁也就记
住了回家的路。

直面梁庄的哀痛与乡愁

黎族文化
乡韵悠长

■刘明哲

我调到省里来，几个月后才认识曙
光。 至今我们相交有一年多的光景
了。有一天，他带着散文集《春雨》的打印
稿，嘱我读一读，我翻看了一些篇章，从中
闻到一股久违的我们黎族文化的气息。

这本《春雨》，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色
彩。五指山下五条河流哺育下的我们黎族
文化源远流长。这文化又像母亲的乳汁，
哺育着一代黎族父老乡亲。在这富有神话
色彩的地方，作者记下了故乡的那份情调、
情趣、情韵，透着色调浓郁的乡土味、人情
味，让你陶醉其中。书中尽情讴歌了黎族
新时代的新人、新事，把所接触到人与事、
景与情，幻化在理想的境界之中。

他写童年时代上山寻找黄蜂窝的
《黄蜂佳话》，字里行间流出浓厚的童
趣。描写细致动人，赋予了鲜明的色彩
和情绪。如用谣调对黄蜂说：“记住！记
住蝗虫，记住棍子；送回去，再回来；不回
你王骂，不返你爹打，打得稀巴烂。"童
稚有趣，童态万千，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
时代烙印。

写人记事的散文是不得虚情的文
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难于驾御
的文体。《春雨》第三辑《阴晴圆缺》“忧
郁”和“孤独”写得细腻，给人以凄怆的感
觉，融入了作者的忧伤情怀，使文章富有
凄惘、冷落和忧患的韵味。即使自远而
近地袭来，并不是说他“刻薄”，而是说他

“火气过重”的缘由。这种写作接近一种
文化散文，虽质朴无华，却学识深湛，引
人深思。邢曙光的散文，依照思想性和
作品的生活内容，文字朴实、纤秀、含蓄，
文句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委婉动人。
他写《感叹人生路》等篇章中滚烫的言
语、渊博的学识、炽烈的激情，使读者阅
后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撩拨和唤醒了隐
埋人们心中的自尊、自强和拼搏之激情，
且又入木三分地写出多年寂寞情感，既
有深厚的人生感，又有强烈的时代感，充
满着工作和生活的哲理，给人启迪，感人
至深。如在《调动》一篇中，写眼前的人
事，运笔从容，犹如小溪流水般潺缓、悠
长。

邢曙光在《春雨》所写的人物风情、
文化习俗，反映了黎族人民的精神风
貌。只因作者能熟悉和掌握了本民族风
俗习惯，才写出了黎族文化的原汁原
味。虽然在艺术上比较稚嫩，有些作品
写得真率但情嫌不足。但是面对他的真
诚，我们读者会被他的文字打动。他的
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保存我们黎族
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从民
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看，这本书自有其
应有的价值。

金满楼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年6月

■ 钟 芳

著名作家蒋勋是风靡海峡两岸
的集美学家、小说家、诗人、画家多
重身份于一身的文化学者，他的魅
力不仅在于他的从容和自适，更在
于他深谙在平实的生活中发现大
美。蒋勋新书《品味四讲》（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首次
提出生活美学的概念，让读者在享
受孤独与体悟生活后，找到自己独
特的品味，从美中获得情感与力量。

“美”这个字，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用到的机会很多。觉得一个人
很美，一片风景很美，读一首诗，看
一幅画，听一段乐曲，心里感动，也
都可能说：“很美”。近几年，谈及对
美学的普及，蒋勋是个耳熟能详的
人物。他多年在文学和美学上的默
默耕耘，写的《天地有大美》、《写给
大家的中国美术史》、《美的曙光》、
《美的沉思》都流传甚广，不会让人
觉得美学和艺术那么高不可攀，这
也是蒋勋特别善于从美的角度，掘
幽发微，并一直致力于达到的境界。

在《品味四讲》里，蒋勋凭借深
厚的美学功底及对现实生活的敏
锐洞察，用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
在广阔的生活中从食、衣、住、行方
面，重新审视“美”在现实生活中的
角色和美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与
延伸：如在小吃里发现信仰；感受
服装的体温；如何营造一个家；怎
样将急躁、焦虑和抑郁的心情转化
成缓慢的生活节奏；如何从生活细
节中找到快乐，享受悠闲的文化
……从而引领读者从朴素、健康的
物质层面，体会品质的意义，找到
属于自己的生命风格。

美与生活有关。食、衣、住、
行，可以每一天都是美的功课。作
者写到，我们一天三餐，每一道菜
拿出来，每一碗饭端上来，本身就
是一种美。“甜、酸、咸、辣、苦”这五
味，是我们口腔里面非常复杂的反

应。不同的味觉在舌头上有不同
的部位，会传达出非常多的讯号，
帮助我们学习到美。如果今天我
有一件纯丝的衣服要洗，我不会舍
得把它丢到洗衣机里去，在自己亲
手洗那件衣服的时候会有一种快
乐，有一种对美的感动。某些人富
了以后会在最贵的地段买上亿价
值的房子，然后请我去他家看，我
走进厨房，用手摸了一下，发现那
些进口的、非常贵的厨具连保护膜
都没有撕掉，说明他在这里住了两
年都没开过火，忽然间觉得好荒
凉，因为这个房子并没有变成真正
一个家啊。也许大家都有印象，爬
山的时候忽然会有一个亭子，或者
你走到溪流旁边忽然会有一个亭
子，你发现有亭子处就是让你停下
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建筑空间，但
也是一种提醒和暗示说：“不要再
走了！因为这边景观美极了……”

庄子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美虽不言，却借由蒋勋先生的
《品味四讲》流淌出来，渗透到我们
的心灵之中。蒋勋就是这样为我
们打开一个窗口，再打开一个窗
口，告诉我们，美的基础，是一种对
生命的爱。美，其实是回来做自
己。我能够不被整个社会的流行
所干扰，知道自己要什么，该怎么
选择，这是大智慧。

所有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
个字——忙。忙就是心灵死亡，不
要再忙了——你就开始有生活美
学。正如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所
言，“蒋勋善于把低眉垂睫的美唤
醒，让我们看见精灿灼人的明眸。
善于把沉哑喑灭的美唤醒，让我们
听到恍如莺啼翠柳的华丽歌声。”

读完这本书，只觉食之美，衣之
美，住之美，行之美，这些看似日常
微不足道的生活点滴经由蒋勋那清
丽之笔的描写，每一个字里行间都
能吸吮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原来生
命有了品味，就有对美的感动。

把低眉垂睫
的美唤醒

《重读甲午》作者金满楼

村话人形成于西汉，历经2200多年的演化
变迁，现居住在昌化江下游两岸的村话人，符、
文、赵、吉占70%多，加上钟、任、陆、张、郭、谢、王、
陈和金等姓氏，迁居人口占村话人的98%以上，
他们多是宋、明两朝从福建、江西、甘肃、广东、河
南等地迁入。本书从村话人的源流与演化、村
话、文化艺术与风情、名胜等不同角度，弘扬村话
人文化，抢救和保护村话人风情。（小文）

村话人人文风情录

吉君臣 陆登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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