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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城市

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

/ 李波

说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普通百姓绝大多数深

信不疑，这是一个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自然

观，也是一个有敬畏自然理念的生存观。所以，先人

择居而住，总是首先考虑房子的风水。但是，人类社

会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诞生，城市成为人类文明发

展、丰富、积淀和结晶的重要地方。

邓云乡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认真读他的书却是前
几年的事。那时候我正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
涉及到明清时期的物价史。家兄推荐我读他的《水流
云在丛稿》，说上面有篇《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写得
很好。一读之下，很是为他冲淡的、类似遣兴的文风折
服，惊其渊博倒在其次了。据说冯其庸有感于他文如
泉涌，不掘地而自出，向他请教缘由，他说天天读，天天
写而已。正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的确受益无穷。

邓云乡手札
/ 叶康宁

1.《变革的基因：如何创新战略、搭

建团队、提升战斗力/实践篇》

杨国安 著

2.《经济奇点》 史蒂文·希尔 著

3.《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

机和出路》 丽贝卡·D·斯科塔 著

4.《我在未来等你》 刘同 著

5.《建筑的声音》 隈研吾 著

6.《星球大战1-7》 组编

7.《因为你值得》 高圣芬 著

8.《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俱乐

部》 让-米切尔·盖纳西亚 著

9.《摆渡人-2-重返荒原》

克莱儿·麦克福尔 著

10.《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

布雷特·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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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天空中的
舞蹈

/ 胡艳丽

匠石之叹
/ 崔铭

城市就像一块大磁铁，人们接踵
而至，追求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享
受。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来到城市的
人们逐渐放弃了对居住房屋和周边环
境适宜性的选择，风水的概念渐渐淡
出人们视野。城市发展方向成为社会
权力的高度体现，城市风貌特色成为
规划师喜好的反应，城市建筑形式成
为设计师的试验，以至于到21世纪，
人们无可奈何地发现“千城一面”，个
人完全屈从于市场的供给，只能入住
水泥钢筋铸造的“方盒子”里。中国也
没有逃脱城市发展的副作用影响，甚
至成了各类建筑设计流派的试验场。
中国城市建设何去何从？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人们就不断提出思考。

在众多关于城市建设的讨论和思
辨中，我们不能绕过钱学森先生提出

的“山水城市”概念。从上世纪90年
代开始，先生提出中国的山水画要为

“山水城市”建设服务：“我国画家能不
能开创一种以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建筑
为题材的‘城市山水’画？所谓‘城市
山水’即把中国园林构筑艺术应用到
城市大区域建设。这种图画在中国从
前的‘金碧山水’已见端倪，我们现在
更应开始一种新风格‘城市山水’。”

当然，先生在这里说的“山水”不
只包含自然里的山河、湖泊、森林和湿
地等，还应包括人工建筑体甚至民
居。二十多年过去，城市发展不能说
没有进行过尝试和努力，比如：清华大
学教授吴良镛在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
改建中大胆创造“楼房四合院”的住宅
形式，把北京胡同文化符号带进现代
建筑中，体现出传统民宿特征，老百姓
都很喜欢。但由于被市场利益所裹
挟，大多数城市发展仅以“摊大饼”方
式扩张，山体被削平、水体被填平、森
林被砍伐、湿地被复土……取而代之
的是混凝土广场、公路、建筑、商品房。

从我国国土资源禀赋看：964.3万
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须严守120
万平方公里的基本农田、严保122.5万
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防止53万平

方公里的湿地、8万平方公里的湖泊
以及5万公里长的河流遭受破坏和污
染，由此推算出最适宜13亿中国人生
活的地方只有6万平方公里。然而，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我国城区
面积为19万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为
5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52102.3平方公里、城市征用土地面积
为1549平方公里。这些数据说明，城
市发展所需的资源已远超现有国土承
载能力。

好在，当下有人开始将钱学森先
生的“山水城市”找回来作为利器。
就像当年吴良镛先生改造菊儿胡同
那样，有气魄的创新者比如建筑设计
师马岩松，将中国水墨画的简约、灵
动、留白等文化气质根植于繁杂、硬
质、密实的建筑体中，给人以诗情画
意的居住感受。又如，清华大学建筑
研究院提出“第四代建筑”概念，将建
筑体本身当成一种“山水”资源，将市
民的居住面积控制在一个基本水平，
采用“楼宇胡同”的设计方式，把剩余
的建筑空间作为每个家庭房前屋后
的庭院。

还是有理由憧憬，我们的未来城
市，将是风情万种的“山水城市”。

邓云乡先生有本《红楼识小录》
风靡海内，影响极大。所以，人们习
惯上把邓云乡先生称为红学家。为
什么叫“识小录”呢？《论语·子张》里
有一句话：“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
其小者。”先生的渊博在当代已经少
有人可望项背，他又自谦如此，真真
是折煞吾侪。先生的书房叫“水流云
在之室”，取自老杜《江亭》中的句子：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鄙箧所存邓云乡先生书札一通

两叶，作于1998年9月3日，是寄给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李育先生的。信
封和信笺都是邓氏自印的，信封上印
有他的居址，信笺上印有“红楼”葫芦
印和“水流云在之室”方形印。曩昔
曾见先生寄给作家李辉的一封信，也
是写在这种信笺上的。

我认为练字可以掌握间架结构，
但是难以练出好的气息，气息的雅俗
必须通过读书和做人来涵养。邓云乡
先生固不以书法鸣世，但他的修养和
学识却让他的字里行间有种难得一见
的雅致气息，这种气息既古朴浑厚，又
风流蕴藉，实在许多名家之上。邓云
乡先生过世后，惊悉噩耗的老友冯其
庸曾赋诗一首：“水流云逝人安在？一
尺遗书系我心。多少京华梦里事，天
涯何处觅知音！”

大汉盛世一直是国人的骄
傲，汉乐府民歌却让我们读到了
盛世下的阴影。

比如《妇病行》。穷苦的底层
妇女身患重病，临终时给丈夫交
待后事，要他好好照顾几个孩
子。丈夫肝肠寸断，外出求助，路
遇亲友，涕泣不能自已。再回到
家里，家徒四壁，孩子们嗷嗷待
哺，哭着要妈妈抱。见此情景，丈
夫五内俱焚，悲愤地想：索性不管
了，反正大家很快就全都要饿死
病死了。

再如《东门行》，是为人夫、为
人父者的口气。生活极度贫困，
一家大小实在熬不下去了，丈夫
准备外出抢劫，妻子百般劝阻，但
丈夫还是决意去了。这种行为当
然不会有好结果的，全家也会因
此迅速遭遇灭顶之灾。结尾的哀
叹，就是他们悲惨命运和黯淡未
来的预告。

文景之治也好，汉武大帝也
罢，有谁想过底层小人物的生存
和生命？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
乐，有多少人在关注？幸亏，还有
汉乐府民歌收集了底层的状貌。

然而正是无数小人物合力推
动了大时代。大哲学家波普尔
说：“人类的具体历史，如果有的
话，那一定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
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争和受
难的历史。”“那被遗忘的无名人
物的生活，他的忧伤和快乐，他的
苦难和死亡，这才是无数年来人
类经验的真正内容。”

我关注社会边缘人物、底层
小人物，不仅因为我就是他们中
的一员，也因为小人物最容易被
忽视，是被侮辱被损害和被遮蔽
的一群。野百合也有春天，小人
物也有故事，有喜怒哀乐、爱恨情
仇。小人物的自由和权利如何，
在根本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
和进步程度。

祈祷上苍让小人物活下去。
呼唤让小人物活下去的盛世。

屠格涅夫说：“一切感情都可
以导致爱情，导致热烈爱慕。一
切的感情：憎恨，怜悯，冷漠，崇
敬，友谊，畏惧，——甚至蔑
视。 ”

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似乎也是
这样多元……

尽管庄子对惠子的人生追求
与学术思想都颇不以为然，但是
他的生命中却早已习惯了惠子的
存在。当惠子先他而逝时，对生
死早已淡然处之的庄子仍不免体
验到一份强烈、难言的空虚与失
落。

这一天，秋风瑟瑟，落叶纷
纷。庄子去北郊的墓地为故去的
邻居送葬。踏着林间枯黄的草
木，他们经过一座又一座坟墓。
那些或高或矮、或奢华或寒俭的
墓碑下，曾经都是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啊，曾经都在这世间有过他
们的悲欢和爱憎。不过，如今这
一切都掩盖在薄薄的黄土之下
了。一路上，庄子陷入深深的沉
思。 忽然，他停住了，面前的石
碑上写着：“魏大相国惠施先生之
墓。”墓前松柏还是庄子亲手所
植。时间过得真快啊！他伫立良
久，轻轻叹息，回头对跟随自己身
后的学生说：

“楚国郢都有位出色的泥水
匠，他的技艺超群，常常宽袍大袖
去粉刷墙壁，劳作一天，从头到脚
纤尘不染。可是，有一天他失手
了，一点像苍蝇翅膀那么薄的石
膏水溅到了他的鼻端。他很懊
恼，下班后就去找他的好朋友石
木匠帮忙，请他用斧头将那已经
干结的石膏削去，引来一大群好
奇又紧张的围观者。只见石木匠
轻松地挥起斧头，发出呼呼的风
声，随手砍去，石膏完全削除而鼻
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泥水匠站
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围观
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喝采声。人
们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竟越过国
境传到了宋国。宋元君听说后，
十分好奇，派专人行走千里，把石
木匠召到宫中，请他现场表演一
遍。可是石木匠说：‘我以前确实
削过，可是，我的那个对手已经死
了好多年了。’”

说到这里，庄子的声音有一
点哽咽，停了一会，继续说：

“自从惠先生死了以后，我就
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
了！”

如果说美国作家本·方登为
《漫长的中场休息》留下了光明结
尾，那么在其《与绝迹之鸟的短暂
邂逅》中，则更多地将光明隐去，通
过8个荒诞而现实的迷你短剧，揭
示时代巨变中战争、贪婪、欲望给
人类和世界带来的种种伤害。

以书中《中部山脉近乎绝迹
之鸟》为例，故事发生在哥伦比
亚，鸟类学家布莱尔为了收集资
料，深入山区，却被叛军绑架。
被绑架期间，他意外发现森林中
栖息着近乎灭绝的稀有鹦鹉。
他不再畏惧死亡，不再想着逃
离，只是克服一切困难做好鹦鹉
观察笔记，他甚至想用人类的力
量去帮助鹦鹉在仅剩的栖息之
地壮大族群。此时于他而言他
的生死都没有一只鸟的命运重
要了。

“跟着鸟的足迹，你的灵魂会找
到平静”。鸟类有着善于飞翔的翅
膀，羽翼张开时有种圣洁的美，而落
于树梢，则如同精灵。在布莱尔看
来，“鹦鹉身上无与伦比的鲜艳色彩
就像一股原始力量，时刻振奋着他
温暖而柔软的灵魂深处”。布莱尔
在森林中观测到61只赤帽鹦鹉，在
文献中这是已灭绝物种，“鸟冠像一
团绚烂的火焰，胖乎乎的身子是碧
绿色的，羽毛上点缀着起保护作用
的蓝色和红色斑点，就像光滑的
M&M豆……”它们与濒危植物蜡
棕榈强烈依赖。鸟和树，看上去生
机勃勃，但实际上这已是它们最后
的栖息之地。

这些小精灵的存在，本来可以
让布莱尔完成一篇出色的学术论
文，然而由于相机被叛军没收，他所
见的一切无法成为有效的证据，除
非他杀死一只鸟，让它成为标本。
但他宁可烧毁自己的笔记，也不愿
意去伤及一只鸟的性命。

布莱尔的祖国来了一队精明商
人，和叛军谈论投资、贸易。布莱尔
被叛军当成翻译，参与谈判，他发现
叛军要以拯救国家的名义，将这片
鹦鹉仅存的森林交给对方做砍伐场
以补充军费。

布莱尔重获自由之日，也是他
与那群赤帽鹦鹉告别之时。悲剧不
需点明，结尾让人看到世界即将风
雨摧折的萧条。战争是欲望的外在
表现，而欲望是吞噬这世界所有美
好的万恶之源。在这没有枪炮声响
的故事中，我们感受到的却是更大
的悲剧，山林被毁，水枯鸟尽。

仰望天空中的舞蹈，鸟类是世
界的和平使者，大地生态平衡的信
使，鸟儿舞蹈和鸣唱不息，这个世界
就仍旧有生机和希望，鸟儿是人类
留给自己、留给地球的天空舞者。
本·方登以文字之剑，以心灵希望之
光，击穿光怪陆离世界的荒诞，绝非
要令读者陷入悲凉，而是给予我们
更多的爱和挑战的勇气，以守卫和
平，希冀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 记
者从 24 日在京举行的第十届中
国版权年会上获悉，著名作家迟
子建、阿来等10人获2017年中国
版权卓越成就者奖。

第十届中国版权年会由中国
版权协会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副局长、国家版权局专职
副局长周慧琳在会上发表书面讲
话指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
版权强国建设，要加强版权创造，
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加强版权保护，营造良好版权
生态环境；要加强版权运用，促进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据介绍，2017 年中国版权协
会着力完善组织机构，提高服务

能力，配合政府工作，开展反盗版
维权；先后上线中国版权协会版
权监测中心平台、成立艺委会专
家顾问委员会和软件工作委员会
等；开发正版软件网络版检查工
具，完成了对辽宁、吉林等6省份
286 家省级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
工作。

会上还颁发2017年中国版权
卓越成就者奖、中国版权最具影
响力企业、中国版权年度特别贡
献奖。吉林出版集团总经理刘丛
星、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四
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北京市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总队长李树
江、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张凌云、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孟鸣飞、上海市版权局
局长徐炯、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
元、百度副总裁梁志祥、北京数码
大方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雷毅等
10 人获 2017 年中国版权卓越成
就者奖；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等 41 家企业获 2017 年中国版权
最具影响力企业奖；外文出版社
和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获 2017 年中国版权年度特别
贡献奖。

2017年中国版权年会

迟子建阿来等获卓越成就者奖

2017年中国版权协会着力完善组织机构，提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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