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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一叶可以知秋， 一叶亦可障目。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变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已近知天命年龄的何帆雄心满
满， 立志未来30年每年写一本书， 目的是“记录中国历
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发生的故事”。
为了书写这项宏伟工程的开篇， 2018年， 知名经济
学者何帆团队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市， 巡游了10多个国
家， 拜访政策制定者、 智库学者、 大学教授等， 以既见
森林也见树木的“鹰眼视角”， 梳理出大国博弈、 技术赋
能、 新旧融合、 自下而上、 重建社群共五个更应着重关
注的慢变量。 围绕5大慢变量， 何帆又聚焦了人工智能、
极飞、 义乌小商人、 海尔平台化、 城市收缩、 电子竞技、
阿那亚和范家小学、 互联网商务等数十个小趋势， 试图
从中寻找一条驱动中国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小米的雷军曾说过， “只要站在风口， 猪也能飞起
来”。 不过， 并不是谁都具备“先赚一个亿再说” 的得天
独厚资源。 无论谁要想“飞起来”， 先得提前找准“风
口”。
“风口” 是大趋势， 所谓大， 自然因为先有小， 所
有大趋势都是小趋势发展壮大的结果。 大趋势人人都能
看到， 小趋势虽然可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可能影响未
来数十年， 但因其只是处于萌芽阶段， 规模小， 体量小，
不易为人察觉。
百多年前， 当第一辆整合了马车和蒸汽机技术的汽
车鼻祖出现在街头时， 除了吸引行人猎奇的目光外， 因
速度太慢、 操作困难、 故障率高、 污染大， 反倒有些灰
头土脸， 很快遭人嫌弃。 1858年， 英国甚至出台了“红
旗法”， 明令汽车“在郊外需限速4英里/小时以下， 市内
限速在2英里/小时以下， 而且在蒸汽汽车前方几米远的
地方要有一手持红旗的男人先行， 以使人们知道将有危
险物接近。” 那时的人们， 想必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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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趋势中
蕴含的大变量
禾刀

星期五

百多年后全球汽车年产量接近上亿辆， 汽车早就成了人
类生活中的必需品。
何帆这本书的写作灵感来源于美国未来学家马克·佩
恩。 10年前， 马克在 《小趋势》 一书中指出， “在我们
这个社会中正在出现一些最有力的力量， 它们是与我们
直观印象相反的趋势， 这些趋势正在塑造着马上就要出
现在我们面前的明天”。 马克提出了75个可能影响未来世
界发展的小趋势， 像睡眠不足的人、 渴望长寿的人等许
多内容已经逐步得到验证。
大小趋势并没有天然分野， 为便于观察研究， 马克
将小趋势界定为“占人口1%的群体出现的变化”。 何帆
参照了马克样本调查思路， 但又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客观
现实。 比如马克对于小趋势的遴选标准之一是未来10年
可能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何帆则期望， 30年后，
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中， 小趋势合力形成的这些变量
能够“生长成一种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从这一角度
看， 何帆笔下的小趋势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时间影
响力上则较马克的远得多。
2018年， 中美两国博弈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不过，
这场“贸易战” 对中国义乌的影响极为有限。 义乌小微
企业体量小、 成本低、 嗅觉灵、 转型快， 擅长在夹缝中
求生存， 善于通过强大的信息渠道相互交流， 高效地试
错， 所以对中美关系的敏锐觉察能力领先其他地区企业
至少一个身位。
小趋势的最 大 特 点 就 在 于 足 够 小 ， 但 又 “锋 芒 毕
露”。 小趋势不是参天大树， 但却有着大树那鲜为人注意
的茂密根须， 这些根须深植市场土壤之中， 努力寻找养
分和水分， 顽强地生长。 何帆将驱动这些小趋势发展的
内生动力概括为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并非政治学意义上
的， 更多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 想想也不难理解， 群众
是市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 他们就像是深植于市场和社
会土壤的茂密根须，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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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单的语言
说精炼的话
赵玮婷

“我担心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这本书。 ”这句话是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9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那时他刚凭
借《路边狗》一书获得了波兰最有声望的文学奖项——
—尼刻奖。
《米沃什词典》的译者之一西川曾提到，米沃什的作品中有一种
可称为“封闭性”的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与其他东欧诗人分享
了这种封闭性。 他们的作品具有向回看、向内看、寓言化和沉思的特
征；不可避免的沉重有时发展到沉闷。 米沃什的文字总是离不开20世
纪的历史记忆、维尔诺、波兰语、天主教这几个主题，过多的典故、地
名、人名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这些文字并不好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作者本人一方面渴望共
鸣，一方面又保持距离。 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到底能不能百分之百地用
文字呈现出来?米沃什曾说：“写‘我’的诗和‘歌颂上帝和英雄’的诗之
间，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描述的对象都被神
话化了。 ”另一方面，写出来的文字又有多少能被接受和理解?对此他
也一直抱有怀疑：“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诗人知道他们眼中
的自己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己。 这一点在他死后也不会改变，他的魂魄
没法从另一个世界发出信息以纠正人们的误解。 ”米沃什晚年一直都
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挣扎， 也不可避免地受在特殊年代留下的写作习
惯影响。 但即便如此， 我们仍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表达的渴望占了上
风，明知写出来也可能只是徒劳，同时又不愿表露得过于直白，于是，
他采取了一种保持距离的写作方式——
—与读者，也与自己。
初读这本书时我确实觉得难懂， 一是因为无论从知识面还是历
史经历的角度来说，我与作者都不对等；二是书中第一部分的文章类
似小品文，形式上短小精悍，语言上内敛含蓄，有的篇章还具有鲜明
的私人性——
—或是内心的独白，或是梦境的记录，或是久远的回忆，
又或是一段摘抄，几篇尘封的草稿。 如果把读书的过程比作登山，那
么以上两点的确增加了路途的艰难， 但登顶后便会有鸟瞰迷宫般的
豁然开朗， 继而发现那些需要费点脑筋琢磨的地方正是阅读中最可
贵的地方。 诚然，这是一本难懂的书，但也确是一本有趣的书，只是需
要多点专心，多点耐心。 米沃什说：“我写作时，并没有想故意写得深
奥难懂，也不认为自己的书是写给少数人看的。 但我也绝对没想过要
迎合大众的口味。 我设想我是写给与我相似的人看的，我把他们当作
朋友。 ”
波兰标志出版社于1997年首次出版了米沃什的《路边狗》，同年
问世的另一本书是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米沃什词典》。 这两本书在
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它们都采用了一种“高密度、大容量”的文体，将
很大的信息量浓缩在短小精悍的文字之中。 米沃什曾说：“我一直在
尝试写一种‘言简意赅’的文体，比如《路边狗》里的散文，它没有什么
诗歌性，更多的是平铺直叙，换句话说，我想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出最
精炼的话。 我在写这本书时运用了这种技巧，在写《米沃什词典》时也
是。 我希望读者可以翻开书，读一页，然后合上书，以后再读。 ”波兰标
志出版社主编耶日·伊尔格把《路边狗》形容为“有趣的杂烩，私人的
疯狂”。 我认为这话说对了一半。 书中每篇文章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解
释，相互铺垫；它是一锅杂烩，却不只是私人的。 对诗人身份的剖析，
对人与艺术关系的解释，对宗教的信与疑，对哲学问题的探究，对人
性的揭露， 对感怀之时的记录——
—哪一个不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
话题？
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能把最常见的话题写得有新意，
使之没有沦为老生常谈，从中可以窥见其非同一般的洞察力。 这不仅
是因为米沃什经历了20世纪的动荡， 还因为他的民族和文化归属一
直都是个复杂的问题。 诚然，一生漂泊的境遇无时无刻不让他体会到
孤独，但同时也馈赠他以难得的距离感，令他能够随时随地保持清醒
和冷静。 米沃什评价自己为“反叛的人”。 正是反叛的思维方式，使得
一个人能够脱离“集体无意识”，可以试图——
—无论成功与否——
—去
寻找事物真正的逻辑所在。
( 《路边狗》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

什么。
2018年， 中国网购用户突破6亿人， 网购商品零售额
突破9万亿人民币。 就在许多人以为网购会取代传统零售
市场时， “看似穷途末路的传统商铺又出现转机”， 包括
阿里巴巴、 京东在内的知名互联网企业不得不放下身子，
铆足劲拓展传统零售市场。
在互联网面前， 有的传统并未被摧枯拉朽， 而是表
现得足够顽强。 究其原因， 在于“传统定义了创新的底
线”， 虽然“互联网行业善于应用大数据， 但传统产业的
优势是小数据”。 验证这一结论其实并不难， 只需走进那
些远离都市的乡村便可发现， 虽然从年轻人身上依然能
够感受到网购的强大影响力， 但新兴物流模式对乡村明
显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所有的变量都是创新的结果， 所有小趋势都是创新
的雨后春笋， 但“创新也不是简单地弃旧扬新。 而是不
断地回到传统， 在旧事物中重新发现新思想”。 也就是
说， 创新必须立足于自身传统特点， 找准“中国优
势”。
看清慢变量， 我们就看清了未来的发展方
向。 当然， 更 重 要 的 是 准 确 把 握 身 边 的 那
些小趋势， 顺势而为， 以便成就一番
事 业 。 顺 应 时 势显然不能寄望于个人
运气， 而是必须不断学习。 也只有
终身学习者， 才可能踩准小趋势
的步点， 站准“风口”， 逆风
飞扬。
（《变 量 ： 看 见 中
国 社 会 小 趋 势 》
何 帆 著 中 信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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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
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珠子的运用
贯穿始终，是所有
出土物中最为常见、数量最多的器形，但对
于这种蕞尔小物，我国学术界一直未给予足
够重视。 从珠子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珠子
功能非常丰富：审美、等级、财富、宗教等，蕴
含多重历史文化信息，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
的重要物质媒介。
由湖南省博物馆组织、喻燕姣研究员主
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研究课题《湖南出
土珠饰研究》， 从湖南出土器物中选取“珠
饰”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湖南乃至中国
珠饰发展对中华文明的特殊作用。 对“珠饰”
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学界尚不多见。 这是第
一部对一个省域出土珠饰材料进行系统研
究的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考古学、历史学
为基础，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检测鉴定和工艺
研究，综合多学科、多角度，从考古学、历史
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美
学、 工艺学等众多学科中汲取思路和方法，
从湖南省出土的数万件珠饰文物中梳理研
究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以时代发
展为经、以文化内涵为纬，图文并茂、既有微
观分析、又有宏观论述，既有丰富的资料、又
有精辟的学术观点。
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即材料、 材质的接
触、发现、了解、利用与驾驭，首先是据其美
的本质加以拥有和发挥，就像明代大哲学家
王阳明所说的“格物致知”,实际上就是人类
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认知过程，对某个个体到
某类物质的接触、发现、了解、利用、驾驭、征
服。 人类对材质的认识与利用，是人类文明
的足迹，是人类探索自然、发展自身具体表
现。 读《湖南出土珠饰研究》一书，可以很清
晰地看见这样的脉络， 理解中华文明从
石——
—玉——
—玉器 —玉文
——
化的发展脉络
的历史性， 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博大、温
和与谦逊、坚韧与刚毅、传承与创新的必然

一滴水能折
射出太阳的光辉。 湖
南省的出土珠饰， 从彭头
山—大溪文化到明清时代，贯
穿整个中国珠饰文化的发展足迹。
湖南出土珠饰的数量主要集中在春
秋战国——
—魏晋之前时期，也就是楚国和秦
汉时期。 湖南地区是楚国的腹地，楚及秦汉
时期大量吸收运用楚文化，珠饰的文化表现
力、 文化传播力为楚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特别重要的是，本书通过对玻璃珠和饰花玛
瑙珠的专题研究，深入探讨了战国至汉代中
原与西方、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商业贸易
和文化交流，对当下的国家战略的“一带一
路”及对湖南在“丝绸之路”交通史上所起的
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和现实参考
价值。
玻璃在古罗马、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印
度等都十分发达，作为工艺品、日用品大量
交易。 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了众多仿玉风格
的玻璃器，如环、璧、璜等，尤以湖南地区楚
墓出土的数量和品种较多，长沙楚墓出土的
玻璃璧达80多件。 一般认为，西亚的玻璃工
艺早于中国，而且在战国、秦汉时代大量流
入中国。 湖南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代的玻
璃器物，既有来自国外的“蜻蜓眼”式玻璃
珠、色彩丰富的各色素面玻璃珠，也有本土
自制的含铅、钡成分的玻璃珠等。 国外玻璃
器的传入，促进了湖南地区玻璃生产加工业
的发展， 湖南地区是古代玻璃生产加工中
心，玻璃也是楚文化的特色载体。
饰花玛瑙珠是人工改色的，中外学者多
认为是来自南亚、西亚地区，湖南地区出土
了两汉至唐代的80多件饰花玛瑙珠，作者认
为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而且倾向
于是海上丝绸之路传入。 无论是玻璃珠的北
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陆路），还是饰
花玛瑙珠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无疑都是早
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
术价值。
喻燕姣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独具慧眼，
善于创新， 通过对湖南出土珠饰的深入研
究，以点带面、多学科、多角度探讨，取得了
丰富的成果。 本书从不同质地珠饰的发展轨
迹，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有益于理解
和探索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足迹，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 湖 南 出 土 珠 饰 研 究 》 喻 燕 姣 主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眼睛一闭
撒个野

丽柠

如果没有《慢慢跑，比较快》，我肯定不知
道朱敬一是谁。 翻开书，那么多头衔摊在面前，
我吓了一跳。 莫非遇上现在流行、风头正劲的
斜杠青年了！
本书既是随笔集又是作品集，前半部分是
朱敬一的智慧小语， 后半部分是字画作品集。
别看他写的随笔都是小段子，但却是小场景大
见识。越是言简意赅，越是一语能道破天机。随
笔分五章，读读标题，便知道作者是位行走江
湖的狠角色。 第一章“差点被艺术玩儿残的熊
孩子”里讲的是他的童年趣事。 你知道怎么能
看出他的“狠”吗？ 因为他说如果啥时说错话做
错事无法挽回的话，那不如“干脆眼睛一闭撒
个野”。 也就是说，错都错了，要改也是下回的
事儿了，这回就硬撑吧。 看似不合理的作法，却
显示了人生的玄机。 有些事情真的躲不过去，
那么就扛下来吧， 也许这就是我们说的担当。
学会担当，是人生的重要一课。 这么重的话题，
却让朱敬一用“撒个野”化解了，可见他是思维
的奇才。 他的“艺术只是手段，思维力才是关
键”，也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精髓。
朱敬一的“撒野”不仅运用在生活上，还使
用在创作上。 比如他说纸：“本质上，纸更古典。
她在乎过程， 在乎和你的互动， 在乎你的体
温。 ”正是因为纸有情，艺术家才可以用最放松
的状态在纸上完成一次思维的撒野。 所谓的束
缚，是艺术家没有把纸当成情人。 纸本为静物，
朱敬一三言两语，却赋予它生命。 这恐怕就是
我们常说的艺术家创作的生命力。
朱敬一的书画作品，恢宏大气，虽都是素
颜墨笔，却也颇具深意。 他揶揄自己的书法作
品是“毒鸡汤”， 还不是因为写下来的都是金
句？ 字如玑珠，挥斥方遒。 他说，“不听老人言，
开心好几年”，哎，真是“刺裸祼”地颠覆。 又说，
“听君一席话， 就知你没怎么读过书”； 还说，
“你也只活过一次， 凭什么说我选择的人生是
错的”。 你瞧，他又开始撒野了。
读朱敬一，至少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凡事
再思，不可以貌取之。 当然，实在不行时，就“眼
睛一闭撒个野”嘛。
(《 慢 慢 跑 ， 比 较 快 》 朱 敬 一 著 湖 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 )

走马观书
《死于昨日世界》
李静睿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从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到沈从文、 茨威格、
米沃什、 加缪…李
静睿关注那些摇摆
于平静和尊严之间
的人， 关注他们在
困境中的选择。 这
是一个曾经懵懂的
年轻人， 在阅读他
人的生活时， 既有
赞许又有警惕， 她
带着这种警惕前行， 就像暗夜中的一个小小
手电， 照不 多 远 ， 但 也 许 就 是 那 么 一 点 点 光 ，
让她避开泥潭， 逃脱陷阱。

《世界不是平的》
[英 ]

简世勋 著 中信出版社
全球化走到现
在， 保护主义、 民
族主义、 地缘政治
等多种因素交织在
一起。 本书作者尖
锐 地 指 出 ， “二 战 ”
后建立的全球化制
度体系已无法应对
新环境， 继续推动
全球化需要全球治
理的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