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病毒炸弹爆炸了

夏尔·莫内坐在门诊部的长
椅上，他看起来和候诊室里其他
病人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张毫无
表情的青紫色面孔和一双红眼
睛。

突然，他进入了最终阶段：
人体病毒炸弹爆炸了。军方生物
危害专家对这种情况有个说法。
他们说患者“崩溃并流血至死”。
他感到眩晕，极度虚弱，失去了
所有平衡感，进入了休克状态。
他俯下身，头部搁在膝盖上，随
着一声痉挛般的呻吟，胃里涌出
巨量血液，泼洒在地上。他失去
知觉倒在地上。房间里只听得见
他喉咙里的哽咽声，他已经昏
迷，但还在继续呕出血液和黑色
物质。这时响起了床单撕裂的声
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从
肛门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
组织。他排泄出自己的内脏。肠
壁组织脱落，随大量鲜血一同排
出体外。莫内已经崩溃，血液正
在流尽。

候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
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
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
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
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

“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地球正在启动对
人类的免疫反应

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雨林
病原体的显现，无疑是热带生物
圈遭到破坏的自然结果。这些新
出现的病毒从生态被破坏的区
域浮出水面，其中许多来自热带
雨林破损的边缘区域，还有迅速
被人类蚕食的热带大草原。热带
雨林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
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动植
物。雨林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病毒
储备池，因为所有活物都携带病
毒。病毒走出一个生态系统之
后，往往会在人类群体中波浪式
传播，仿佛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
的回声。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
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
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
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
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
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
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
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
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
不“喜欢”容纳五十亿人类。也可
能是一百年间人类的极度增殖
突然产生了海量肉类，这些肉类
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角落，面对
想要吞噬它的另一种生命体，很
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大自然有自
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
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
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
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
生物的感染。

有一点越想越有意思：黑猩
猩是一种热带雨林的濒危动物，
但艾滋病病毒从黑猩猩传给了
人类，因此转瞬之间就不需要担
心灭绝了。我们不妨这样说：热
带雨林病毒非常擅长为自己争
取利益。

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快速突
变病毒，它会不停改变。这种高
频突变体犹如变色龙，在人群和
个人之间传播时，会自发改变它
的个性。它甚至会在感染过程中
变异，死于艾滋病的患者往往感
染了多个毒株，它们全是在感染
者体内自发出现的。一种病毒能
够迅速突变，也就很难研制针对
它的疫苗。换个角度看，这说明
艾滋病病毒是生态系统改变的
自然幸存者。艾滋病病毒和其他
新显病毒逃过了热带生物圈的
毁灭，因为它们突变得比生态系
统的改变更快。它们无疑擅长逃
离艰难环境，因为某些病毒已经
存在了四十亿年之久。很容易让
人联想起逃离沉船的老鼠。

（本文摘自《血疫：埃博拉的
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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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大国经济》
张占斌、周跃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该书视角新颖，注意到大国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背景，把经济发展问题放在国
家战略框架下来考量，研究视野开阔，把建设经济强国
看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化，避
免了孤立或短视地看待和解决经济问题，逻辑线索清
晰，沿着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脉络，找到大国经
济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将其
归纳为十个方面加以论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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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雄 吴让平

2019 年年底，虽然芝加哥
寒风凛凛，气温已低至零下，但
芝加哥广播通讯博物馆却是笑
语一片，该馆总经理以及电视
学馆长满面春风地迎接了来自
中国的电视专家、学者盛伯骥
一行。芝加哥广播通讯博物馆
决定收藏盛伯骥主编的《中国
电视文艺通论》和《中国文艺电
视精论》。这是西方广播电视专
业博物馆首次收藏来自中国学
者的专著。

自 2018 年以来，为了纪念
中国电视六十周年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
电视艺术家协会艺术评论专业
委员会先后编撰了《中国电视
文艺通论》和《中国文艺电视精
论》两本专著。

在我国学术界，历来有新
闻无学的陈旧观念，而实际上，
中国新闻界，无论是报界还是
广播电视界，研究的论文很多。
但遗憾的是，这些论文大都是
对某一个方面或个案的分析论
述，很少有系统性的研究。2018
年 出 版 的《中 国 电 视 文 艺 通
论》，是一部对电视文艺全方位
研究的专著，具有系统性和开
创性。2019 年出版的《中国电
视文艺精论》，则是一本论文合
集，是我国首部集学界、业界及
管理部门的精英人士，以全方
位、全视觉、全学科的姿态，对
目前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与未
来进行深度和精度研讨的学术
理论专著，同样具有系统性和
开创性。

这里我们要重点推介一下
《中国电视文艺精论》。这本论
著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选题整体合一。《中
国电视文艺精论》是由一个高
水平的作者群体共同完成的，
全书共分 19 个篇章。初看这是
一本论文集，细细读来，每篇论
文从不同角度专论一个话题，
对电视文艺现状的某一方面进
行理论分析，恰似一部著作的
分章节论述；所有文章合起来
后，就是一本系统性的论著。各
篇论文以精准的论题、详尽的
论据、精确的论点，从电视文艺
的文化态度、管理前瞻、精品准
则、数据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
与探讨，论点明确，论据充分，
论证有力。全书立意高深，互为
补充，互为佐证，整体合一，形

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论
述精准而不尚空谈，为推动中
国电视文艺的繁荣与发展提供
了理论依据。

其次，作者知行合一。这部
著作的作者都是国内从事电视
工作的行家，不但有专职从事
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专家教
授，还有在一线工作的电视制
作人、编导和记者、编辑。作者
行文讲究知行合一，从实践者
或体验者的角度，根据本身的
工作经历和经验教训写作，但
不拘泥于实践经验和具体实
例，而是对材料进行分析论证，
提炼出带规律性的元素，为电
视工作者出主意、指路径，具有
理论上的指导性和事件中的引
领作用。电视从业人员阅读，对
其采访编辑制作更具有可操作
性。

最后，论述虚实合一。这部
著作的论述方法，不是就理论
谈理论，在条条框框、概念逻辑
上做文章，每一篇文章不讲究
引经据典，而是从实际出发，根
据电视艺术发展现状进行论
述。每篇文章，都强调一个“实”
字，从实际出发，从实例讲起，
举一反三，找出规律，再进行理
论概括，升华提高。作者行文论
述大量引用数据和实例，对中
国电视文艺及视频艺术的发展
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度化
的研究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这
种研究成果，有虚有实，能够启
迪电视从业人员进行创造性思
维，既有理论性更有操作性。因
此，本书不但是学术精品，还具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这部著作的主编盛伯骥，
是一位从事电视工作四十年的
高级编辑，现任湖南省电视艺
术家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
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艺术
评论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
秘书长。他不但具有丰富的电
视工作实践经验，尤其注重进
行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著述
颇多，在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力。
他联系的国内电视文艺界的专
家学者，多是国内这个行业第
一方阵的人士，参与写作这本
书的作者，不仅有学界和理论
界的权威大咖，还有一批活跃
在节目生产一线的电视人。因
此，本书具有不同于一般新闻
论文集的理论高度。

（《中国电视文艺精论》中国
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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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湘学研究》上刘绪义发表
的长文《重评曾国荃》后，一晃就过了
六七年，庚子春宅家抗疫中，读完了
他的新著《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颇
有感慨。我感觉他做了一件大事，不
仅填补了晚清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
空白，更带着我们探访了自己的过
去，找到了现在的影子。

古罗马法律思想家西塞罗有一
句名言：“法律是最高的理性。”法律
人尤其爱引用这句话。我在阅读《曾
国荃与晚清大变局》过程中，也时常
想起这句话。人类需要法律，也需要
理性。历史研究似乎也应当有这样一
个最高的理性，就是对待历史人物要
有同一个“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

自 1890 年曾国荃去世至今，无
论是学界还是民间，提起这个人，几
乎都是“摇头派”。曾国荃是否真是一
个负能量人物？这个人确实不值得研
究吗？刘绪义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曾国荃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
人物。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荃是湘军
将领中最敢做敢为的。我认为“敢做
敢为”还不够确切，准确地说是最有
担当。

众所周知，每逢百年大变局，很
多人就找不到人生目的，迷茫者有
之，堕落者有之，旁观者更有之。身处
晚清那个千百年变局中的曾国荃刚
开始也一样，他甚至巴不得自己考不
上科举，所以他的“学历”止于一个优
贡生。曾九帅的命运转折，是从“赴兄
急”开始的。当曾国藩坐困江西、军事
糜烂之际，为了帮大哥解脱危急，他
身上的兄弟感情被激发起来了，自己
组建起一支两千人的“吉字营”出征
江西，等于说是冒死趟浑水。

不料，他这一出马，很快扭转了
湘军战局，目的达到后本想就此收
手，解散部众，重回乡下，但曾国藩发
现了他的军事天赋，直接就让他做了
统领，此后平江西，克安庆，战南京，
从一介村夫成长为一名湘军悍将。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这个曾九帅
纯粹是出于兄弟情谊有担当，那么平
定江南后，他由一介莽夫脱胎而成督
抚重臣，则具有了更高层次的担当：
赴国难。巡抚三晋、总督河道、赴警山
海关、南下两广、总督两江，哪里需要
他就去哪里，成为与李鸿章、左宗棠
并列的晚清重臣。

然而，历史却爱给人开大玩笑，
李鸿章、左宗棠声名远扬，曾九帅却
被打上了“屠夫”“饕餮”的标签。曾九
帅为什么长期遭遇“污名化”？《曾国
荃与晚清大变局》给我们展示了其历
史与现实的原因。

刘绪义通过全景式的研究，将身
处千百年变局中的一个普通人物，如
何适应、参与并担当起个人应当担当
的责任揭示出来，重点展示了这位历
史人物的心路历程。

曾国荃的一生堪称一部励志大
片。《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以一句话
揭示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成功价值：处
位可尊可卑，行事不激不随。这十二
字是曾氏兄弟最大的人生经验，一个
人的成功不在高官厚禄，而在于身处
变局中如何立身、如何成事，不必过
于激扬，也不能随波逐流。激扬者难
免命运乖舛，随波逐流者必定碌碌庸
庸。这十二个字，勾勒出曾国荃一生
的转折，也具有人生的普遍意义，即：
心安是福。曾国荃从最初的任性而
为、激越勇猛，到后半生的冲淡平和、
求实安心，本身就是一个去己身之弊
的过程。

刘绪义不受成见干扰，以历史研
究之“常法”作为“最高理性”，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荃。而曾国荃
身上的传奇色彩及其有趣个性，则让
本书读起来更让人觉得兴奋有趣。

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
改变对历史的看法。这或许正是为了
未来。历史如镜，历史更是一面“照妖
镜”，能照出我们心中的“妖蛾子”来。
读曾国荃或许能帮我们捉出心中几
只“妖蛾子”出来。

（《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海天
出版社出版）

贺秋菊

马笑泉文学起步比
较早，诗歌、小说成果颇
丰，尤其喜欢有挑战性
的写作。最新出版的短
篇小说集《回身集》从奇
绝处追寻，彰显了渐入
中年的马笑泉冷峻背后
的厚重与饱满。

《回身集》由《回身
掌》《宗师的死亡方式》

《直拳》《轻功考》《阴手》
《女匪首》《赶尸三人组》
和《水师的秘密》八个相
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
故事组成。题材涉及到
回身掌、直拳、轻功、阴
手等多项武功绝技和赶

尸、水师等民间法术。唯一没有这
些绝技和法术的《女匪首》，也因主
角独特的当家才能而成为传奇。

这些绝技、法术有些虽已失
传，但依然可以从追溯考究中找到
蛛丝马迹，有些尚在传承中发展或
进一步边缘化，有些则只是玄之又
玄的民间传说。掌握这些绝技的
人，多处在社会的边缘，或被社会
所遗弃；追寻这些绝技和法术的
人，也多处在社会的边缘。从绝技、
法术和传奇故事中追寻，从边缘处
的群体追寻，源自生长于湘楚大地
的马笑泉对巫楚文化、湘中梅山文
化精神内核的深刻领悟。他既能够
较好地把握大时代的发展脉络，又
能够对湘中地区的民间生活有精
微的观察。熟练掌握传统章回小
说、传奇小说叙述方式的他，也能
够在当代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
先锋派创作技巧中有所取舍。

作者以转述者、旁观者和参与
者三重身份进入作品，融入小说的
故事之中，大大拓宽了文本的想象
空间，丰富了小说的精神世界。因
为作品有强大的核心力量为支撑，
所有的折叠、转换变得自由灵巧。
阅读这样的文本，就像是远远地审
视那些姿态优美又不乏难度和爆
发力的武术表演。

《回身掌》的开篇“回来啦？”
“回来了。”“坐。”像是两人的对话，
又像是眼神的交流，还像是高手见
面的气息较量。两个人，三句话，七
个字，把现场的冷峻、凌厉表达得
淋漓尽致。这让人想起马笑泉在自
序里的话：“回身，是一个看似优雅
和谦退的动作，但当中往往潜伏着
果决与凌厉，接下来的一击可能立
判输赢，甚至立见生死。”小说以第
三人称展开全知全能的叙述，但又
能明显感受到那个“我”的存在。

“我”像是最终去天津的三师弟，又
像是作者想表达的那个“我”，但作
者以大量的对话巧妙地回避了这
个问题。人物被折叠起来，显然更
具张力。作为小说里的人物，三师
弟在大师兄、二师弟的感召下会做
出这样的命运性选择，而这又是作
者对“我”的期待。

《赶尸三人组》里主人公无聊
透顶的生活，却因夜宵时偶然发现
的像赶尸匠样的“黑黝黝的山峦”，
突发强烈探寻欲望。对赶尸的追寻
就像赶尸早已销声匿迹一样艰难，
但越是艰难，越让人充满激情，欲
望更加强烈，以致于最后做出巨大
的牺牲，看到追寻者“脸上焕发着
迷狂的光彩”。

《轻功考》则是从在大学中文
系担任讲师的表弟尹星的自杀开
始追寻。对表弟极少的记忆和电脑
里遗作的整理，还原了一个对轻功
无限迷恋的表弟形象。追寻即迷
恋。作者不觉间爱上了轻功运动，
并决定终其一生考证轻功的存在。

在奇绝处追寻，在追寻中见人
生。马笑泉在自序中说，“既是选
择，当有对错，但这对错不该由人
物本身来判定。他们只是在某一刻
彻底醒悟，然后，回身，以此承担各
自的命运”。读马笑泉的小说，很容
易感受到一种无法逃离的悲伤。就
像读张承志《黑骏马》那些指向草
原悲剧命运和沧桑过往的文字。创
作《回身集》的马笑泉和《黑骏马》
时的张承志应是同龄。也许，这是
一个追寻人生命运并能有所得的
年纪。

（《回身集》马笑泉著 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风筝不断线——走进吴冠中的绘画世界》
湖南省博物馆、浙江省美术馆编 岳麓书社

吴冠中倡导西方古典写实美术或近现代美术与我
国传统绘画融合，强调中西合璧，致力于中国画的改良
与革新。其作品构思新颖、章法别致、推陈出新，既有传
统韵味，又有当代精神。本书收录了80件吴冠中先生具
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展现了吴冠中深厚的艺术底蕴
与博大的人文情怀，这些融汇了中西文化的具有强烈
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能引导观众真正走
进吴冠中的绘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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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普雷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