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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走路的人，河正宇

走路去經紀公司、走路去拍片現場、
走路去金浦機場，一日三萬步是他的日
常，他說：走路，就是休息。億萬票房
巨星每天走路上班，許多人最初聽到都
覺得不可思議。河正宇回想自己開始走
路，或許是因為他曾經有一段時期能做
的事情只剩下「走路」。河正宇的父親
是知名演員，這讓他一出道就比別人認
清：這個行業，外形跟實力一樣重要。
為了怕被當作星二代，他改姓更名，不

斷挑戲。變態兇手、騙子、殺手、壞蛋……他都能接。但他仍
然有過茫然沒有未來的長期歲月。那段日子，他畫畫，並走
路。他還用行走鼓勵後輩，闡釋人生：「走路後，我明白了世
上沒有錯誤的路，有的只是稍微遲來與崎嶇的路罷了。」藏語
中，「人」這個詞的意思是「行走的存在」或是「邊走邊彷徨
的存在」。河正宇以此勉勵自己：我也希望自己能做一個不停
行走的人，無論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放棄能够更進一步的人。

作者：河正宇
攝影：河正宇
譯者：王品涵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競爭之死

《金融時報》年度最佳經濟類選書。
本書以輕鬆的筆調、扎實的數據與圖表
說明，為何壟斷橫行、缺乏競爭的資本
主義，會造成物價高漲、工資停滯、貧
富差距擴大、創新貧乏、生產力不振等
惡果。作者更直言皮凱提在《二十一世
紀資本論》的數據與結論都是錯的，皮
凱提認為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是（經
濟）成長緩慢，但諸如國際貨幣基金
（IMF）等組織的研究卻不支持這樣的

論點。作者認為，不均等之所以惡化正是因為市場變得集中，
缺乏競爭，才讓富人愈富。作者的分析一針見血，對現代資本
主義的現實與矛盾，有不同以往的全新洞見，並提出強而有力
的建議，讓我們得以扭轉弊端，回到更高的經濟成長、更多的
就業機會、更好的薪資和人人都可公平競爭的時代。

作者：強納森．坦伯、丹妮絲．赫恩
譯者：吳慧珍、曹嬿恆
出版：商周出版

絲綢之路：
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

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

兩千年來，絲綢之路始終主宰人類文
明的進程，南轅北轍的文化在此碰撞震
盪，並以此為中心輻散到世界各地。牛
津大學重量級史學家彼德‧梵科潘重新
解讀世界史。《絲綢之路》從世界歷史
的角度切入，以絢爛奪目的方式，探索
讓古老帝國盛起與毀滅的各種力量。這
些力量也曾決定人類思想的發展以及世
界財富的流動，現在更預告了種種國際
事務的新開端。

作者：彼德．梵科潘
譯者：苑默文
出版：聯經出版

簡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 蕊 鄭 州 報
道） 「有人正在死
去，有人從死亡線上
跑回來，重新學會呼
吸，呼吸是唯一的事
情。」去年，湖北孝
感作家周芳創作的長
篇非虛構作品《重症監護室》
出版。為此創作，她曾深入湖
北孝感市中心醫院做義工，關
注醫生、關注患者，關注生
命，以作家的筆觸，用日記
體、非虛構形態，記錄下了這
世間的真實，擁有扣動人心的
力量。
如今孝感作為新冠肺炎疫情

的重災區，孝感人民的生活狀
況牽動着大家的心，曾與醫院
那麼「近」的周芳現在可好？
疫情期間記者聯繫上周芳時，
她正在湖北孝感的家中，向讀
者報來平安。「目前我們還
好，正全心抗疫！大家的掛念
給了我們最大的力量和慰藉。
致敬平凡而堅強的人們，保
重！」
在創作《重症監護室》前，

她深入醫院做義工長達一年。
這本書可以說是作家通過一天
一天的目擊，一件一件事的記
錄，去「認識生命的猶疑與不
確定」，去直面痛苦與死亡、
糾結與虛無、無奈與盡力，並
因此懂得更加珍惜人生的一份
真切記錄。全書聚焦於這樣的
感動：「為了『活着』，有多

少 人 在 默 默 付
出。」

周芳在重症監護室這個天天
面對生命的脆弱、死亡近在咫
尺的逼仄場所，去關注「那些
戰鬥在臨床一線的醫護人員，
在疾病和死亡逼近時，用他們
的醫術、愛心、信念，如何挽
救一個個瀕危的生命」的一個
個場景，去面對一個個痛苦的
人、絕望的人與死神搏鬥的呻
吟或者哀嚎，同時也完成了從
一個暈血症患者在司空見慣的
痛苦中轉變成一個「女漢子」
的過程，她也就更加真切地體
會到活着實在不易。
2019年，周芳曾赴上海參加

了《重症監護室》新書分享
會，在講起關於生命的感悟
時，她潸然淚下，用一個個親
歷的故事感染了現場的所有讀
者。
事實上，周芳除了是一名作

家，還是醫院附屬護士學校的
語文老師。目前她所在的學校
已經開啟線上授課，她回覆記
者，「第一次和學生們上網
課。網上點名。我說，周芳
在。學生們一個接一個說——
在。忽然，淚水就落了一臉。
我們不會投降。」

科勒德克是一位視野開闊、具
有獨立思維的經濟學家，他

曾以政治家（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
部長）的身份，帶領波蘭經濟轉型
並成功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
歐盟。科勒德克同時也是世界經濟
的敏銳觀察者，他批判美式的新自
由主義，認為它就是全球經濟危機
的根源；他也批評包括發展中國家
在內的全球性分配不公。科勒德克
著述頗豐，出版過50多部經濟學專
著，發表過關於政治經濟改革400
餘篇專業論文，並獲得美國政治科
學協會獎提名。《歷史的終結》作
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
yama）曾宣稱，科勒德克的著作和
文論常常成為全球化政治經濟討論
和辯論的重要出發點。

世界將走向何方？
在世界主流觀點和普遍共識中，
關於「世界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
的答案，似乎取決於西方將在何種
程度上證明自己。當下人們可以看
到，西方無法證明自己能夠正確地
領導新一輪的「明日之戰」，因為
它未能化解基本的文明挑戰，也無
法確保整個人類，甚至西方自身存
在的合理性。
要有效地確保這種「合理性」，
需要面對三個劃時代的問題：人口
問題、環境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
這三個問題相互關聯，必須同時解
決。
在科勒德克看來，「要想解決作
為文明生存和發展必要條件的存在
合理性問題，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必
須具有共同體意識。」這是全球化
的要求，而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
隨着觀察和研究的深入，科勒德克
發現：現在之所以出現許多嚴重的
問題，是因為在上一個時期，「經
濟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政
治全球化還處於起步階段」。世界
經濟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繫的，但
沒有實體來操縱它。認為有市場就
足夠的想法，是非常天真的。我們
所需要的是引導和管理經濟資源及
其流動的實體和機構。不幸的是，
到目前為止，西方還無人介入，更
無法提供這樣的公共產品。
很顯然，如果出現能夠長期引導
經濟進程和有利於共同體行動的機
制，人們同時創造性地利用科技進
步的巨大成果，就能改變這種狀
況。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理論上
是存在解決辦法的，世界經濟必須
重新制度化。有必要將市場機制的
力量與規章制度的力量結合起來，

而後者必須依靠尚在發展的各國聯
合的全球性制度化，而非僅依賴於
某一個國家。這一任務能否成功完
成，在未來幾十年間，在文明處於
下一個十字路口時，或許可見分
曉。

「中國主義」的可能
在為明日而戰時，任何人都不應

該被輕視，但也不應該被高估。
科勒德克把我們共享的全球化比

作藝術畫廊。他發現，當今世界，
人們正在繪製兩幅相互矛盾的圖
畫。在第一畫作中，帝國主義，即
西方資本主義，應該被東方的「共
產主義」所取代。這是一種獨特的
視角，還是一種極端的非理性？因
為中國既沒有共產主義，也沒有試
圖主宰世界。在第二幅畫作中，中
國被認為能夠幫助世界解決經濟與
環境的諸多問題，因為中國具有長
期和全面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僅
僅是自私地關注自身利益。
價值觀的差異、利益的衝突、模

棱兩可的境況、不明確的意圖都會
導致對同一類事實的解釋大相徑
庭。其實，世界並不會靠中國或者
靠一兩個大國拯救，關鍵靠一種新
的觀念，要發明一種新的價值體
系，這種新的價值體系就是科勒德
克在書中提出的所謂「第三種主
義」，用他的解釋叫作新實用主
義，以中國為案例，又標為「中國
主義」。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科勒德克認

為「中國主義」凸顯兩大特色。第
一，中國將在塑造新的全球制度秩
序方面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在過去
40多年中由於高效的生產力，中國
經濟在全球生產中所佔的份額顯著
快速增長一樣，在未來幾十年，中

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也將迅
速顯著提高，這在某種意義上比在
經濟增速上形成對西方發達國家的
超越更為重要。
第二，對許多全球政治和經濟形

勢觀察家來說，中國成為以自由貿
易或資本自由流動等為特徵的全球
化的倡導者，是令人驚訝的。之所
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的
發展得益於全球化。迄今為止，沒
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將全球化
轉化為優勢，通過政府支持的出口
促進經濟發展（充分利用凱恩斯政
策工具，不少經濟學家會如此補
充）。中國不可能反對全球化，相
反，大多全球化的反對者來自富裕
的歐美國家。
展望未來，不難看到中國日益增

強的作用。比如，由「一帶一路」
建設所帶來的中國影響力正在將世
界的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兩岸的北
美和歐洲轉移到以中國經濟為驅動
力的亞洲。科勒德克由此認定：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塑造未來
世界的理想面貌，限制日益加劇的
全球性威脅，同時降低經濟及各個
領域的災難性風險。世界不應害怕
中國，而應該相信中國。中國可能
不會拯救世界，但可以幫助世界前
行，避免翻車。」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

河西。」但歷史及延伸的未來遠比
我們想像的豐富，甚至錯綜複雜。
面對「明日之戰」中國如何助力世
界前行，也許這是科勒德克給予世
人的另一思考。

制度如同膽固醇
窮國之所以貧窮，主要是因為它

們沒有掌握管理經濟和調節經濟進
程的技能。科勒德克由此頗為贊同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所提
出的「市場經濟制度的缺陷是造成
經濟狀況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的
觀點。
基於此，科勒德克毫不諱言地指

出，「制度將是未來之戰（『明日
之戰』）的主要內容。」他甚至把
「制度」和「膽固醇」作了形象比
喻。
就像在生物體的血液中可能會出

現膽固醇過少或過多的情況一樣，
在社會經濟中，對於生產和儲備、
分配和銷售，儲蓄和投資、銀行和
金融、企業和國家，都可能會有過
少或者過多的機構。此外，就像膽
固醇有好壞之分一樣，機構也有好
有壞。因此，並不是每一次制度變
遷都能促進經濟增長和均衡，有時
正好相反。如果行政干預和監管不
是為了積累資本和優化資本配置，
而是為了幫助官僚化和腐敗的國家
機器，讓臭名昭著的官員和政治精
英去攫取經濟活動的集體成果，那
麼這就像壞膽固醇。體內缺乏好膽
固醇，或者壞膽固醇增多時，機體
會受到影響。如果國家的監管職能
薄弱，允許不道德的商人、聲名狼
藉的資本家掠奪別人的勞動成果，
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科勒德克為此不忘提醒國人：在

當代中國，這種制度風險是非常高
的，因為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最終
解決。考慮到現在經濟體制並不成
熟，以及經濟監管領域的諸多變
化，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監管過
度，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又會導致監
管不足。很難說這兩種情況哪個對
中國會構成更大的威脅，都應加以
注意。 創作創作《《重症監護室重症監護室》》

湖北作家周芳湖北作家周芳：：
我們還好我們還好，，正全心抗疫正全心抗疫

現為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現為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學院和新興市場研究院特聘教授的格澤高滋學院和新興市場研究院特聘教授的格澤高滋··W.W.科科

勒德克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Grzegorz W.Kolodko），），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

展展，，從從2020世紀世紀9090年代初開始年代初開始，，他就曾多次到訪中國或在中國做他就曾多次到訪中國或在中國做

學術交流學術交流。。科勒德克表示科勒德克表示，，自己是中國經濟的推銷員自己是中國經濟的推銷員。。作為長跑作為長跑

愛好者愛好者，，科勒德克甚至還參加過北京的馬拉松科勒德克甚至還參加過北京的馬拉松，，他堅信他堅信「「長距離長距離

是非常好的思考方式是非常好的思考方式」。」。

科勒德克的新著科勒德克的新著《《中國能否拯救世界中國能否拯救世界？》（？》（Will China SaveWill China Save

the Worldthe World；；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02020年年11月第月第11版版），），正是正是

結合他多年來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結合他多年來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從經濟與安全從經濟與安全、、亞洲各國經亞洲各國經

濟發展比較濟發展比較、、人口與貨物人口與貨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

的獨特性等視角的獨特性等視角，，對中國經濟乃至未來世界發展變化的格局進行對中國經濟乃至未來世界發展變化的格局進行

了了「「長距離思考長距離思考」。」。 文文：：潘啟雯潘啟雯

古遠清以研究華文文學著稱於學術界。他和
劉登翰一起被香港嶺南大學許子東教授稱為最有
影響力的台港文學研究者。與劉登翰不同的是他
走的是私家治史路線，且不以微觀研究行世，而
以境外文學史撰寫著稱。《台灣新世紀文學
史》，便是他獨立寫作出版的第八部文學史。
千禧年鐘聲的敲響，帶給人們的不光是物理
時間上的新起跑線，更蘊含着人們對台灣新世紀
文學的希冀與期望。作為一位有20年「工齡」
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且偶爾寫點文章參與台灣文
壇論爭的大陸學人古遠清，他感到越來越需要研
究新世紀台灣文學有哪些新氣象、新情況，尤其
是當民主選舉成為台灣「聖牛」情勢下的當前文
學，對正在自我矮化、自我村落化、鼓吹用「台
語」取代漢語、用「華人」取代「中國人」的本
土文壇，的確很需要跟蹤書寫。
在內地學界，新世紀文學是一個熱門話題，

可對台灣新世紀文學，鮮有人問津。就是對岸的
學術界，也沒有人做這方面的系統研究。可以
說，基於對新世紀文學研究現狀尋求格局的改觀
和獲取新的學術生長點，是古遠清寫作《台灣新
世紀文學史》的主要動力。
台灣文學研究本不應陳陳相因，而應在創新

上下功夫。在《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序言中，古
遠清開宗明義「用政治天線接收台灣文學頻道」
做標題。也就是說，基於台灣新世紀文學與政治
難解難分的關係，古遠清對以往的純文學研究方
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研究台灣文學尤其是新世紀
文學，不能只有審美標尺，還應該用「政治文藝
學」的方法去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台灣新
世紀文學的特質，才能把握台灣新世紀文學與上
世紀文學的不同之處。這不同之處古遠清概括
為：「新台灣寫實」及新鄉土小說的誕生、「後

遺民寫作」、奇幻文學風潮、小說中
出現的「後人類」情景、典範轉移與
作家全集出版、《台灣文藝》吹熄燈
號、副刊的娛樂性和話題性在擠壓文
學性、散文與小說界限不清、「同志
文學」熱潮降溫、後殖民理論式微、
國民黨遷台一甲子的歷史記憶以及馬
華作家在台灣的論述 。所有這些，
導致「台灣新世紀文學」和20世紀
台灣文學的不同在於期盼從文本到語
言的激烈變革；期盼副刊格局不再固
定於《中央日報》守舊、《中國時
報》前衛、《聯合報》持中、《自立
晚報》本土；期盼從形象塑造到文壇
結構的重新洗牌；期盼用散文尤其是回憶錄去取
代小說的霸主地位；期盼長篇小說時代的來臨；
總之是期盼突破上世紀文學的規範和權力分配，
期盼在創作上尋找與新時代相適應的表達方式。
寫文學史，不僅要有出色的史筆，而且更重

要的是應有新穎的史觀。是這種史觀，決定一本
書品質的高下和優劣。目前在台灣最流行的是本
土史觀，甚至有人認為台灣新文學既不是中國文
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一種「獨立」存在的
文學。可是當古遠清回溯台灣新世紀文學發展歷
程，尤其是新世紀出現的後遺民寫作、回憶錄寫
作潮時，發現這種單一的本土史觀會帶來的諸多
局限與制約。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古遠清堅持大
陸學者的立場，同時立足於台灣新世紀文學本
身，使他能有效地還原當下台灣文學現場，破除
後現代後殖民這些西方文藝理論對台灣文學研究
宰制所帶來的尷尬，廓清種種本土化理論的迷思
與遮蔽，從而接近台灣新世紀文學發展的原貌，
真正實現將分流的兩岸文學加以整合。關於這一

點，在《台灣新世紀文學
史》導論的第三節《兩岸文
學，各自表述》，已有生動
闡明。正是基於內地視角和
內地主體性的堅持，才有
《三分天下的台灣文壇》
《由「台灣的文學年鑒」到
「台灣文學的年鑒」》
《「台語文學」的內部敵
人》這些精彩篇章的產生。
《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另

一特點是不受「大敘事」的
局限，注意細節的發掘與展
示。古遠清靠《印刻文學生

活志 INK》中的「印刻」之名的由來這些細
節，編織出多層次的文學史現象。這是一本有故
事的文學史，如「文學事件」中對杜十三「行為
藝術」的敘述，對「上官鼎」這位武俠小說家筆
名的解讀及其代表作的分析，還有稗官野史的運
用，貌似守舊，卻讓這部文學史生動有趣，讀起
來不至於枯燥無味。
總之，古遠清用真誠、善意、犀利的文筆，

記錄與評價新世紀台灣文壇洶湧而來的政治小
說、波瀾壯闊的回憶錄以及長流不盡的各種創
作。他用一顆端然中帶有迷惘但決非沮喪的心，
書寫着台灣新世紀文學走過的旅程，其中包括收
穫、焦慮、爭辯、遺憾與歌哭、欣喜和感動。這
裡有電閃雷鳴般的文學事件，更有雲淡風輕般的
審美愉悅。從彼岸走向此岸，從台灣返歸內地。
古遠清將這部分上、下冊且全精裝的《台灣新世
紀文學史》，獻給台灣的文朋、詩友，以及所有
關注台灣文壇最新動向的學者和讀者。

文：曹竹青

書評還原當下台灣文學現場
—讀古遠清《台灣新世紀文學史》

■■格澤高滋格澤高滋··W.W. 科勒德克科勒德克
（（Grzegorz W.KolodkoGrzegorz W.Kolod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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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對「「明日之戰明日之戰」」
中國如何助力世界前行中國如何助力世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