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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雕刻、建筑、文学和音乐是文明

最直接的表现。作者回顾了欧洲自罗马帝
国灭亡以来的艺术发展，将文明的进程娓
娓道来。 为拍摄这部题为《文明》的纪录
片，作者与拍摄人员合作，走访 13 个国
家，拍摄 117 处地点，行程超过 13 万千
米，堪为典范。该节目与同名著作一道，汇
集了作者毕生对艺术的思考，成为理解欧
洲文明与艺术无法绕过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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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取材自英国人类学奠基人弗雷

泽爵士的十二卷本巨著 《金枝: 巫术与
宗教之研究》， 由他的夫人编选改写而
成。 其中不少精彩的故事未被通行的一
卷本《金枝》收录。 《金叶》没有《金枝》引
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和艰深的科学推论，

只选取若干故事传说，以清新隽永的文
笔娓娓道来 ，充满了诗情画意 ，犹如一
首首绝妙的、无声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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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 3 月版
中国一度是技术先进、国力强盛的

国家 。 然而 ，中国是怎么在 18、19 世
纪丢掉优势 ，让位于西方的 ？作者之前
的作品 《1661，决战热兰遮 》，就是以
具体战役为原点 ， 探索中国军事与发
展模式的真实状况 。 本书则通过聚焦
于火器战争 ， 试图从中国的历史中找
到一种军事模式 ， 考察中国和西方的
“大分流”，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周期性
的兴衰。

作家何顿通过十多年的素材积累和思考写成的一部重要作品。 作品讲述了生活在
幸福街的两代人，在历经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至今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的故事。通过
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小说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

何顿，生于湖南长沙。 著

有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和

《流水年华》等，长篇小说《我

们像葵花》《黄泥街》《就这么

回事》和《湖南骡子》《黄埔四

期》等。 曾获第二届路遥文学

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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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几乎任何一个单

位或学校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 陈漫秋是一

九七○年进的初中， 校文艺宣传队在那个年

代是非常红的队伍 ，是让一个个学生渴望和

由衷羡慕的 。 严老师十分惊讶 ，因为当她问

陈漫秋愿不愿意进校文艺宣传队时 ，她居然

不说话。 严老师板着脸问：“你不愿意？ ”陈漫

秋答：“严老师，我出身不好。 ”严老师“哦”了

声，“你什么出身？ ”陈漫秋犹豫了片刻 ，答 ：

“资本家。 ”

陈漫秋对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她的

希望全落在童话故事里， 她觉得自己就是那

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陈漫秋在饭桌上，把音乐

老师跟她说的话告诉母亲， 母亲泼女儿的冷

水道：“你不要有非分之想。 ”她不语了。 下一

星期的音乐课下课时， 陈漫秋正准备和张小

丽一起回家，严老师说：“陈漫秋，到礼堂来一

下。 ”严老师觉得小打小闹地唱几支歌、演几

个节目没什么含义。 她是那种好大喜功的女

人，想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她心里既有

胡传魁又有刁德一的人选， 有两个人可扮演

阿庆嫂，首选是陈漫秋。 她觉得陈漫秋的那张

脸也有点像样板戏里的阿庆嫂，声音也清亮，

演起来一定出彩。 严老师走进礼堂，这是学校

新落成的礼堂， 礼堂里还充斥着水泥和油漆

气味。 台上铺着厚厚的杉木板，还在杉木板上

放了两块脏兮兮的体操垫， 便于学生翻跟头

练功。 严老师走到台上，一些扮演匪兵甲匪兵

乙的同学正在体操垫上翻跟头， 另一个演阿

庆嫂的女同学也来了，她叫王梅，比陈漫秋高

一届，生一张长长脸。 严老师见陈漫秋蹲在一

隅，她晓得这个女生腼腆，便对她说：“你先看

看，熟悉一下。 ”严老师走到台中央，对同学们

拍拍手，示意开始排练。 那天排练，陈漫秋整

个就站在一旁看 ，但她很用心 ，不是看热闹 ，

而是用学习的眼光看，留意一个个动作。 犹犹

豫豫而且惶惑不安的她， 心里喜欢上了阿庆

嫂这个角色。 天黑了，排练结束，严老师这才

给她一本油印的 《沙家浜》 剧本：“你看看剧

本，把台词背熟，到时候谁好我就上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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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陈漫秋生平第一次于读书时回家这

么晚，七点钟了，她还没回家。 那时候的中学，

下午只上两节课，再加二十分钟的读报课，四

点半钟就放学了。 赵春花五点半钟下班回来

没看见女儿，心里有点奇怪，她到自来水站挑

了三担水，倒两担进水缸 ，挑一担用来洗菜 ，

可是当她洗完菜又炒完菜，女儿还没回家。 她

有点急了， 准备去学校找女儿， 女儿却回来

了。 她绷着脸问：“你死到哪里去了？ ”陈漫秋

扬扬手中的油印本说：“妈，严老师要我看同学

们排练《沙家浜》。 ”赵春花瞅着女儿手中的油

印本，一潭止水的心起了浪花，好像有股强风

从心底刮来，衣领似乎吹得都抖动了，迫使她

下意识地抬手按压。 女儿说：“严老师想要我

演阿庆嫂。 ”赵春花瞪大眼睛道：“要你演阿庆

嫂？ ”女儿解释：“严老师说我嗓子清亮，是天

生的京剧嗓门。 ”赵春花不敢相信，“阿庆嫂是

正面人物，会要你演？ ”女儿脸上飘过一丝笑，

“妈，严老师说两个演阿庆嫂的同学里，她会挑

一个好的。 ”

这一年赵春花三十出头，多少年里，她都

为自己这张白皙、光滑、俏丽的脸蛋烦恼，现在

仔细打量，脸上有些小坑坑瘪瘪了。 她虽然对

自己能下狠心，但她可不敢阻止女儿演革命样

板戏。 事实上，她很愉快！ 她问：“漫秋，你们严

老师晓得你是什么出身吗？ ”女儿答：“我跟严

老师说了。 ”她觉得奇怪了，“晓得了还让你演

阿庆嫂？ ”女儿见母亲的目光如铅一样重，自

己也觉得这事没底道：“妈，还没确定，严老师

要我不要背思想包袱。 ”多年里为了博取别人

哪怕一点点尊重，赵春花把自己的热情压缩成

包裹，寄存在别处，成了个不露声色的内敛的

女人。 她回答女儿：“妈告诉你，什么事情先把

最坏的结果想好。 到时候不要你演，你也不会

太难过。 ”陈漫秋嘀咕道：“我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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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漫秋与那个年代里所有的小姑娘一样，

心里奔涌着一股激流， 这股激流让她拼命想

成为好学生！ 她翻阅《沙家浜》剧本，边想若让

她演阿庆嫂，那她就翻身了。 第二天放学，她

第一个走到学校礼堂的大门前，大门锁着，拿

着钥匙的演郭建光的同学还没来。 她看着天

空，感觉天色很蓝、很美。 礼堂一旁是学校的

橘子树林，用围栏围着，橘子还在成长中，有几

只鸡钻进橘树林里漫步，寻觅虫子吃。 陈漫秋

把母亲的话听进心里了，在那个一切以家庭出

身来衡量一个人的世界里，她对美好的事情就

不抱希望。 她等了几分钟，演胡传魁和刁德一

的同学来了，演匪兵甲匪兵乙的几个同学也来

了， 演正面人物郭建光和阿庆嫂的也相继来

了。 演郭建光的同学开了门，大家哄闹着走进

礼堂。 陈漫秋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她蹲在一隅

读剧本。 排练开始了，严老师纠正那女同学的

一个个动作。 那天严老师仍没要她上，只是让

她当观众。 排练到天黑，严老师累了，让同学

们回家后好好背台词。 陈漫秋感觉没自己的

事了，转身要走。 严老师说：“你留下，剧本看

了吗？ ”陈漫秋点点头。 严老师摁了下酸麻的

腰，“你唱那段《智斗》给我听听。 ”

陈漫秋太熟悉这个唱段了，这源于幸福街

广播站。 1970 年，忽然有一天幸福街就家家户

户装上了有线喇叭，为的是加强宣传阵地。 每

天早晚，喇叭里都会响起京剧 《沙家浜 》的唱

段， 这是居委会刘主任手中恰好有这张唱片。

幸福街广播站就设在刘主任家。 刘主任是个

三十几岁的女人，是个京戏迷，也是个热心在

广播里要求幸福街的居民提高警惕， 擦亮眼

睛，随时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女人。 居住在

四十一号的刘主任，还是个非常准时的人，无

论冬夏，每天早晨六点四十五分准时放广播，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每天早晨她都要播放一

遍。陈漫秋已经听熟了阿庆嫂的唱腔，一开口，

就把严老师征服了。 严老师兴奋地睁大了眼

睛，“你唱得还真不错， 你不就是我想要的阿

庆嫂吗？ ”

（《幸福街》何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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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点评

整个当代创作， 流行一
种非历史化，跟现实严重脱
节的现象，很难看到我们自
己的生活经验和历程。 《幸
福街》深刻地还原了时代的
风貌。

———李建军

何顿的小说平实、真实、

密实 、扎实 ，这种平实带着
生命的坚硬，这种真实带着
周遭的残酷，这种密实带着
生命的韧性，这种扎实带着
泥土的腥膻和草木的芬芳，

而这四者，合成了何顿小说
的文学特质。 《幸福街》是何
顿送给家乡、留给未来的生
命礼赞。

———李舫

几乎在所有的细节上 ，

《幸福街》都是经得住检验的。

———胡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