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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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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世博

会官方导览手册"

作者#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

调局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上海世纪

该书是上海世博会最重要的官方出版物之一!

也是上海世博会唯一的官方导览读本! 包括 "展示

篇#$"活动篇%$"论坛篇%$"地标篇%$"服务篇%和"网

上世博会%六大部分&其中"展示篇%对参展上海世博

会的各类展馆进行了全面介绍'"服务篇% 详尽收录

了包括进出口道路交通线路$餐饮$购物$问询$志愿

者服务等多方面的实用信息等&

!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

财日记"

作者#重庆老康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上海文艺

上海锦绣文章

老康一次次抓到了实实在在的金钱! 并从中悟

到朴实的生财之道'他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

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的方

式!日积月累!越做越大& 就这样!经过
!

年坚持!老

康最终成为年入百万的富翁&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也是一本向年轻人传授发财之道的教科书&

!迷津"

作者#萧凯茵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长江文艺

(迷津)不是一本能让人轻松愉快的小说!不是

一本为了消磨时光而存在的小说! 萧凯茵看似轻松

实则沉重地踩灭了所有青春的星星之火! 行走在一

片更宽广也更荒凉的原野之上& $$$笛安

!茶当酒集"

作者#马未都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文化艺术

在本书中! 马未都将文物历史的专业知识与真

情流露的往事怀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全书收录

马未都
"#

余年来的旧作新作!如他所言*+随手记录

下一段情感当时也许随意!事过多年重睹!亦可能百

感交集& %文字优美!视野高远!是(茶当酒集)的特

点& 骆凯 提供

毗陵驿!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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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文化名人的世博梦幻

书市热点

! ! ! !

人们惊奇地发现"梁启超#吴趼人#陆士
谔三位文化名人在

!""

年前$ 分别发表了三
部小说$竟不约而同地预言上海将举办世博
会%如今$小说中的百年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在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日益临近之
际$东方出版中心重新整理出版了梁启超的
& 新中国未来记' #吴趼人的& 新石头记' #陆
士谔的& 新中国' $并将三部小说合成一本$

名曰& 世博梦幻三部曲' $由作家王蒙先生为
该书撰写总序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校注并撰写导读%

在导读中$黄霖指出$不同的小说作者
在
!""

年前的清末都写到要在上海举办万国
博览会

#

决不是偶然的%自从近代中国打开国
门$走向世界$国人早就对西方国家举办博
览会充满向往了%随着维新#图强的热情高
涨$ 要求举办万国博览会的呼声也越来越
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览会也被顺理
成章地写进了小说中%

首先在小说中提及万国博览会的是梁
启超开笔于

!$"%

年的& 新中国未来记' %这部
小说的开头就想象

%""%

年时的( 新中国)举
行( 维新五十年大祝典 )$其时在南京刚开
罢( 万国太平会议 )$同时又举办了盛况空
前的( 大博览会 )$一个是代表政治 #外交

的$一个是代表物质#经济的"( 那时我国民
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 这博览会
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
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
会 %各国专门名家 #大博士来集者 $不下数
千人 $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 $不下数万人 $

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
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
作博览会场了%)

在梁启超的启发下$吴趼人& 新石头记'

的第
&"

回$即最后一回$为了表现国家强盛$

也写了两个会$一个是万国博览会$另一个
是万国和平会%陆士谔在& 新中国'中写万国
博览会$与梁#吴一脉相承%他们三人$都具
有强烈的爱国精神$ 痛恨现实社会的腐败$

热切希望祖国能繁荣昌盛*都主张走君主立
宪的道路$在不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
政治改革$实现民富国强*都通过写一种新
型的理想小说$展望未来$憧憬一个美好的
明天$而且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与某种世界
性的大会作为( 新中国)强盛的标志%

上述三部小说写于一个世纪之前$如今
的上海$如今的中国$其变化之大$其气象之
新$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当年作者的热切期盼
与丰富想象%

! ! ! !

!世博梦幻三部曲"

作者#梁启超 吴趼人 陆士

谔 黄霖 校注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上海东方

一句话点评#著名作家王蒙

撰文推荐! 三先贤畅想崭新中

国!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的梦想

正在变成现实&

梁 惠

论史"天崩地解的年代

新书快评

! ! ! !

天崩地解$是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形容
明清易代的词$& 天崩地解"

!'&&

大变局'一
书的内容$讨论的自然便是明清易代这一话
题%

此书和当前颇多的白话断代史和白话
通史类作品不同$这是一部史论$主要谈的
是明清之季的人事得失%实际上我国一直以
来都有读史#论史的传统$明清之季此风尤
盛$如王船山的& 读通鉴论'等$其中最著名
的大约是清人赵翼的& 廿二史札记' $他对之
前所有正史的编纂#叙述手法和史料价值的
得失高低都逐一进行讨论$并对历代兴衰和
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分类$ 再予以讨论和反
思$ 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史学研究的所有领
域$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

此书内容$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说明"

大#小%( 大)的内容中$以论辩居多$颇类魏
晋时之文人辩难$作者同时身居正反两方反
复进行论辩$对其中包括了对明代( 大礼议)

事件的反思$有关东林党人及明季党争的讨
论$ 以及对东林党人制造的冤假错案的澄

清$其中不乏极其尖锐的观点$如对明清大
学者黄宗羲的批评$就是一例%

同时作者还对阮大铖这位被许多名家
评为( 五百年第一作者)( 有明一代唯一诗
人)的大才子有否对魏忠贤( 叩马献策)$是
否真是阉党中人进行了考据$认为这也是一
起东林党人制造的冤假错案$阮大铖虽然不
堪最后做了汉奸$但却并没有参与魏忠贤对
东林党人的迫害%

( 大)的这一部分的核心$是作者提出了
明帝国之亡$很大程度上是亡于东林党人孜
孜不倦坚持的那个( 正)字这样一个观点%

( 小)的那一部分$则是对一些具体史料
和人事的考据$在这部分内容中$有相当多
令人感兴趣的考据$ 内容和信息都很庞大$

其中就有对从明清时就一直争论不休$到最
近依然闹得轰轰烈烈的袁崇焕斩毛文龙的

( 斩帅)公案的系列考据%

同时作者还对袁崇焕到底有无后裔进
行了考据$对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也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等等%

! ! ! !

!天崩地解#

$'&&

大变局"

作者#汗青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山西人民

一句话点评 # 这是一部史

论!主要谈的是明清两朝代的人

事得失'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史学

研究的所有领域!可谓开一代风

气之先&

胜 勇

& 红楼梦'的( 原生态)读本

经典重读

! ! ! !

最近$漓江出版社隆重推出& 周汝昌校
订批点本石头记' $就是一个(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的( 三新本)& 红楼梦'读本%

所谓( 三新本)$即这是一个( 集正文#脂
评与周按于一体的& 石头记'三新版本)$正
文$即曹雪芹所写的小说正文*脂评$即以脂
砚斋为代表的曹雪芹亲友在& 石头记'稿本
上所书写的( 批评),批语和评语-$周按$即
周汝昌先生所加的按语%

那么$这( 三新本)与以往的一些& 红楼
梦' 读本相比$ 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呢+

一言以蔽之$ 这是一个更( 原生态)的
& 红楼梦'读本$是周先生

'"

余年研究红学
而( 综互合参)的产物%他这种悟性主导下的
综合性整体性的版本研究$我们不一定每一
处都完全赞同他的判断取舍$但应该认真思
考和对待他何以如此判断$如此取舍%

举一个例子%& 红楼梦'第一回中第一首
诗$即那首补天顽石偈语$第一句( 无材可去
补苍天)$周先生认为( 去)字应为( 与)字%那
么$理由何在呢+ 首先$第四句中已经有了

( 去)字$仅四句二十八字的七言绝句$不应
该用重复字% 那么为何发生此误+ 周先生指
出$乃因为( 去)和( 与)的草书极其容易混
淆$( 此钞者误认与为去字之故)$( 三新本)

上把( 去)和( 与)的两个草体字都显示出来$

让人一望而知%

&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序言中说"

本书校订& 石头记'正文的根本目的$是寻求
雪芹原稿文词包括书写方法的本来面貌$这
与通常的校订整理的用意和方法都不尽相
同% 一般的校订整理$除了改正明显的错字
讹句以外$总是想要为读者提供方便$于是
就尽量把文字弄得规范化$稍微少见难认的
字$就会设法避免或改用目今大家所习惯的
用法和写法% 这样的用意虽好$却带来了难
以避免的缺点和弊病% 如今大家已然尽知$

文学艺术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个性和特色$

如果校订一味偏重于按照现行办法来规范
化$那必然就会把& 石头记'真本原貌的特殊
字法句法都拉向了一般化$这个问题特别值
得注意% 我们的想法是$要尽量尊重著书人
曹雪芹的文笔和书写特点$只要不伤害不改
变原来的含义$ 哪怕明知是创稿的笔误$我
们也不主张改正%

因此$( 三新本)是极具( 原生态)活色生
香特点的& 红楼梦'读本$它的意义将随着时
代的前进$ 而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识$所
欣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此书中的每一处
文字认定$每一条按语$就都不允许发表不
同意见% 应该说$周先生的红学研究其最优
长超凡之处$一方面是极具原创性#个性$另
一方面则总是启发读者自己去独立思考$去
贴近曹雪芹的心灵 $去领悟& 红楼梦'的真
谛$去玩赏寻味其笔墨精神$各自去做红学

( 修行)$至于谁能成罗汉$谁能成菩萨$谁能
成佛$那就全看各人的( 缘分)了%

! ! ! !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

原著#曹雪芹 脂砚斋

校评#周汝昌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漓江

一句话点评#+三新本% 是极

具+原生态%活色生香特点的(红

楼梦)读本!它的意义将随着时代

的前进! 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

识!所欣赏&

梁归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