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有点像是一册“北极旅行

指南” ， 连续多年赴北极科考的

博物学者段煦用他的文字和照

片缩短了 6000 公里的空间距

离， 让读者仿佛置身地处北纬

74°到 81°之间、隶属于挪威的

斯瓦尔巴群岛。

但它又绝非一般的旅行手

册那样只注重食宿行和等待打

卡的景点，而是通过段煦自己的

考察经历和博物知识，深度展现

了北极地区的种种鸟兽草木、冰

河山川。 当读到他怎样与壮硕的

北极熊四目相对，想不激动是很

难的； 而读到只有 3 厘米高的

“柳树” ， 又不免为北极植物艰

难的生活环境感叹。 知道了每一

种动植物的生境与命运，“保护

极地”好像终于不再是一句空头

的口号。

本报讯 6 月 11 日，《贵州中国

画·花鸟卷》（简称花鸟卷）在贵州文

史馆举行新书发布会。 这标志着，贵

州的中国画花鸟部分得到了整体梳理

和总结。

本书以“中国花鸟画历史概况”为

源头，较系统地介绍了贵州自明代永乐

时期建省至民国时期的花鸟画家的主

要事迹、绘画成就等内容。

“花鸟卷” 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特约研究员马天云整理而成。 据马天

云介绍，本书涉及的贵州花鸟画家约

有 120 位。 “有的人物历史资料较为

丰富，因而记载他们的历史资料较多。

而有的画家历史资料较少，画作难见，

仅作录名介绍。 对每一位画家，都尽

量搜集和选择他们的花鸟画等作品录

入书中。 ”

据马天云介绍，收入本书的画作

共有 190幅、组。其中 155幅为贵州花

鸟画艺术作品，其余 35幅为配图。

通过整理研究发现，贵州在战汉

时期就有花鸟画出现，宋代的陶器、纺

织品、 建筑物上已经有花鸟画纹样。

到明代开始有花鸟画家的记载。

“到了清代，贵州的花鸟画坛出

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因此，贵州清代

画家人数也大幅增加。 当时，杰出的

花鸟画家有王道行、袁思韠、何威风等

人。 ”马天云介绍。

民国后期成名的画家较多，杰出

的画家有宋吟可、王渔父等，他们都生

活到建国后，影响较大。 对这些画家

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书中介绍得

比较详细。

本书编辑刘泽海认为，《贵州中

国画·花鸟卷》 是贵州中国画的三部

曲之一，其他两部分别为山水卷和人

物卷。作者在创作之初即有体系设想，

图书架构和论述行文符合三部曲的系

统设置，文字精炼、准确，是很好的科

普著作。 （本报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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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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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交谈，必须从重拾注意

力开始。 雪莉·特克尔书中指出，

而今的中年、 青年人都应记得，

远离交谈“代表着逃避自己作为

（孩子）良师益友的责任” ；远离

交谈实际上就已经忘记了生活

的本质，而成为了新技术、新设

备的奴隶。 这本书倡导重拾交

谈， 重新训练自己的说话和倾

听，重新努力构建基于交流的亲

密关系。

《重拾交谈》

这是一本人体生理科普书，

特别之处在于书中附赠了红绿

蓝三色RGB滤镜。不戴滤镜时，

画面是一片缤纷的色彩和线条；

戴上红色滤镜，映入视野的却变

成了清晰的人体骨骼；透过绿色

和蓝色滤镜，则看到的分别是协

助运动的肌肉和维系生命的各

种器官和血液循环。 眼耳、口鼻、

大脑、心肺、腿脚、生殖系统、胎

儿发育……人体几十个重要部

位得到仔细的绘制， 不含糊、不

萌化，精确的写实风格画面仿若

解剖教科书。 但有了 RGB 视觉

艺术设计，不仅让一本书“厚”

了三倍，也让容易枯燥的科普知

识有了游戏感，变魔术一样的阅

读体验，连大人都会喜欢。 只是

蓝色滤镜下的画面有些偏暗，效

果不及红绿两色滤镜下的骨骼

肌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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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琦注定和历史学有缘。

1947年， 他以中国银行职员的身

份考进中央大学，读的是经济系。1951

年，茅家琦大学毕业。 经济学专业在

那时显得颇有些尴尬，他一开始被分

配到南大图书馆工作。 两年后，学校

准备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在一字一

句读完《资本论》第一卷后，他成了

任课老师。

1956年，茅家琦调入南京大学历

史系。 此后，他的史学研究涵盖太平

天国史、晚清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

湾史、区域现代化史等领域，经济学

的专业背景，让他的研究总能独树一

帜，见常人之所未见。

1979年冬， 茅家琦赴美讲学，先

后走访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

根大学等十多所高校，接触到了在国

内难以企及的大量的太平天国史资

料，也看到了美国学者撰写的相关专

著。 茅家琦重新提笔，一批专著与论

文陆续问世。

也是在那时， 茅家琦决定调整自

己的研究方向。“1994年， 我访问台

湾。访问期间，我对全球太平天国史的

研究情况有了全面了解。 我发现没什

么新问题可以研究了，快到尽头了。 ”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 茅家

琦转向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 他的研

究重点落在两个点上，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南通。 “两个地方近代化都做

得比较好，具有典型性。 ”

说起研究台湾历史的缘起，茅家

琦记忆犹新。 那还是在耶鲁大学访问

期间，他接触到了不少台湾学者和有

关台湾的资料。 后来又去了台湾访

问， 又接触到一批材料，“我那时感

到， 我们对 1950 年以后的台湾知之

甚少。历史学家需要补上这一门课。”

茅家琦主编的 《台湾三十年》，

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问世的。

在这部书里，茅家琦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台湾的发展作了研究，并鲜明地提

出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资料新、观点新，这本书受

到的好评如潮，很快出了第二版。《人

民日报》的评论称赞这本书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

的当代台湾史的学术著作” 。

继《台湾三十年》之后，茅家琦

又写了《台湾经济政策轨迹》《李国

鼎与台湾经济》等书，这些积累都为

他日后写作和编著《中国国民党史》

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民党史》 最早成书于

2005年。 全书以孙中山、蒋介石、蒋经

国等人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为主线，

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其思想渊源进

行了较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弥补了

国民党史研究中的疏漏” ， 是目前为

止公开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中时间跨

度长、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著作。

二十年前，动笔写作这部书时，茅

家琦年届七十；成书之时，他已是 78

岁。 “我 70 岁退休，别的什么都不在

意，主要工作就是写东西。 ” 他负责统

筹全书，并亲自撰写其中一编。“当时

我的设想，就是写一百年，这一百年的

沧桑。全书共有四编，第一编的时间跨

度，从 1894年孙中山创立中国民主革

命的第一个小团体兴中会———中国国

民党百年历史的起点，到 1924年中国

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翌年孙中

山逝世止。第二编从 1925年孙中山逝

世，蒋介石在中国政坛崛起至 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止。第三编从 1949年

蒋介石败退台湾，到 1988年蒋经国去

世止。 第四编从 1988年蒋经国去世，

到我开始写书的那个阶段。 找了我的

学生一起写，徐梁伯、马振犊、严安林，

他们有的研究台湾史、 有的研究一段

式历史。 ”

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出

乎预料，出版之后销售却不错，很快

就做了第二版。 十多年后的今天，又

有了新的版本问世。

茅家琦希望这是一部经得起时

间检验的书， 但他坦言：“人的认识，

我想，总归是进步的、发展的。 这本

书，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也有不

对的地方。 十年之后、百年之后，书里

说的肯定又有不正确的地方。 ”

据《 现代快报》

茅家琦：1927 年生，江

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历史学

家，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茅家琦专

治中国近代史，共出版重要

学术专著 20 多部， 发表学

术论文 100 余篇，涵盖晚清

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

史、当代台湾史、区域现代

化史等领域。 茅家琦、徐梁

伯、 马振犊、 严安林合著

《中国国民党史》新近由江

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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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尔巴密码》

作者：段煦

麦客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年 5月

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读书时间

DUSHUSHIJIAN

A

13

编辑／版式 王颖 校对／蒋璐

《中国国民党史》

新版本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