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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
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从全球化3.0向4.0升
级的过程虽然复杂，趋势却难以逆转。作为新兴大国，
中国正在积极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这既标志着中国对
外战略的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
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及力图主导区域治理的重
要尝试。“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
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论坛理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成员邵宇认为，“未
来中国将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
飞地绿地投资，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向西，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汇点，
又是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向南，是与
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他们既有较大
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

“全球化4.0”是由中国参与、主导的一种世界经济
模式。在《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一书中，
邵宇先从当下金融危机第三波谈起，接着切入“一带一
路”战略，并沿着其核心区域和国家，分析其中蕴含的收
益和风险。接着又纵向解读了全球化1.0、2.0、3.0时代
的特征（包括主导国家、标志事件、政治经济制度、交易
方式、货币体系，等等）以及各自优势和缺陷，并分析论
证了3.0体系向4.0体系过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核
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和气候、排
放等低政治领域议，以及中国在这些议题上的担当和行
动，等等）。需要强调，中国参与、主导的“全球4.0”时代
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而是试图

修复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家独大，“有钱任性”
所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

“这个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变
革，多极化趋势全面深入推进，大国联系重构空前复杂，
国际矛盾斗争暗流涌动……”，邵宇认为，眼下全球化体
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经济上，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
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
缓解，增长却陷入了萎靡，进入“新平庸”状态；世贸组织
（WTO）多哈回合已经死亡，区域合作（TTP、TTIP、
RECP）正在蓬勃的发展。在金融上，与美日欧选择极可
能导致分化严重的量化宽松政策相反，中国致力打造平
行的小“三驾马车”（IMFvs储备库、WBvs金砖发展银
行、WTOvs工商理事会）。韬光养晦并非光荣孤立，而
是全球化3.0下面闷声发大财原始积累。“一带一路”也
不是门罗主义，而是全球化4.0下面的包容性一体化互
联互通。从实践看，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但渐
次进入地缘热点区域，还走到了全球治理的最前沿，世
界秩序也终将在全球化4.0治理理念及政治经济博弈中
形成。

“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全球化4.0进程的先导，
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4.0，是将中国与世界融为
一体的伟大战略。尽管“一带一路”的盛衰曾折射出中
国发展的起起伏伏，但新的“一带一路”已超越了历史，
不但承接了一些历史元素，还有了质的变化。简言之，
全新的“一带一路”战略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陆上与海上
国际交往通道，而是一个借助历史符号构筑起的全球联
系网络。从实践看，“一带一路”已不是单纯的中国与其
他国家贸易产品之间的来往通道，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
为基础的融合经济、文化、技术、资本、资源等方面的全
方位交往平台。客观上，“一带一路”战略不但是全球化
4.0的核心宗旨，还彰显了中国希望与周边区域以及众
多国家共建互惠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发展模
式的愿景和诚意。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满足了
诸多后发国家对于平等利益的诉求，对部分发达国家也
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一带一路”不仅突破了经济领域，
还显著地走向了地缘政治层面。

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
开放的不断发展。邵宇认为，“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
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
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
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变迁
的结果。”从全球化1.0时代，中国舰队王师的黯然退场

和闭关锁国，到全球化2.0时代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
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全球化3.0中国全
力加入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
积累。当下的中国，是如此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政治经
济舞台的中心，特色大国外交密集深入，对外关系构建
纵横捭阖，全球战略思想正在推陈出新。在升级了的全
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
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
国际化战略，这既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改
革经验）的延伸，也是我们亲身见证历史的时刻。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处在变革期。“二战”所确立的
全球秩序持续了70年，总体上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与繁
荣。时至今日，以2008美国次债危机为起点，世界经济
不但彻底地告别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时代，一些新
的全球性问题还急需以新的国际经济机制治理。王者
归来，与“全球化4.0”、“工业化4.0”相关联的“一带一
路”、“亚投行”、“APEC中国方案”等诸多关键词正在全
面地改写着全球商业格局。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期，一
是通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
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推动各国经济全方位地互联互通和
良性、密切互动，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
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以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潜
能；二是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
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及整体话语权，以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体系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期，4.0版本在理念
上全面超越旧有的全球化3.0版本，这对中国这一代表
性的新兴大国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机遇窗口。立足全球，
聚焦全球化，一步一步地重返世界之巅。在《全球化
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一书中，邵宇、秦培景以类
似商业报告的范式搭建了一个颇具理论特色的框架，并
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展望了中国未来全球化体系升级演
变进程中的角色与可能的上位路径。这就是全球化4.0
时代，是未来世界发展的真正的可持续版本。基于此，
我们应把《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一书视
为一部了解现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的前沿著
作。又因为大量的数据与图表以及历史资料的挖掘与
分析，使得邵军、秦培景的《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
界之巅》一书与同类通俗读物大有区别。所以，《全球化
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一书又堪称一部惊心动魄
的经济史。

中国重返世界之巅
□刘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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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智慧
阅读始

□潘玉陶

中国的阅读是自有了甲骨文为开
始，以后演变成竹简、木椟，再以后的进
步产生了纸质本到今天的电子书。

“读书”这个词语，出于《论语·先进》
中。孔子说“为学”必须经过“读书”，不
读书何能奢谈为学。简而言之，在校读书
是学生受教和先生施教的基本方式，书籍
则是求知者和教育者毫无矛盾的统一载
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礼记·学记》）： 君子学以敛其道，
（《论语·子张》）。

总而言之，人类的生存发展早已离
不开阅读。

在社会实践中，离不开书本的工作
往往是最艰难而最有意义的工作，无论
其性质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阅读不断创新丰富知识，从宏观来
说，知识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以微观而
言，知识改变命运！

千百年来，中国流传着许多寒门学
子勤学苦读的故事。较早的故事产生于
战国时期，那位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抗秦
的苏秦，学识不深时难以谋职，连吃饭都
成问题，受到嫂子奚落等等刺激后，发奋
苦读书，成为政治、游说大学而受“六国
封相”。他的读书精神超乎常人，因而为
一代代读书人留下了“头悬梁，锥刺骨”
的故事。以后，关于苦读的故事不断出
现并成为传世成语。崔光“家贫好学，昼
耕夜读，佣书以养父母”；匡衡“凿壁偷
光”、孙康和车胤的“囊萤映雪”；朱买臣
和李密的“负薪挂角”诸多故事，都让许
多上过学校的人耳熟能详，因为这些成
语故事曾经选入语文教科书。

除了流传关于阅读的故事，并将
之记载于史志及有关书籍中之外，历
代产生了各种各样有关阅读的理论书
籍，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的
精辟见解。

时间距离当今不远，地点在我们
安顺小城里，就发生过因家境困难，苦
读受侮而毫不气馁，终成大器的真实
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四八”烈士
黄齐生先生。

黄齐生先生出生于安顺幺铺镇青苔
堡村，父亲黄福邦是做盐巴生意的小商
贩，故家中只能常负债勉强度日。然而
这位老人有着崇尚读书的意识，懂得读
书改变命运的道理。他对人说：“老子这
辈子就吃了不识字的亏……要拿大儿子
去读书，二儿子去学生意。”故黄齐生15
岁时到东街上一位外号名“陈老枯”的人
开的“义兴恒”店铺里学徒。

爱书好学的黄齐生在业余时间特
别喜欢阅读，但他得不到支持而是遭到
责难。目光短浅、只知钻钱眼的陈老枯
某天见黄齐生读书，把他的书抢了，大
骂“你小子要能读书，我抠下眼珠给你
当珠子踩！”

这使人想起了俄罗斯的高尔基，
他少年时在面包店里当学徒时，也因
闲时读书被老板大骂并抢了书扔进面
包烤炉中。

在那种状况下，黄齐生除通读了
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外，还阅读了兄
长黄干夫从经世学堂带回来的《民约
论》《天演论》《进化论》这些具有现代
意识的著作、以及鼓吹维新变法的《时
务报》等书刊。

坚持不懈的顽强自学精神使他学富
五车，因而他一到贵阳就能较为轻松地
与凌秋锷等有识之士开贵州近代新式教
育之先河，创办了著名的达德学校，他个
人最终成为中国著名教育家。

几千年来，中国有着崇尚阅读的良
好风气，即使在某些大兴文字狱的时期
也是如此。明朱棣朝编了《永乐大典》：
清康熙有《康熙字典》问世，乾隆朝编纂
出版了著名的《四库全书》。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读书热潮在
中国自发地掀起！在安顺，书店排队购
书的情景屡见不鲜。官方、民间的各种
阅读交流会频频举办。

人们渐渐明白，智慧的提高，离不开
阅读！因为书籍总结记录人类实践活动
中产生的理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
践。即便是文学类的诗歌、散文小说，也
是从生活提炼锻冶而成，阅之能陶冶生
活、认识人生。

今天是一个最好读书的时代，各种
书籍应有尽有！

喜欢阅读吧，用打麻将的时间看看
书，莫辜负大好时光！

用玩手机的时间读读书。电子书与
纸质书是有区别的。有人说，纸质书可
在上面圈点评说，如同走进实景。而电
子书如同遥看屏幕上的风景。此比喻极
为恰当！

鲁迅与郁达夫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朋友，近于亲人。郁达夫说鲁
迅是伟大的，在文品和人品上都可算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对他崇
敬之至；及至鲁迅去世后，又写了一大批追悼纪念的文章。而鲁迅对郁
达夫的小说，也很推崇。

鲁迅与郁达夫是朋友，有很多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异常敏感
的人，这种性格来源于早年的经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
条。鲁迅少年丧父，郁达夫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在二人的心
灵上都留下深刻的影响。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
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终身难忘为给父亲治
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郁达夫有过母亲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
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文货店去赊去”的感受。

鲁迅与郁达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
北的小四合房子里。那时候，鲁迅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
学里教小说史略。当时鲁迅的脸色很青，胡子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
薄，身体矮小。郁达夫印象中，鲁迅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
得柔和，笑声非常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可爱。就在那
时，鲁迅和郁达夫在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
大抵是黄酒。有一天，鲁迅送了郁达夫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
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

鲁迅与郁达夫的脾气性格与文章风格截然不同，但他们却有交情，
有合作，是惺惺相惜的关系。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郁达夫念及
鲁迅身陷战区，急于想找到他。当探寻鲁迅不遇时，竟焦急得在报上登
寻人启事，患难友情可见一斑。鲁迅对郁达夫也是关怀备至，特别当郁
达夫遭人误解时，鲁迅总忘不了说几句公道话。如1927年10月，鲁迅在
《扣丝杂感》、《夜记》里维护郁达夫。

1927年，鲁迅和郁达夫共同在上海生活，两人也从朋友升级到了挚
友。对鲁迅来说，郁达夫是他所有朋友中最为知心的一位，也是最为了
解自己的一位。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10月24日，郁达夫
在上海写了一篇文章，即《怀鲁迅》。随后，《怀鲁迅》一文也在《文学》杂
志上刊登发表。郁达夫用词准确，毫不掩饰地抒发了自己对鲁迅的敬佩
之情，同时也写出自己对鲁迅深深的怀念之情。1937年，是鲁迅逝世一
周年，郁达夫再次写了一篇名为《鲁迅的伟大》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对鲁
迅的缅怀之情。

鲁迅与郁达夫友谊深厚，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
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由于他们是同一类属的缘故，两人始终没有发
生过冲突。自从郁达夫搬到杭州后，和鲁迅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但
每次当郁达夫去上海时，无论多忙，总要抽出时间去和鲁迅谈谈，或者是
一起吃顿饭。而上海的各大杂志、报馆，要想约鲁迅稿子的时候，也总是
要郁达夫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当鲁迅对编辑们发脾气的时
候，郁达夫往往要担任调停和解的角色。

鲁迅与郁达夫的交往，也是美食与美酒的精彩碰撞。从1923年相
识到1936年鲁迅逝世，13年中，两人你来我往，喝了多少酒，吃了多少
菜，恐怕很难说清。“达夫招饮”的记述也每每见于鲁迅日记中。郁达夫
日记中也有细致的记录：“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就找鲁迅聊天，
他送我一瓶绍酒，金黄色，有八九年光景。改天找一个好日子，弄几盘好
菜来喝。”郁达夫和鲁迅的交往充满了浓浓的酒气，但他们之间的醉意，
超过了酒本身，这种醉更有一种朋友的情谊在里边。

鲁迅与郁达夫不仅有共同的文学追求，并且还是革命战友。他们始
终能够站在正义的立场，用手中的笔不懈地战斗。鲁迅尚在人世时，郁
达夫曾作有多首诗歌来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欣赏之情。在鲁迅日记中，也
写到了郁达夫曾赠诗给自己的这一事情。

书的腰封写着：“大师的‘吃货哲
学’。”我并不认同这句话。叶灵凤算不
得大师，他写的文章若冠之以哲学，也
是过于超拔了的。他是小文人，小未必
就不好，自有佳妙处。

比如这本《荔枝蝉》，收录了他58篇
饮食散文，大多千字左右，最长亦不过
两三千字。文章是小的，格局、气象也
是小的，就如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那幅
图片：一双筷子一口碗。简单至极，平
常至极，生活不过如此，饮食不过如此。

叶灵凤原籍江苏南京。金陵故都，
人间繁华。关山万里，夜阑想必常入
梦。他说：“樱桃又上市了。”他吃着樱
桃，首先要想到自己的家乡，以出产樱
桃著名的玄武湖，然后笑自己“俨然已
经将所有的樱桃，认为都是来自玄武湖
的了。”他絮絮叨叨，细说《家乡的食
品》、《家乡的过年食品》、《岁暮的乡
怀》……他是散淡的，漫不经心写他的
美食小品，江南的水汽在字里行间氤
氲。食物的往事追忆，如熟悉的老歌，
总能勾起相似的思绪。

行一程，写一处。叶灵凤年少时求
学镇江，京江的蹄肴、鲥鱼、酱菜和白汤
面就在他的心底笔端勾抹了痕迹；茶淘
饭是沪上日常，我从前读潘向黎的《茶
可道》，内里就有一篇，我知道车前子也
写过，似乎汪曾祺和苏童也爱茶淘饭，
有空一并找来看看；荔枝蝉则是广东的
特产，说起来广东人真的很能吃，连荔
枝树上的小虫儿都成了佳肴；他晚年寓
居香港，文章里就吹拂了海之味，间或
些许甜汤，且不时隐现市井俚俗风情。

饮食文章要写得好，所描写的食物，
最要紧就是能引出口涎。偶见网友阅读
本书后的短评：“饭前略翻几篇，食欲大
增，因此多吃了半碗饭。”我会心一笑。

港岛食客颇多。蔡澜鼎鼎有名。
蔡澜胜在乐活，荤素不忌，饮食男女胡
炖一锅。叶灵凤大抵是温雅隐士的风
格，他以藏书家著名，以爱书家自居，吃
的虽是乡野清供，写出来则自带文魅加
持的良效。叶灵凤早年在上海时就藏
书万卷，抗日烽烟之中不幸散佚，后到
广州、再居香港，一住就是三十多年，至
1975年离开人世时，他又攒了几屋子的
书，并留下百万言的随笔文章。这个
人，活在书里头，物质精神两相宜。饭

香、书香，孰能分清？
叶灵凤有很深的文学修养，精炼、讲

究，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蚕豆食谱，姜之
种种，有典故、有人事，徐徐道来，纷纷而
至。大概又经了香港文学的世俗化熏
陶，他的后期文字亲近平易，那一派优
雅、敦厚，气定神闲的笔触，让我想起周
作人。知堂在《北京的茶食》里说道：“我
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
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
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
且是愈精炼愈好。”他们灵犀相通，带着
几分闲适感，和静观万物的睿智。

我最早读叶灵凤，是他的《读书随
笔》。三联书店1988年的版本已经跟
随我二十年，除了书页泛黄，一切均好，
甚慰。犹记得，彼时我是穷学生，省俭
了饭钱，买下一眼相中的这本书，从序
言了解到叶灵凤从前不受待见，我心里
很诧异，因我直觉这是个谦谦君子，并
未见得他如何反动。如今我长了年纪，
有了些见识，大约明白了点俗世是非，
像叶灵凤这么一个生于1905年的民国
文人，时代大潮嘈嘈扰扰，谁能一心活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真真不合时宜。
但时至今日，当初合了时宜的许多文
章，如同大浪淘沙，早已不知去处了，叶
灵凤终究也摘了“帽子”，很多人渐渐发
现，原来他是那样耐读的啊。

想要过好小生活，大抵也是人心皆
向往吧。

小生活，亦佳妙
——读《荔枝蝉》

□林颐

鲁迅与郁达夫
□李令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