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2月1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王 建 电话：（0531）85193244 Emai l：wtzx@dzwww.com

36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滂

8

1911的民生与民声
□ （澳大利亚）雪珥

剖析辛亥革命的起源真相———

史蒂夫·乔布斯传
□ (美) 沃尔特·艾萨克森

留给世人最后的礼物———

直到乔布斯重新接管苹
果之后讲了那一番话，艾弗
才决定留下来。起初，乔布
斯打算从外面招聘一个世界

级的设计师。他找过 IBM ThinkPad
笔记本的设计师理查德·萨珀(Richard
Sapper)，还有曾设计过法拉利250和玛
莎拉蒂Ghibli一代跑车的乔吉·乔治亚罗
(Giorgetto Giugiaro)。后来他去苹果的
设计工作室走了一圈，决定跟这位和蔼
热情、为人诚实的艾弗成为搭档。“我
们讨论了产品在形式和材料方面的种种
可能，”艾弗回忆道，“我们的看法一
致。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
家公司。”

最初，艾弗是向乔恩·鲁宾斯坦汇
报的，鲁宾斯坦是乔布斯指派的硬件部
门主管，但是艾弗后来和乔布斯发展成
了一种直接的、异常牢固的伙伴关系。
他们开始定期一起吃午餐，而乔布斯每
天下班之前都要去艾弗的设计工作室聊
一聊。“乔尼的身份很特殊，”乔布斯
的妻子鲍威尔说，“他常来我们家玩，
两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亲密。史蒂
夫从来不会故意伤害他。在史蒂夫的生
活中，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被替代的，唯
独乔尼不是。”

乔布斯随后向我表达了他对乔尼的
尊敬：乔尼给苹果公司乃至全世界带来
的改变是巨大的。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

极聪明的人。他懂得商业概念和营销概
念，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很快。他比其他
任何人都更为理解苹果公司的核心理
念。乔尼是我在公司里的“精神伴
侣”。大多数产品都是我们一起构想
出来的，然后我们会再把其他人拉进
来 ，问他们 “ 嘿 ， 你 们 觉 得怎么
样？”对每一个产品，他既有宏观的
见解，又能考虑到细枝末节。他明
白，苹果是一家注重产品的公司。他
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这也就是为什
么他向我直接汇报工作。他是整个公
司里除我之外最有运营权力的人。任何
人都无权干涉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
也是我的意图。

和大多数设计师一样，艾弗喜欢分
析设计理念和具体的实施构想。对于乔
布斯来说，他的判断更注重直觉。他会
明确指出自己喜欢的模型和草图，放
弃那些不喜欢的。而艾弗接下来会按
照乔布斯的思路和喜好，进一步完善
设计理念。艾弗的偶像是为博朗(Braun)
电器公司工作的德国工业设计大师迪
特·拉姆斯(Dieter Rams)。拉姆斯崇尚
的设计理念是“少而优”(Weniger aber
besser)。

同样，乔布斯和艾弗也在为如何能
让每一个新设计变得简洁而绞尽脑汁。
自从在第一本苹果手册里宣称“至繁归
于至简”以来，乔布斯就以追求简洁为

目标。追求简洁不是要忽视复杂性，而
是要化繁为简。“要把一件东西变得简
单，还要真正地认识到潜在的挑战，并
找出漂亮的解决方案。”他说，“这需
要付出很多努力。”

在艾弗这里，乔布斯终于找到了
“灵魂伴侣”。他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
简洁，而不是表面功夫。有一次，艾弗
坐在他的设计工作室里，表达了他对简
洁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认为简单就是好？因为
对于一个有形的产品来说，我们喜欢那
种控制它们的感觉。如果在复杂中有规
律可循，你也可以让产品听从于你。简
洁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不仅仅是把
杂乱无章的东西变少或抹掉，而是要挖
掘复杂性的深度。要想获得简洁，你就
必须要挖得足够深。打个比方，如果你
是为了在产品上不装螺丝钉，那你最后
可能会造出一个极其烦琐复杂的东西。
更好的方式，是更深刻地理解“简洁”
一词，理解它的每一个部分，以及它是
如何制造的。你必须深刻地把握产品的
精髓，从而判断出哪些不重要的部件是
可以拿掉的。

这就是乔布斯和艾弗所一致认同的
基本原则。设计不仅是关于产品的外
观，而且必须要反映出产品的精髓。
“在大多数人看来，设计就和镶嵌工艺
差不多。”

1905年3月，西藏巴塘叛
乱，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一行
5 0余人被杀，震惊中外。
“巴塘事变”的背景相当复

杂，既有改革者推行新政造成与当地
寺庙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冲突，更有
英国在西藏加紧渗透的因素。中央政
府立即下令平叛，根据四川总督锡
良、成都将军绰哈布的建议，派四川
提督马维琪、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
办。此时已经60岁的赵尔丰，在平叛过
程中手段狠辣，血洗“七村沟”等，
赢得了一个“赵屠夫”的名头。这成
为日后革命党证明其一贯“与人民为
敌”的证据。赵尔丰的这个名头与早年
间曾国藩得到的“曾剃头”绰号也十分
相似。

事变之后，崭露头角的赵尔丰留在
川边督办善后，1906年，朝廷鉴于西藏
局势非常严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决
定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省级建
制，赵尔丰就任首任川滇边务大臣。
宦海煎熬30年后，他终于跃上了关键的
副省部级(侍郎衔)台阶。但代价是巨大
的，这位61岁的老人必须常年生活在高
寒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边疆民族事
务。

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区，东起打箭
炉，西至达丹山，南抵云南维西、中
甸，北至青海玉树。赵尔丰上任后，不

顾年迈，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
废除土司，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效
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巩固了国
防。1908年，朝廷又任命赵尔丰兼任驻
藏大臣，至此，他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赵尔丰展现了卓越的经营边疆的才干，
率领军队挫败了英国幕后操纵的西藏叛
军，率军顺利进入拉萨，宣布革去十三
世达赖的名号。他甚至建议朝廷“仿东
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四川总
督应当移驻巴塘，在四川、拉萨各设巡
抚，“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
外附”。

赵尔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司
制为流官制，加强基层政权的控制力
度，“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
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
省之规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边实
行大规模的改革，发展经济、文教，架
桥铺路，建厂通邮，编练新军及巡警，
成效斐然。“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
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
服之”。他在途中发现一户百姓家无隔
夜之粮，而地方官却不知情，他就严惩
了地方官。他说：“知县是知一县之
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
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
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
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时人尚
秉和评价他“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

功若此者”，锡良更是高度评价他“忠
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
事”。

在赵尔丰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
英国的强力渗透，得到了稳定。民国学
者李思纯认为：“金沙江以东十九县，
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
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赵尔丰在瓦弄
勒卡玛坝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
镌刻十个大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这十
个大字，与大清政府在中朝边界上留
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一
样，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不同的
是，赵尔丰刻在雪山上，而中朝边界则
是一字一碑，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
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竖立了
10座巨大的界碑。二十多年后，章士钊
在《将军叹》长诗中说“晚清知兵帅，
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
声”，认为赵尔丰的成就超过岑春煊和
袁世凯。

作为一位出色而尽责的边疆干部，
赵尔丰调任川督，有朝廷“酬功”的打
算在内。但是，正如保路运动的领袖之
一彭芬日后分析，“赵尔丰久在边藏，
于国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趋向。然
出膺首座，又适在王人文估计酝酿之
后”，这次调迁，对赵尔丰而言，是祸
不是福。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陈巨慧

实习生 张立夫

12月9日，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
作奖)颁奖大会在济南举行，为由北京、太原和全
省各地的54名评委三轮实名投票评选出的35部
获奖作品颁奖。

“办法新，作品好，评委严”，这是本次泰山文
艺奖(文学创作奖)评选的三大亮点。本次泰山文
艺奖(文学创作奖)评选的圆满成功，不仅提高了
山东文学在全国的声望与影响力，也激发了我省
的文学创作热情，增强了广大读者对于山东文学
创作的信心与希望。

文学立场纯正 英雄不问出处

以纯正的文学立场、严谨的艺术尺度去衡量
作品，是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一以贯之的评
奖标准。“纯粹的写作”、“悲悯的情怀”、“人性的
温暖”、“新形式的探索”被评委们反复提到，是本
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评选过程中点击率
最高的关键词。此次评选出的35部作品，得到了
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更引发出对文学创作现象
的讨论和艺术规律的探索。

获奖的作家中，不乏成名于上个世纪80年代
老当益壮的老作家和老学者，也有十几年来一直
活跃在创作界的实力派中青年作者。

文学新人辈出是本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
奖)尤为突出的特点。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文坛新

秀，成为跃上文坛的“黑马”，如获奖作者东紫、王
秀梅、范玮、艾玛、尤克利、乌以强、朱自强等。荣
获散文奖的谭登坤等，在这次评奖之前很少在创
作界露面。

获奖者来自各行各业，显示出泰山文艺奖
(文学创作奖)海纳百川的胸襟。他们当中，有的
是专业作家，有的是自由撰稿人，有的是高校教
师，还有的是下岗工人和农民。有的已近80高龄，
有的年仅30出头。只看作品不看人，英雄不问出
处。不管其身份、年龄、资历有多大差异，其获奖
所依凭的都是作品的实力。

题材风格多元 佳作百花齐放

这35部作品涉及到当代文学的各个门类。其
中既有扣人心弦的长短篇小说，也有清新亮丽的
诗歌文集。不仅有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文学，也
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与发人深思的散文
札记。可以说，当今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社会生
活和心路历程在上述不同类别的作品中，几乎得
到了全方位的艺术展现。

从长篇小说来看，其中既有70后青春成长历
史的艺术记录，又有关注当下婚姻伦理困境的深
入思考，既有惊心动魄的藏区悬疑，又有鲁南乡
野女子的民间传奇，还有清末奇人武训兴办义学
的历史追述；从中篇小说来看，既有关于爱的缺
失与寻找，又有冷峻的当下社会批判，既有当代
人情感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困窘与悲伤的揭示，
又有对理想和良知的顽强坚守；从短篇小说来
看，既有乌托邦般的乡村叙事狂想，又有看似异

常的官场故事，既有底层人们的善良纯朴与宽
厚，又有当代乡村生活粗砺真实的现状。

从诗集来看，既有对血脉相连的乡村情感的
真诚抒写，又有对个体生命疼痛的深切体验；既
有对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描绘，又有以独特的视
角面向“旷野”展现岁月的记忆和心灵的轨迹，还
有沉潜内心的哲理思辨。

从散文集来看，既有学者在当下激活了历史
上那一个个英雄身影、一声声生命呐喊，又有土
地之子对乡野农人和故土风物的深情凝视；既有
对底层社会人生“在场”的驻足和观察所亲历的
疼痛，又有面对乡村变迁、社会转型心中油然生
出的“怕和爱”。

从报告文学来看，既有苍山百姓由菜农到菜
商艰难蜕变的坎坷历程的真实再现，又有对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降兵部队奔赴汶川地震灾区抢险
救灾英雄事迹的朴实记录，还有对博大沉厚母爱
亲情的真切怀念。

从儿童文学作品来看，既有童心童趣鲜活生
动的儿童小说和入情入理的幻想体动物小说，又
有洋溢着浓郁中学校园生活气息的少年成长小
说，还有像草叶尖上的露珠一样清澈透明的儿童
诗和从细微处见深意、感悟人生、给人启迪的儿
童寓言。

而从艺术风格来看，这些获奖作品既有现实
主义的写实，又有浪漫主义的激情抒唱，还有象
征主义的深刻寓理；既有古典主义的洁雅优美，
又有现代主义的荒诞瑰奇，还有表现主义的拓深
创新，更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古典
主义、现代主义多元融合的艺术表达。

追求思想深度 艺术精彩纷呈

通过对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流浪乞儿的刻
画，将冷峻的社会批判和不动声色的悲悯都熔铸
在高超而节制的叙事技巧之中，中篇小说《脱臼》
既写出了现实的残酷，也写出了青春的叛逆，人
性的背叛和温情。像这类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
术高度的文学作品，尤其受到泰山文艺奖(文学
创作奖)评委会的青睐。

35部获奖作品艺术魅力可谓精彩纷呈。小说
的主要代表作有：《年日如草》、《白猫》、《孟村的
比赛》，这些小说不仅有反映平凡人物生活探索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题材，也有
描写个体生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遭遇的题材。
从诗歌来看，主要代表有诗集《远秋》、诗集《平羌
尽处》等，这些诗集语言功底扎实、意境深邃优
美，体现了诗人对于社会、生活与大自然深刻的
认识与反思。从儿童文学来看，《属鼠蓝和属鼠
灰》和《我叫猪坚强》体现了儿童本位的文化关怀
和童心童趣，作家对儿童文学精神的坚守和对当
下儿童阅读需求的准确把握，使作品达到了较高
的思想艺术水准。

通过这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的获奖
作品，广大读者既看到了我省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所达到的对现实反映的深度和对人物心理挖掘
的深度，又看到了近年来诗歌创作在社会与生
活、自我与时代、诗意与哲思的交融点上打造出
的精细深刻的艺术境界，也看到了散文家们难能
可贵的艺术原创性和丰富性。

■ 文化焦点

海纳百川展齐鲁文坛风采
——— 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评选侧记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由实力派演员曾黎、孙逊领衔的中

国首部寻宝题材电视剧《最后征战》于12月18日晚
震撼登陆山东电视台影视频道。该剧围绕一张藏
宝图和一个惊天秘密逐步展开剧情，在各方势力
的混杂交错中渗透着悬疑、暗算、卧底，以及亲情、
友情、爱情的纠葛。

在荧屏上一贯以冷傲美女形象示人的曾黎，
此番饰演背负仇恨走上女匪之路的沈寻香。剧中，
沈寻香为了守护家族的秘密，不仅将暗示国家宝
藏藏宝图的神秘“百花图”刺在了香肩上，还不惜
嫁给变态老地主，上山当土匪，是一个智慧与美貌
并存的奇女人。沈寻香一头干练的发型，身穿碎花
小袄，腰间别着双枪，将战争年代的彪悍女匪形象
演绎到极致。贯穿全剧的除了沈寻香复仇路上的
坎坷，还有其感情上的一波三折，她与演员孙逊饰
演的杨忠之间既是恋人又是“对手”，复杂的情感
纠结也颇具看点。

上图：《最后征战》剧照。

寻宝剧《最后征战》今晚开播

当地时间12月15日，电影《青少年》在美国
电影艺术与科学协会举办放映会，图为演员查理
斯·塞隆抵达放映会现场。在本片当中查理斯·塞
隆颠覆美艳形象，饰演了衣着随意的“脱线女”。

□CFP 报道

据新华社纽约12月16日电 桑兰跨国天价官
司的主审法官决定再给桑兰一次答辩机会，以便
让她在高度公平的条件下开展她的诉讼。

11月21日，桑兰案助理法官弗朗西斯要求原
告桑兰和被告各方在12月8日之前提交答辩。他在
文件的最后明确地写道：“不能按时提交答辩书者
将丧失上诉的资格”。桑兰的前律师海明和被告律
师莫虎都按时递交了答辩，他们同时也都为自己
赢得了未来上诉的资格，而桑兰在12月8日未作出
答辩回应，这不仅意味着桑兰错过了为自己辩解
的机会，还会让她丧失将来上诉的资格。

83岁的主审法官伦纳德·桑德14日发布命令，
额外再给桑兰一次答辩的机会。新的提交答辩截
止时间延长至2012年1月31日。不过，老法官这次
也明言：如果届时桑兰还不答辩，法官将不再“恩
赐”给她任何新的机会。

法官再给桑兰一次答辩机会

据新华社柳州12月17日电 在17日进行的世
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
手谌龙、林丹分别战胜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和丹
麦老将盖德，会师决赛。

在一场女单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王
仪涵以2：0力克队友汪鑫，顺利跻身决赛，她将在
决赛中迎战印度选手内瓦尔。

羽联总决赛

谌龙林丹会师男单决赛

在携手共度十年婚姻并经历了丈夫被诉强奸
后，洛杉矶湖人队当家球星科比·布莱恩特的妻子瓦
妮莎·布莱恩特16日走进法院，正式提出离婚。

29岁的瓦妮莎当天向加州的橘郡高等法院以“不
可调和的差异”为由提交了离婚诉状，有报道称，她
这么做是因为怀疑科比有外遇。此次代表瓦妮莎打
离婚案的是美国小有名气的名人离婚律师劳拉·瓦
塞尔，这位律师曾参与了玛丽娅与前加州州长、著名
演员施瓦辛格的离婚案。

科比夫妇育有两个女儿，其中大女儿8岁，小女儿
5岁。两人都提出了对子女的法定共同监护权和生活
监护权的要求。

一位代理科比夫妇的律师发布了一份声明，称
在律师的协助下科比夫妇已私下解决了离婚相关事
宜，不过解除两人婚姻状况的判决要等到明年。为了
孩子的利益，科比夫妇希望在这个困难时期，公众能
尊重他们的隐私。

33岁的科比当天在球队训练后回避了任何有关
他离婚的新闻报道，他的队友加索尔被问及科比离
婚一事时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还是头一次听
说。”

根据合同，科比本赛季的薪水为2500万美元，下
赛季为2800万美元，其薪金数额为NBA球员之最。据
估计，科比有3 . 6亿美元的家产，由于双方没有签订婚
前协议，预计此次离婚将会分走他一半的家产，也就
是说瓦妮莎有可能将会拿到1 . 8亿美元的高额离婚补
偿。

1999年，当时只有17岁的瓦妮莎在拍摄音乐电视
时结识科比，半年后两人订婚，2001年4月结婚。当科
比决定娶瓦妮莎为妻子的时候，他的父母坚决不同
意，甚至后来都没有出席婚礼。科比的第一个女儿降
生后，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才得以缓和。

婚后两年，科比因强奸嫌疑被一位19岁女子告上
法庭。科比承认与原告在她工作的旅馆发生了关系，
但坚持认为这是在两人均自愿的前提下发生的。如
果被判有罪，科比面临4到20年的铁窗生涯，而且还有
75万美元的罚款。不过后来公诉人解除了对科比强奸
罪名的指控，因为受害者拒绝出来澄清事实。

在科比被起诉后不久，瓦妮莎便得到了丈夫送
上的一枚价值约400万美元的钻戒，此后在案件审理
当中她始终站在丈夫一边，不承认他犯了罪，只认为
丈夫犯了通奸的错误。 (本报综合)

十年夫妻一日散
妻子瓦妮莎提出与科比离婚

▲科比和瓦妮莎。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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