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热线电话：(0531)85193307 Email：gaf@dzwww.com读书14

极简北欧风

北欧人是世界上能把日子过得最有腔调又
松散快活的一群人。

从年轻中产家庭，到富豪阶层，极简北欧
风可能是近年来最神奇的一股潮流，更有人断
言：北欧风恐怕要成为一种全球审美了！自二
战以来，北欧设计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变
迁，却仍然是欧洲家居生活里的偶像，难怪北
欧风是很多德国人法国人心中永不过时的经典
选择。

北欧的腔调和面子无关，没有浮夸攀比，
没有纸醉金迷。当然，也不是那种自我放弃式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北欧人的日常里，柴米油盐
都要有艺术感。小到一个调料瓶，大到高楼大厦，
都要“颜值”达标，器精活好。如果你对北欧人的
生活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他们真的重新定义了

“会过日子”，也重新定义了“幸福”。
很多人常常把北欧风和性冷淡联系起来，

其实这是对北欧生活很大的误解。如果你在北
欧生活过，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接
地气，更讲求实际功能而非单纯做个颜控。讲
到这里，不得不说北欧人最擅长的就是把日子
过得舒服的同时，还不忘散发出一种时髦随性
的气质。

看到全球都在推行北欧式的生活态度和家
居风格，北欧人笑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
就是最普通的日常吗？装修自己的房子，做奶
爸，不应酬，健身，享受大自然，把自己的兴
趣爱好坚持一辈子……随意地过着自己的小日
子，没想到就被联合国评为了幸福指数最高的
几个国家。颇有种“这个学期虽然没有这么努
力，但是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心情，俨然一
副学霸的姿态。

生活态度

在北欧，家居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是
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不分职业，不分阶层，
都有自己想要表达的“理想生活”。比如北欧
白领夫妇，没有在安家置业这种人生重要环节
上选择最省钱的一次到位，而是不紧不慢，走
走停停，随着自己生活的步调把家一点点扩
建，一点点填满……也有喜欢频繁更换住宅的
家居造型师，只享受装修的过程，一旦把家变
成了时尚杂志争相拍摄的地点，就潇洒卖出，
向下一个更有挑战的家装项目行进；更有在宜
家总部工作多年的上海夫妻，“孤身二人”来
到人生地不熟的北国，带着明式的家具，做着
北欧的家居，在异乡找到了精彩的事业、幸福
的家庭；一对退休多年的瑞典夫妇会用亲身经
历让你确信，装一个理想的家是每一个爱生活
的人一辈子的事业，而且真正酷的人生，才不
会守着一个毫无变化的家过一辈子。

这些并不是北欧的“富人阶层”或“典
型”生活，而都是普通人的生活。生活离不开社
会，比如原本是造型师的安娜，能够成为北欧家
居网络红人，其背后有一部分原因得益于北欧的
诸多福利制度——— 可以领两年的失业金，生存压
力没那么大，而随时向北欧人敞开的学校大
门，又为学习新的工作技能提供了保障。

但生活又不仅仅是这样，它归属于自己，
就像家居一样，生活本就应该是一种自己感觉
舒适的状态。那么在中国，是否也能实现一种
又简单又幸福的生活？

生活在上海的一对90后夫妻，他们的家居
追求“恰到好处的距离”，两个人一起工作，
也追求“互不干扰却又能清晰地感知到彼
此”，这不正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既要亲

密，又企图保持高度独立”的文化态度。所以
家居不是照搬，生活本身并不区分是北欧的还
是中国的，只要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北欧的质感

我觉得最迷人的北欧视角之一就是屋顶。
欧洲城市的地平线一般都少了一份亚洲式的摩
登和富丽堂皇，却多了一份温馨和历史厚重
感。看着那些红色的、青铜色的屋顶在夕阳里
一直穿插、延伸，直到和天边的蓝色交汇，看
着小巷里零星的行人，感觉时间也静止了。

北欧从来没有给过我繁华的印象。低矮的
建筑，稀少的行人，寂寞的日落，细碎的百年
石板路……也许对这片土地，更准确的形容是
“温馨”和“有质感”。从哥本哈根机场厕所
的得奖垃圾袋设计，再到根据太阳直射角自动
调节的窗帘；从不用汽油只靠剩饭剩菜产生的
沼气发动的公共汽车，到可以抵御严寒节能环
保的建筑材料……北欧人愿意在很多看不见摸
不着的地方用100%的心。

然而，除了好处，这样的做事哲学也极容易
“惯坏”人。在北欧生活久了，常觉得日子顺利得
不可思议，因此总想着去别处寻找更刺激的体
验。而真的到达了那些“别处”，又会抱怨各种基
础设施怎么设计得如此复杂而蠢笨。所以说，北
欧的好是对比出来的，是沉默而耐心的。

你在城市中心，寻找到了一片背靠热闹的宁
静，很奇妙，而这就是北欧可以给你的浪漫。

为什么北欧的极简主义设计和生活风靡全
球，得到了无数人的认可？

在北欧，简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想象力的
起源。北欧的极简主义风格能够风靡全球，除
了它实用和美观的完美结合，更重要的竞争力
是设计背后的创新能力和具有启发性的生活理

念。究其根本，北欧设计非常强调的是用最简
单的方法去解决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而非
一味为了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外观。

现代人的生活是快节奏的，充满复杂性
的。而北欧设计往往通过最简单的路径，轻松
解决很多生活中的不便，让我们过得更轻松和
有质感!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我觉得以
北欧风为特色的极简主义给予了我们“做减
法”的想象力和能力，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有包容力，能容纳下更多的精彩。

北欧人的婚姻

首先，选择不走进婚姻里的北欧人就已经
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次，走进婚姻的北欧人中
又有一半最后选择了离婚。我见过离婚了两次
带着两任的孩子走进下一段婚姻的幸福重组家
庭，也见过同学的爸妈在一起几十年依然选择
只做一对围城外的恩爱情侣……北欧人的幸福
来自潇洒，来自独立，来自纯粹。选择走进婚
姻不是对谁的交代，也不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而是一个新家庭的诞生和独立宣言。北欧红尘
中的幸福与婚姻无关，与爱情有关。

北欧人怎么理解自由与自律？
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北欧式的自由有一个很

重要的前提就是大家对规则的自觉遵守和尊重。
在个人层面上来说，北欧人从小就被培养

自己作决定，自己承担后果。所以成年后的北
欧人习惯了在自由中摸索自己想要过的人生。

北欧人的人际关系

北欧人感到舒适的人际距离会比我们中国
人更长一点。他们不觉得社交恐惧，但是可能

在我们眼里却多少有点。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怕
尴尬”。比如很多北欧人会在出门前在猫眼里看
看外面，如果邻居刚好也出门，不如就干脆等一
等，免得碰到了不知道说什么好。然而三杯酒下
肚，北欧人又会热情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北欧处理起人际关系来真是让人直呼过
瘾：直来直往，绝不把时间浪费在不想浪费的
人和事情上。比如很神奇的一点，北欧人不应
酬，也没有靠加班来讨得上司欢心的传统。工
作归工作，不论男女，一下班就赶紧回家买菜
做饭，把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还给自己。想要
和同事联络感情？就拿瑞典人说吧，除了每天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的全国大型传统放松项
目——— fika（咖啡点心时间），公司自会每年挑
几个日子做团建。你想硬凑在一起“尬团
结”，估计都没人愿意奉陪。北欧的加班费也
是高得惊人，常常是平时正常时薪的两倍起，
所以从老板的角度来说加班未必划算，而从员
工的角度来说，私人时间这么宝贵，何必卖给
公司呢？

《越简单，越幸福》
缪音子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始于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后遗症依旧在
发酵。有过多年商业报道经验的保罗·梅森在《新
经济的逻辑》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历的数次经
济周期轮换和经济动荡历史分析后认为，资本主
义危机不可避免，简单印钞只会令资本主义经济
雪上加霜，而后资本主义时代，重塑新经济逻辑
势在必行，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新经济构想。

在他看来，在消费经济信马由缰之下，地球
自然资源早就远超负荷，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也
早已警钟长鸣，典型的如雾霾问题正成为许多国
家的生活常态。而据经合组织的一项预计，在下
一个50年，发达国家的增长将很“弱”，不平等
现象将提高40%。即便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活
力也将在2060年消耗殆尽。梅森尖锐地指出，
“如果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秩
序，恢复经济的活力，2050年以后的几十年将是
一片混乱”。梅森由此坚信，尽早安排资本主义
经济的“后事”，构建新经济的秩序刻不容缓。

作为商业记者，梅森显然嗅到了飞速发展的
信息技术对传统市场经济造成的颠覆式影响，所

以他越来越觉得，在过去25年中，新技术的三大
影响为后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即信息技术减少
了对工作的需要、信息商品削弱了市场正确形成
价格的能力、协作式生产正自发兴起。

既然信息技术可以“荡平”传统疆界，曾缔
造资本主义经济兴盛的传统经济模式必定走向崩
解。所以“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免费的、丰富的商
品和信息的可能性，与垄断、银行和政府试图保
持个人专属的、稀缺的和商业的体制之间的矛
盾”。

梅森的后资本主义经济蓝图确实令人脑洞大
开。他认为有必要“创建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或网
络，来模拟超越资本主义的长期转型”。从内容
上讲，这个网络主要包括：一个强大的国家经济
实体，即承担新商业模式、基建、应对包括气候
变化、人口老龄化、能源安全和人们的迁移等各
种挑战；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即为公民提供“基
本收入”而非失业补助，让公民“没有因为不工
作带来耻辱”。同时国家在水、能源、住房、交
通、医疗、电信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成本价服

务”；一个坚强有力的国有银行，即央行实行国
有化，同时重组银行系统，“使之成为一个功能
混合体，为复杂的金融活动保持一个调节良好的
空间”；一个开放、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知识
共享平台……

梅森设想的内容很丰富，许多想法还非常具
体，怎么看都像是在传统市场经济体系之外构建
一个新的世外桃源。虽然他刻意选择措词，极力
避免陷入凯恩斯主义泥淖，但从他的建议内容来
看，他对行政力量在新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
寄予了厚望。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难以破解的最大难题
是，总是试图将每份资源每件物体每个人全部纳
入到周密的计划之中，但又无法确保计划的最科
学性，以及最大限度激发每个人的工作热情。新
自由主义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放
任自由，尽可能剪除各种经济约束。问题是，人
性贪婪的心魔不可能真正自律，缺乏约束常常只
会人为放大恶果的负面效应。

梅森的新经济逻辑建议表面看似乎选择了中

间路线，但除了特别强调国家的作用外，梅森的
新经济逻辑构想中还面临着另一个高门槛即公众
的道德高要求。比如他认为国家应提供“基本收
入”，但对如何避免因此而出现“政策性懒人”
现象缺乏深思熟虑。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就曾
在《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
一书中指出，今天的全球化与早先的全球化一
样，一边促进繁荣，一边制造不公平，而不平等
是文明赐予人类的“礼物”。迪顿甚至认为，
“一个更好的世界，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
这其实回到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中都有只
“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上来了。

没有自利，就没有市场经济。忽略人性本
能，过分拔高道德在市场中的作用，梅森的新经
济构想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乌托邦。

《新经济的逻辑》
[英] 保罗·梅森 著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说，人们之所以喜
欢社交是因为他们缺乏忍受孤独的能力，亦即
忍受他们自己的小社会的能力。正是这种灵魂
的空虚使他们热衷于和人交往，到国外旅行、
观光。叔本华甚至认为，孤独是生命的礼物，
孤独的人并不可耻。当我看见这样的高论时，
内心一下子就释然了。走孤独的路，让别人去
说吧。人这一辈子，取悦谁，都不如取悦自
己；怎么活，都不如为自己而活。人到中年，
我们应该多做减法，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

我们在热闹中失去的，必将在孤独中重新
拥有；就如在喧嚣中失去思考能力的人们，在
安静中方能找回自我。叔本华在其著作《孤独
通行证》中，替你将孤独的本质娓娓道来，读
完你会更智慧地处理群体与个人的关系。我们
的孤独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城市，仿佛是一个秘

密，却无从述说。这本化晦涩难懂为条清缕析
的哲学书，紧紧抓住世间万象的本质，让你不
再困扰，也不再失落。

本书包括让你坦然接受生命中所有的孤独
时刻、读懂人性和学会与一切美好的事物为伍
三部分。孤独、痛苦、生存、自由、宿命、性
格、美德、阅读、文学、写作、批评……你感
到迷惑的一切，叔本华都为你做了更详尽的解
答。社会就像一团熊熊烈火，明智的人通过与
其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取暖。能够自我满足，感
到万物皆备于我，无所欲求，并可以说“我的
拥有就在我身”——— 毫无疑问，这是构成幸福
的首要因素。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幸福意味
着自我满足”，是值得反复玩味的。事实上，
同样的思想在尚福尔那一绝妙警句中也有表
达：“幸福不是轻易就可获取的东西。它只存

在于我们自身，而不可能在别处找到。”
一个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

的自己。如果他不喜欢孤独，那么他也不会热
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才
是真正自由的。拘谨和约束在社会中是始终存
在的，就像影子一样无法摆脱。一个人的个性
越独立，就越难承受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所作的
牺牲。一个人对孤独的喜爱、忍受或逃避，是
与他个人的价值成正比的。在独处的时候，可
怜的人会感受到自己全部苦难的重担，有智慧
的人则喜欢这种孤独的崇高和伟大。简而言
之，每个人都将成为他自己。

《孤独通行证》
［德］亚瑟·叔本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速读

北欧人的生活：越简单，越幸福
□ 刘聪 整理

新经济的世外桃源
□ 禾刀

孤独是生命的礼物
□ 邓勤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里森长期研究海盗
群体的政治经济学，他在最近出版的《海盗经济
学》这本专著中告诉读者，为何400年前的海盗
能建立先进的经济制度，如何制定海盗章程、实
行选举、落实法制，让船员之间齐心协力、同舟
共济，共同创造财富……这是让你认知升级的经
济学读物，揭示了民主与经济、权利与财富运作
的神秘规则，这不仅是一套海盗经济学，更是一
套企业管理学。

本书包括《投票给黑胡子》等六章，开创性
地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海盗身上。与
流行文化中的种种描述恰恰相反，海盗其实是非
常理性的。400年前的一艘海盗船，竟然先进得
犹如现代的经济强国。他们是有章程的，一切按
章程办，章程就是海盗船上的宪法。简言之，海
盗们设立宪章并且严格遵守其中的规则就是为了
实现他们追逐利润的目标。海盗们自身的利益让
他们明白到“他们的最大保障全维系于此”。正
是由于海盗有这样一套管治体系，他们的船上甚
至比许多商船、皇家海军舰艇甚至是英国殖民地
更为秩序井然、更为和谐。

一艘海盗船，其实更像一家企业。虽然这是
门作奸犯科的生意，但好歹也是门生意，值得从
生意的角度去研究，并且加以借鉴。譬如在海盗
群体中颁布章程，施行民主治理，就值得所有企
业学习。海盗船是维护海盗们的利益所在，每一
次劫掠活动人人都得各司其职，然后根据约定分
配财富。

这其实跟要求员工在企业中发挥主人翁精神
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员工把企业当家了，企业
得把员工当成人或者合伙人来看，要尊重他们的
人格，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允许他们参与到
企业的管理中来，要让员工分享到企业发展壮大
带来的利润。

海盗的团队管理，原来也遵循亚当·斯密经
济学原理。

经济学是我们日常就应该掌握的思维方式，
《海盗经济学》，让我们掌握一些经济学经典概
念和逻辑，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推理和思考，做
复杂世界里的明白人。

《海盗经济学》
［美］彼得·里森 著
新星出版社

海盗经济学
□ 彭忠富

何江，一个在湖南山村里长大的孩子，考
上了高中、大学，把书念到了哈佛，成为首位
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人，还获得
世界顶级智库阿斯彭研究院学者荣誉。在他的
《走出自己的天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朴
实的农村少年踏实地学有所成后，回望自己成
长路径，写下的一本关于自己、家庭、乡村的
传记，也可以说是转型发展期微观视角下的中
国乡村传记。

书中有山园田林的生活杂记，有家人、乡亲、
外乡人的故事，还有一些夹杂着传说、梦境，半梦
半醒间的“往事”。这样的生活，有苦有甜，有滋有
味，这样的书品起来令人感慨良多。

看上去柔弱的母亲，不仅有编渔网的绝
活，还学会了捕蛇，会用火疗的方法帮儿子解
蜘蛛毒。父亲不仅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修农
具的好工匠，还是捕鱼的能手，还会自己烧
砖、盖房子。父亲说“别把自家门口的这些人
看扁了，这些山野间的农民、樵夫、打豆腐的
汉子，其实个个都身怀绝技”。

时光荏苒，这些身怀“绝技”的长辈们，正在
逐渐老去。

很多事儿，当时经历是苦，若十年、二十
年之后，乃至在古稀之时再回望，则是宝贵的
财富。小时候的何江也会抱怨生活的苦，但母
亲教育他要知足，父亲告诉他男子汉是要当家
的，要吃得苦中苦。在农村，苦，是要咽在肚
子里的；疼，是要忍在心里的；困难，是要想
尽一切办法克服的；父母，是一定要孝敬的；
规矩，是一定要遵守的。如果说何家有什么教
子秘方，那就是简简单单的这一句话。

城里长大的孩子，永远无法体会身下睡的
稻草秸杆里生出虫子，喝水要到半里外的地方
打水，四五岁就要到农田里体验劳动的苦,而被
父母宠大的孩子，在外面受不得委屈，忍不了
不平，也没有勇气去承担压力、面对风险。如
果说何江的这本书，给了天下的父母什么样的
启示，那一定是向何江的父母学教育，从小就
要开始打磨孩子的意志，去除身上的娇气，锻
炼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中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农业文明养育了中
国人吃苦耐劳、乐观向上，勇于面对一切困难的
性格。可以说农民的性格，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
性格，是中国人的本色。尽管这中间会存在一些
小农意识，但都改变不了人们心中的善良本色，
人们心底的善良、温厚、坚忍始终都在。

中国广大的农村培养出了一批如同何江这
样优秀的学子，即使站上了世界顶尖的演讲
台，他心中牵挂的仍然是家乡和他父母一样的
父老乡亲。他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
家乡。这不仅是何江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农村
走出的学子们的责任，更是中国整个社会的责
任。除了要为农村送去现代化文明，改善他们
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条件，更应深入思考如
何传承那些带有哲学意味的传统文化。因为那
是我们文化的根基，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
们精神的故乡。

《走出自己的天空》
何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乡村，我们精神的故乡
□ 胡艳丽

■ 新书导读

《别让拖延症毁掉你》
李世强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拖延和懒惰，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摧毁
人意志的东西。小事拖延久了也成了大事，
小问题解决晚了也会被其磕绊。

从年轻中产家庭，到富豪阶层，极简
北欧风可能是近年来最神奇的一股潮流，
更有人断言：北欧风恐怕要成为一种全球
审美了！

《威胁》
【美】杰森·拉特肖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关于人类未来的假设虽然多种多样，可
从中你总能看到“威胁”的影子。无论是外
星高级生命的侵略，机器人的反扑，基因合
成生命的报复，还是地质灾害，超级病毒，
亦或核爆后的绝地荒芜。威胁，仿佛一直与
未来相伴而生。

《春困》
张五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可以看作是中国式婚姻的孤独之
书，它用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悲剧掀开
了时代的一角。哪里有现实的牢笼，哪里就
有怒放的生命，兜兜转转的人生，正是我们
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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