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遇”不易

□ 箫 剑

高山流水知音觅，心心

相印百代延。

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波诡云谲，原油
等大宗商品价格起伏跌宕，地缘政治前
景不明，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能源发展
引人瞩目，应对气候变化在曲折中推进
……在纷繁迷乱的能源世界中，谁都想
拥有一双慧眼看清能源真相，洞察发展
趋势。笔者拜读了胡森林先生的新著

《能源的进化：变革与文明同行》，犹如捧
读一本新颖而独特的“能源简史”，感觉
突然找到了一副有助于增强视力的“显
微镜”和“望远镜”，能从中看清能源的来
路与去向。

这部新著并没有直接讨论当下的热
点话题，而是从能源历史入手，从能源进
化的角度给读者提供了认识能源发展历
程的另一种视角。相对于现实世界中那
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快变量，作者更乐意
寻找那些看似变动不居实则影响深远的
慢变量。因为这些慢变量更能反映事物
的本质，也从深层次上支配了能源的
进化。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见多远
的未来。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隐
含了关于未来的诸多信息。寻找慢变
量，看似是一种笨拙的方法，却恰能带
来思想的洞察。而越是纷繁迷乱的时
候，人们越需要一种长期主义的思维
眼光。

基于这样的逻辑框架，作者把能源
史放在世界经济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
察，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不同的历史
观及其影响。他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加以
观察，在更深厚的理论背景上，找到了新
的视角和理论支撑，揭示出更多的历史
规律性。他提出了自己认定的5个观察
历史事件的标准：创新性、长时段、多维
度、引导性和发生学的标准。而这也构
成了全书思路构建和素材取舍的依据。

《能源的进化》一书与众不同的是，
它不再单纯热衷于从物质层面讨论能源
的发展和变迁，而是将眼光放在“水面”
之下，努力找出能源发展的深层动因和
内在规律，从而发现一些隐秘的“暗线”，
它们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又确实存在，
它们既指向着能源发展的本质，也彰显
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微妙而深远的
启示。

回顾历史，为了展望未来。当下对
于能源的未来，我们既不乏忧思，也充满
了畅想。人们提出了诸多的设想和方
案，寄希望于可再生能源的加快发展，提
到天然气替代、电能替代、氢替代，从不
同的层面展现能源互联网的前景，设想
了新的交通方式、建筑方式以及城市
形态。

然而，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憧憬，多少是虚幻的噱头？或许我们一
时还不能得出答案。不过，本书勾勒出
能源发展的深层规律，比如能源的发展
遵循着高碳到低碳的轨迹，遵循碳氢比
不断降低的规律，从单一主导到多元集
成，从物质的变迁到信息的融合等，这些
关于未来的思考，或许能为我们寻找答
案提供一些启示。

《能源的进化》是一本徜徉历史甬道
的趣味之书，一本充满哲学意蕴的思辨
之书，同时也是一本寄寓人文关怀的警
策之书。它绝对不是一本实用主义的能
源投资指南，反而像是一个对人类历史
进程充满好奇心的人，回溯能源发展所
做的一次单纯的知识探险。这让我想起
世界著名能源专家瓦茨拉夫，他接连写
出了《能源转型》《能源与文明》，从历史
文明的角度考察能源发展进程。今天，
中国的青年能源学者也为读者们奉献出
了类似的著作，这让我感到振奋和充满
希望。

国潮跨界正当时
□ 李咏瑾

把作品写给时间……

□ 程曼诗

由审美自信到品牌话语权的确立，“国潮”的蓬勃发展，是一个意

义深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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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的一名家长，为了9岁
的孩子能够参加一部儿童网络电影
的“一号角色”选拔报名，花了一万
元。但拍摄后，他发现孩子仅有3个
镜头加一句台词，“一号角色”前面还
有 7 名“主演”。家长认为遭到了欺
诈，将影视公司告上法庭。

“一号角色”原来排名第八，为了
让“配角”增值卖个好价钱，这家影视
公司想出这样的招数，也算是很“拼”
了。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新鲜，类似
的手法在此之前早有人用过，只不过
没有引起官司，闻者一笑而过罢了。
即以影视界为例，很多年前，某些影
视剧便在“主演”（不只一名）前面增
设了若干名“领衔主演”，如果把那些
名字割裂开来看，谁知道谁才是真正
的“主演”呢？

再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一位朋
友的小孩，就读于某重点中学的重
点班。我一辈子没上过重点学校重
点班，难免对朋友的“教子有方”赞
赏有加。直到某一天，在这个学校
任教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那里，所
谓“重点班”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

“普通班”；真正的“重点班”，则另外
取了专用名称，而且分为几个层次，
每个层次均有不同的叫法。闹了半
天，在这个学校，“重点班”居然还是
最差的一个班。如此改名换姓，把
你弄晕了吧。

那么，吃瓜群众难免要问了：有
人如此偷换概念，到底是何居心？

依我浅见，首先无非出于一个“利”
字。原本排名第八的次要角色，如
果老实叫价，理论上怎么也卖不出
一个好价钱。现在脑筋稍微一转，
给它取个“如雷贯耳”般的称号，价
格很快就翻上去了。这种无本万利
的生意，当然值！同样的，原本不受
关注的普通班，突然冠以一个让多
少人梦寐以求的“重点班”名号，身
价自然也要看涨了，说不定这个班
还真出现了“趋之若鹜”的场面。至
于是否欺世盗名，行事者才不管，人
家追求的又不是“天长地久”，而只
是当下利益而已。

其次则应当是图“名”。这个
“名”，虽然只是个虚名，利用者和被
利用者也许都有那么一种虚荣心在
里面，只不过遮遮掩掩不愿道破而
已。普通班更名为“重点班”，说出去
多好听呀，老师、学生、家长脸上都有
光，何乐而不为？尽管有点自欺欺人
的味道，但和所获的“荣耀”相比，那
根本算不了什么事。同样的，“一号
角色”如果收费不是太贵，我看也会
有人乐意接受的。你看那么多人喜
欢穿假名牌就知道了，爱慕虚荣并非
是个别人的专用名词！

如果只是关起门在自家屋子里
自娱自乐，那么，任由你把自己改称
为宇宙超人或者阿猫阿狗，别人也管
不了这个闲事。问题是，上述这些事
例，并非关起门来玩游戏那种性质，
它涉及他人利益，甚至涉及公共事

务，就不是自得其乐的“私事”那么简
单了。

偷换概念的行为混淆视听，对该
概念的本义造成侵害，容易引起认知
的混乱。词义是约定俗成，有着公共
标准的，岂容自说自话，随意更改？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各行其是、胡乱定义，长此以往，地方
与地方、群体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
间岂非纠纷不断？

偷换概念冲击了诚信建设，助长
虚荣歪风。当今社会，本来就存在信
任危机，正需各界共同发力，使诚信
诚实成为社会主流风尚。任由“一号
角色”这样的把戏蔓延开来，只会加
剧败坏社会风气，让虚荣成风，使追
名逐利者失去底线，这理应受到人们
的自觉抵制。

从法律角度来说，偷换概念还是
一种欺诈行为。挖空心思“换个说
法”，说穿了就是利用不正当手段诱
使别人“上当”，和那些以次充优、假
冒仿造之类的行为其实没多大的差
别。据前述报道，湘潭“一号角色”这
件事，法院认为影视公司有意混淆

“一号角色”与“主演”的概念，涉嫌欺
诈，判决其退还 6800 元并承担诉讼
费用。到了必要的时候，受害人就应
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维护自身权
益。而对于那些还没闹到“法庭上
见”地步的事情，有关职能部门为净
化社会风气，是否也应该主动介入严
管呢？

徜徉在历史甬道中

□ 王思思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

看见多远的未来。

细读《三国演义》原著，可以处处发现刀
光剑影、鼓角铮鸣，更不乏分合之韵、韬晦之
谋。这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里常议常新的话
题，也是最能触及读者心灵令其掩卷遐思之
处。不过，很多读者常常忽略了另一处更能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点”，也就是那些
用生动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一次次“知遇之
感”。

从先秦时期起，我国就产生了对“知遇之
感”的文化追求。以流传甚广的《史记》为例，
其中描写的豫让、荆轲、侯嬴、朱亥、如姬等人
的故事，都展现出知遇之深意。“士为知己者
死（用），女为说（悦）己者容”成为影响深远的
传统文化精神。“知遇之感”为人生自我实现
提供了上佳选择。

《三国演义》对知遇的刻画最明显生动：
周瑜和孙权的知遇造成了赤壁一战而鼎足三
分的大格局。周瑜的才情、智慧乃至风流倜
傥都在遇合中得到完美体现；刘备三访诸葛
亮，孔明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郭嘉跟随曹操“从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勋”，病
死前还留下遗书给曹操献出消灭袁绍之子的
计策，死后曹操亲自祭奠。这些故事都浓墨
重彩地展现了“知遇之感”的珍贵。

实现“知遇”很难，“遇”有时候是“众里寻
他千百度”方在“灯火阑珊处”偶然发现。双
方都十分珍惜，甚至表现为生死相许。“知遇
之感”的最高境界，是“知音”和“高山流水”的
文化精神追求。当“知遇”“知己”“知音”转化
为人生境界的追寻，就会化解人生孤独感、虚
无感，人的心灵将有所依托。

因此，对“知己”“知遇”“知音”的追求代
代延续，不断体现于各类文学作品中。诗词、
散文、小说、戏曲皆有所及。唐人传奇《虬髯
客传》就表现了多方面的“知遇”和“选择”主
题。红拂女在隋末慧眼识英雄，果断地离开
大官僚杨素，而夜奔草莽英雄李靖，是选择丈
夫；遇到虬髯客而认兄妹，是选择朋友；和李
靖投奔太原公子李世民，是选择领导；虬髯客
认识到李世民将是天下英主，就去海外发展，
并赠李靖和红拂巨资去追随李世民起事，也
是具“慧眼”而对“知遇”有深刻理解。

再比如诗歌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唐代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当路
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唐代孟浩然《留别王
维》）“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
意。”（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等，直到清代的蒙学丛书《增广贤文》中所谓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弹”，都是对
“知遇”“知己”“知音”的渴望和追求。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分析人生有高低不
同层次的追求，最高的层次是最大限度地发
挥出自我各方面的才干和潜能，达到自我实
现，得到最大满足和快乐。这，恰恰从现代科
学的角度印证了“知遇”的积极意义。

正所谓：高山流水知音觅，心心相印百
代延。

“虚名”何所图？

□ 李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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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百度搜索栏里，只要你一打
出“泸州老窖”，后面就闪电般地弹出“断片
雪糕”这一匪夷所思的物品——不用多想，
继白酒香水之后，这一获选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白酒老字号再一次玩
起了跨界。只不过这一次步子迈得有点
大，由白酒到雪糕，并且还以“断片”这一新
生代词汇为噱头。传递的品牌形象一下从
四五十岁的商务大叔成了幼龄双马尾飘飘
的大眼萌妹，妥妥地又吸引了公共媒体的
关注，让人不禁慨叹：如今的国货老字号是
越玩越野了。

如果说重新设计升级后的“李宁”由运
动品牌转型为国潮典范，带来惊喜的同时
尚在人们的理解范畴之中，那么之后的冷
酸灵×小龙坎联名的火锅牙膏、螺蛳粉固
体香膏、六神×RIO 定制花露水味鸡尾酒
让人们忍不住“哈哈哈”之余引发了一定程
度的疑惑：“这都能跨界？”特别是周黑鸭×
玛丽黛佳推出鸭脖味口红之后，又与潮牌
冰淇淋店三方跨界生成了红唇辣味分子冰
淇淋，“万物皆可互联”玩成这种程度，脑洞
堪比黑洞。但是这些网红产品似乎只存在
于广告和爆款推文中，大多数消费者只知
道它们的存在，产品往往上线就“嗖”地一
下被秒空——“饥饿营销”策略，本身就是
这些跨界产品最为显著的爆点之一。

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商业文化现象视
为一种行为艺术的作秀，也不能当作是两
个品牌风马牛不相及地无厘头叠加。近
年来，倡导国货的呼吁不绝于耳，但在不
断求新求变的市场迭代中，不少过去响当
当的国货品牌开始淡出消费者的视线。

“年轻人”是消费领域最为关注的未来市
场，要想掌握下一轮消费热潮的话语权，
就必须重视这一领域的提前探索与布局，
而 国 货 跨 界 成 国 潮 ，就 是 最 好 的 创 新
试水。

目前来看，借用文化 IP 助力“网红”爆
点来吸引年轻人的创意无疑是成功的。据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90后”“00后”已成为
拉动国潮消费的主力群体，为跨界国潮贡
献了超过57.73%的购买力。而这些跨界潮
品一经上线，大量推荐、传播、测评的主体
也集中在抖音等年轻化受众聚集的热门平
台。原因无它，恰好是因为这些跨界国潮
击中了年轻一代独有的怀旧软肋。

在这个快速更迭的时代，中老年受众
的怀旧越来越趋于隐性和理性，更多的是
一种精神上的情怀与共鸣，因而缺乏相应
的经济转换效应；而年轻一代的怀旧相对
地越来越显性和感性，通常社交平台上以

“老阿姨、老大叔”自居得最厉害的正是风
华正茂的“80 后”“90 后”。而勾起他们怀
旧情怀的国货品牌们，恰是上个世纪改革
开放之初我国第一批具有品牌意识的国产
IP。改革开放 40 年来，当年的孩童渐渐成
为如今社会“消费金字塔”的中坚力量。而
十年一个轮回，国产 IP 们几经艰难转身，
终于以跨界的方式亦庄亦谐地玩了一把创
新，与年轻人既想寻求情感归依又想穿衣
打扮得万中无一的心态撞了个正着——近
几年国潮发展得生机勃勃、流光溢彩，几乎
可以说是一种国货终于“英雄抓住了时势”
的精彩与必然。

正如某些时尚品牌研究者所观察到
的那样，国潮现象级发展的背后，“既表

现出当前消费者对本土文化元素的积极
认同，也展现出其消费观念的多元化、个
性化”“反映出新一代中国消费者的审美
自信”。而推动这股审美自信的，正是中
国近年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蓬勃发展极
大地冲击和改变了世界品牌文化的格
局，在坚守传统与海纳百川的冲突与统
一中，促使中西方年轻人重新思考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欣喜地发现，“国潮崛起”正为我
国现阶段时尚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指引了
一个全新的方向；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如果
我们想要有效地传承中国文化、中国艺术
和中国美学，不能一味地将它们束之高阁
地顶礼膜拜，而应将它们引入现代的潮流
趋势中去注入全新的活力，如同清泉水一
样，让传统文化永远具备生机勃勃、推陈出
新的能力。自 2017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正
式发文决定设立“中国品牌日”，这一旨在
讲好中国品牌故事的国产 IP 振兴活动如
今已经走过了第三个年头，并在今年上海
开幕的第三届活动上响亮地提出了“中国
品牌，世界共享”的口号，恰是对国潮现象
走向世界最好的助推与指引。“中国的才是
世界的”从来不是一句空旷的口号，由审美
自信到品牌话语权的确立，“国潮”的蓬勃
发展，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开始。

提及中国电视剧中有影响力的
作品，《大明王朝 1566》应该榜上有
名。这部在豆瓣上近8万人打出9.7
分的剧，用陈寅恪的史观“理解之同
情”来看，借1566年明朝君臣的进退
取舍和泱泱众生皆苦的视角和心态，
呈现了中国人普遍的生存逻辑。这
部剧的诞生，源于编剧刘和平精益求
精的创作。在一期访谈节目中，他把
创作习惯做了深刻剖析，或许可以给
我们一点启发。

对于厌倦了智商掉线套路的电
视剧而喜欢看历史正剧的人，对于

《雍正王朝》《北平无战事》《大明王朝
1566》等经典作品应该不会陌生。他
写的不是四四方方的历史，但是读起
来让人觉得比史书更耐人寻味。在
他的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单一
脸谱化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生存
逻辑。他用十年一部的创作龟速，告
诉人们电视剧另外一种创作路径。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位编剧坦
言他的每一部作品问世，都历经坎
坷、耗尽心血。创作是一件痛苦而孤
独的事情，刻意保持创作的孤独感，

让刘和平站得离大众更近了。在《北
平无战事》的剧本创作后期，为了赶
稿，刘和平每天口述剧本近 17 个小
时，让两位助理分两班轮流打字，完
稿后的第三天，刘和平突然尿血，被
诊断为高度疲劳综合症。

为何要如此为难自己？刘和平
对此回应称：“我的作品是写给时间
的。”在他心里，司马光就是一座灯
塔。原来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
反复斟酌，他的夫人对此不解，认为
这种努力没有人会看到，而司马光却
坚定地说，千秋万代的人都会看到。
以司马光为尺度，刘和平始终严苛自
己，希望作品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思
想，尽量让时间记住。

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准
备大干一场并不难，难的是一如既往
严格自律。一位编剧想要靠作品传
世，说这句话一定有强大的底气。意
味着他的这些作品既要深刻地反映
时代，也要历经时代而常看常新。既
要满足这个时代的最高审美，也要经
历时代变幻的不同苛责。

刘和平认为童年时代的经历给

了自己一把底气。人在最贫寒时的
经历，往往对自己影响最深。刘和
平 10 多岁时跟随父亲下放到农村，
每天都要出工十几个小时。但不管
多累，父亲每晚都要坚持阅读各种
书籍，这种大量阅读的快感也渐渐
传染给了刘和平。后来刘和平接触
到了史学书，不知不觉中他对历史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他的生活
也很丰富，从小听戏，喜欢吹笛子，
没想到靠笛子改变了农村务农的命
运。当老师时，空闲时候写剧本。
看他每一步的人生转变，貌似都是
机缘巧合，可人生处处无闲步，走过
的每一步都算数。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终结，但只要
他的思想还在流传，他就永远活着。
作为一名编剧，不断探索自己的作品
以致其成为时代标杆，是一种很高的
追求，意味着它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可
以不断站在时代的潮头，而不是人云
亦云地唯阅读量和点击率马首是
瞻。这也是编剧这个职业的特殊所
在，可以搭乘人文之轮让作品在时间
长河中绽放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