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2014年 7月 22日 星期二 责编：禹宏 版式：丽菲 责校：龚新翔 电邮：s.a.a@tom.com

·序跋集·

读 周刊

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

城市化进程中的返乡权利
城市化， 简单说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
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 城
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
容。 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带来了全世界高度的城
市化。 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
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是高达 80%左右。
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
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
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 即使失业也有国家
提供的保障。 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无论
城市化率高或低， 都有一个极大比例的进城人口
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 国家也无能力为他们提供
充分的保障， 表现出来的就是触目惊心的城市贫
民窟。
欧美日与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效果之所以会
形成如此整齐鲜明的对比， 根本的方面不是制度
安排， 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
所处的位置。 欧美日是老牌的发达国家，国家能为
进城人口提供大量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少
数进城失败者，国家也有能力进行救济。 而亚非拉
发展中国家， 大量进城人口无法获得可以在城市

·坐看云起·

体面安居下来的就业与收入条件， 于是出现了大
片的贫民窟。
这样一种只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
而与制度和政策选择无关的城市化效果， 几乎是
一条铁律。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产业
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 GDP 也远低
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
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有得一比，即
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
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中国的城市化走出
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
与一般国家城市化不同的道路， 即城市化的
中国道路， 其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
安排。 比如当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
度安排保证了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选择返乡。
至少从目前来看， 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具有极
大的优越性， 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
下了返乡的权利。 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可以选择
返乡。 相对于贫民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家乡

贺雪峰 / 文
不仅足以解决温饱，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会的
支持网络。 或者说，相对于贫民窟生活，返乡是不
错的选择。 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
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有人习惯于将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日等发达国
家相比，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应比
较的对象是亚非拉国家， 尤其是人口规模与中国
接近的印度。 在城市化方面，中国要比印度成功得
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原因恰是
争议很大的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并非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负
担与累赘，而是制度红利。 正是这些制度为中国提
供了现代化的稳定器， 为利益调整提供了弹性空
间，为国家政策提供了优选可能。
我认为， 中国未来 30 年城市化和现代化战
略，必须充分关照国情，充分利用制度红利。 中国
应当同时驱动传统农业、 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科技
的三个轮子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也即本书所说“三
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此 文 系 东 方 出 版 社 2014 年 7 月 出 版 的 《 城

时间制度和计时工具后面， 有着
对时间将无尽到来的信赖。 正是这种
信赖，使人们能够去规划时间，规划生
命，作出各种长时间的打算。

洛克的时间洞见
刘洪波/ 文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
学中国乡村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

虽然引发了很大争议，但抗战时期的年度学术评奖活动还在继续

1942 年的年度学术评奖惹出不小的争议。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延安文艺运动纪
盛》
“1942 年 5 月 13 日”条下有下列纪事：报载重
庆讯：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决定奖励学术著作多种，
其中有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著剧本《野玫瑰》。 戏
剧界同人对此颇有异议， 二百余人联名致函全国
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转函教育部撤销原案。 信中
说：“
《野玫瑰》曲解人生哲学，有为汉奸叛逆制造
理论根据之嫌。 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
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 且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
违，危害非浅。 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
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 抗战剧运正待开展，
岂容有此欠妥之措施。 ”
《野玫瑰》的剧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国民
党女特工在沦陷区锄奸的故事。 也许是以“女特
工”为主角增加了剧情的传奇性，也许是《野玫
瑰》中的大汉奸超越了一般的概念，总之先在昆
明后到重庆演出的 《野玫瑰》 获得了巨大成功，
《野玫瑰》的主演秦怡回忆说，有一次国民党的一
些空军官兵也来看戏， 但戏票已经一抢而空，军

人买不到票， 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坚
持要入场看戏。 现在看来，这个剧本的艺术性其
实不高，但左翼文化界对此剧的抨击显然意不在
此，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野玫瑰》宣扬的“国家
至上”理念（执政的是国民党）才是左翼文化界眼
中的大敌。
《野玫瑰》有无获奖之资格？ 文艺作品好坏的
标准因人而异，获得共识很难，真正值得注意的问
题其实是：《野玫瑰》获奖是否经过了正当的程序，
有没有人为操纵的因素？
针对左翼人士的批评声浪， 国民政府官方正
是从这一角度进行了回应，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
立夫称《野玫瑰》获奖完全是学术审议委员会“投
票的结果”。
学术审议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于抗战时期设
立的最高学术审议机关，29 名委员中， 除 4 名在
教育部任职的官员外，多为著名学者，如蒋梦麟、
竺可桢、茅以升、傅斯年、马寅初等。 查阅竺可桢
1942 年的日记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竺可桢全集》第 8 卷），4 月 17 日记载了审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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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年度学术奖的情况，“八点至部开学术审议会。
计通过奖金甲种一万元者有冯友兰之 《新理学》
及华罗庚二人， 得乙种奖金五千元有胡肖堂、涂
长望、金岳霖、杨树达、陈启天、张宗燧、许宝禄七
人。 尚有得三等奖二千五百元者，杜德三之《铁道
瘤》，卢前《邵祖平诗集》，曹禺《北京人》等”。 陈铨
的《野玫瑰》获得的是三等奖，在竺可桢日记中，
被一个“等”字包括了，这一细节既表示身为科学
家的竺可桢对《野玫瑰》不曾特别垂注，也说 明
《野玫瑰》 的最后获奖在当日委员中并未引起不
寻常的波动。
虽然引发了很大争议，但抗战时期的年度学
术评奖活动还在继续，而且这个活动也终于得到
了客观的评价。 当代学者在论述现代学术奖励机
制之形成时肯定了抗战中设立年度学术奖的作
用，并且下了一个判断：“评奖并没有以政治倾向
作为依据， 体现了评奖委员会非常独立的立场。
后来此类奖项，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作
家的作品获奖。 ”

黄波

1973 年 生 ， 湖
北 宜 都 人 ，现 供 职 于
《南方都市报》。

大家在拥堵的马路上都想飞起来超越别人，那么天空中又会堵作一团。 道路的顺畅，是靠秩序而非捷径

让汽车飞起来？
经常在路上遭遇堵车，心急火燎，百爪挠心，
越有急事越是寸步难移。 此时，估计很多人跟我有
过共同的想法：车子飞起来，直接从众人头顶越过
去，落到目的地。 或者像个巨人，轻轻把挡在前面
的车像扒拉玩具一样统统扒拉掉， 然后一路畅通
地开走。
下棋的时候， 眼看着对手的棋子就在面前晃
来晃去，却吃不得，打不得，心里那个急啊，恨不得
打破一切规则， 直接用自己的“马” 踩死对方的
“车”。
遭遇到各种麻烦事时，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期
待捷径，一劳永逸，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 捷径当
然不是什么坏事，对捷径的渴望，能够促使我们产
生创造力，比如设计出更合理的程序，让电脑更快
捷实用。 但如果没有捷径呢，车只能堵在那里，是
按部就班地等待，还是想方设法超越跳脱？
反思一下，其实每件麻烦事后面，都有一套完
备的规则。 而规则一般都是经过多次摸索实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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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的中国道路》自序，本报有删节）

1942 年的一次学术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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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 / 文
后，证实为在现有条件下最方便快捷的途径。 也可
说规则即捷径。 如今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科举
制度，在当时就是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比起靠出
身来选拔人才的办法 （门阀制度） 显然要公平许
多。 有了规则，旧办法就抛弃了，靠着这一步伐，社
会进步了一小步。 有了这个规则，受益人也多了，
很多疙疙瘩瘩的事儿顺畅了。
按部就班等待，就是按规则行事。 是规则让道
路通畅而不是想象中的捷径。 因为你想走捷径，别
人也想走， 大家在拥堵的马路上都想飞起来超越
别人，那么天空中又会堵作一团。 道路的顺畅，是
靠秩序而非捷径。 曾看到一个视频，日本发生大地
震时，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但大家都在人行道上
排着队按次序逃生。 如何大家乱糟糟地四散乱逃，
难免不发生踩踏事件。
人们都向往自由，但自由是什么？ 刘瑜在《民
主的细节》中有详尽表述，自由其实就是规则。 在
这个规则下，人人都要自我限制，你到美国去闯

红灯试试，或者在饭店里大声喧哗，在街上乱扔
垃圾，在小区里用大功率音箱跳广场舞，用远光
灯晃对面来车等。 你如果在高速上飙车，警察会
开着直升机追你。 你不自我限制也没关系，总有
各种严格的法律法规限制你。 所谓违法必究，执
法必严。 有些西方人到中国来，不久之后也随地
吐痰，乱闯红灯。 这些文明人变得不文明了，因为
没有了规则，所以乱来。 遵守规则的反而成了傻
帽，不遵守也没什么损失，他们为什么要遵守原
来的规则？
被规则限制日久，不免产生打破的冲动，但打
破了旧秩序，不是就可以完全无法无天了，必须有
新秩序。 秩序没有了，保护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了。
有一次过马路时，红灯亮了很长时间，马路上并没
有汽车。 一些长于中国式过马路的人，开始见缝插
针地走过去。 我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自己
的儿子，坚决地站在那里等到绿灯，才肯起步走。
我想，这样的人，人生道路就是应该比别人通畅。

王国华 70 后 ，河 北
人， 出版过 《书中风
骨 》、 《 学 林 碎 话 》 等
15 部作品。

“荷叶上露”尤其以三伏天里的“伏露”为佳，入秋之后的“秋露”过寒，不宜品饮

三伏荷露好烹茶
《红楼梦》中，妙玉以从梅花上收的雪烹茶招
待宝黛，让现代读者又钦羡又好奇。 其实，在明清
人的观念里，到了夏天，尚有一款节令风味特别值
得在舌尖上细品，那就是荷叶上的晨露。
“荷叶上露”有个超级粉丝就是乾隆皇帝，他
喜欢以诗的形式披露相关心得体会，直接以《荷露
烹茶》为题的诗作就不止一首，其一是：“平湖几里
风香荷，荷花叶上露珠多。 瓶罍收取供煮茗，山庄
韵事真无过。 惠山竹炉仿易得，山僧但识寒泉脉。
泉生于地露生天，霄壤宁堪较功徳。 冬有雪水夏露
珠，取之不尽仙浆腴，越瓯吴荚聊浇书。 匪慕炼玉
烧丹炉，金茎汉武何为乎！ ”
诗中透露， 皇家园林的湖里栽种着大片莲
荷，每天清晨，荷叶上露珠晶莹，于是便有宫监们
将这些露水细心收集到瓷坛或银罐里，作为皇帝
品茶时的专用水。 这位皇帝很为自己的享受得
意：就是隐居深山的高僧也只能品赏到石间清泉
而已，哪里比得朕夏秋用荷叶上的清露、冬天用
洁雪烹茶？
乾隆一再于诗中吟赞荷露烹茶之美，可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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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是这位当时世界上
最具权势的伟大君主的日常享受。 一条有趣的
线索是，清代西溪山人所著《吴门画舫录》里提
到， 苏州的妓女徐友兰“以荷露烹茶， 与生共
话”，由之可知，采集荷叶上的露水以供品茗之
需，是传统生活中广泛流行的一种风俗，上自皇
帝下到妓女都懂得也喜欢享受这样一种夏季时
令清味。
乾隆在另一首《荷露烹茶》的注文里阐发说，
“水以轻为贵”，据他亲自反复测量，泉水中以玉泉
山水最轻，此外相较于玉泉水更为轻质的，便是雪
水和露水了。 显然， 露水作为大自然自动生成的
“蒸馏液”，在蒸发然后重新凝结的过程中，滤掉了
地下水或地面流水携带的矿物质、杂质、土尘，相
对更为清澄。 因此，古人看重露水，正与今日喜用
经蒸馏而成的所谓“纯水”属于同一道理。
另外，在中医看来，附着在不同植物上的凝露
会吸附该种植物的叶或花所涵的营养，“其性随物
而变”，因而形成相应的保健功能。 清人赵学敏《本
草纲目拾遗》中便认为，“荷叶上露”有“明目、下水

臌气涨、利胸膈、宽中解暑”的功效，尤其以三伏天
里的“伏露”为佳，入秋之后的“秋露”过寒，不宜品
饮。 不过，乾隆倒是一样喜欢“秋荷叶上露”，并不
觉得这种露水烹茶会有碍健康。
在明清人那里，荷叶上的晨露还会作为女性
化妆时的养颜水，文人也讲究用这种清露研墨或
调颜料，让墨色与颜料澄净。 于是，一种收集荷露
的灵巧方法也被发明出来： 特备一把长柄勺，在
长柄端头的勺斗上套放一只口径相对略大的瓷
碗，趁天色未明之前，采露人乘着小船，深入荷
荡，寻到叶面有露水积汪的碧荷，把长柄勺的勺
斗小心伸出，让瓷碗的边缘触到荷叶，小心地令
叶伞倾欹，就势引得荷心积露沿着叶面滑落到瓷
碗中。
乾隆非常钟意于荷露烹茶的享受， 曾特意下
令烧制成套的瓷茶壶、盖碗及托盘，壶壁、碗壁分
别以矾红录写他的两首《荷露烹茶》诗，盘底则饰
以荷叶田田的纹样。 今天，备受工业污染困扰的环
境条件让人难以品尝荷露的清与香， 保存下来的
乾隆御制“荷露烹茶”茶具却记录着过去的雅味。

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运动的量度。斯多
葛学派认为，时间是运动的间隔。当我们感受
到时间可分解切割的一面时， 这些思想显示
出价值。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说，“恒常的、普
遍为人所观察的、而且是隔着相等的周期的，
则虽没有运动， 它们亦一样可给人们计算出
时间来”。 这是深刻的洞见，它表明时间可以
用任何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去度量。
自古以来，日月星辰的周期性运动，使人
们意识到时间的存在， 并产生时间观念和时
间制度。太阳升降产生了“日”，月亮圆缺产生
了“月”，寒暑交替产生了“年”，气候周期产生
了“季”。恒星和遥远星系的闪烁，供人们识别
一年何时开始，季节何时转换。公鸡打鸣使人
们知道应该何时起床。 时间通过自然的各种
周期呈现出来，日月升落、星辰方位、公鸡打
鸣、燕子归来、柳树抽芽都是可靠的钟表。 需
要更细密地划分时间时，人们制造了日晷、月
晷、星盘。 所有这些，建立在大自然的周期之
上，借助于光与影的观察。
如果不是对时间的存在深有认识， 如果
不是对时间的到来就像对天地日月的信奉一
样笃定果决，人类就不会有年、月、日、季的观
念， 也不会制造出日晷、 星盘之类的计时工
具。 时间制度和计时工具后面， 有着对时间
将无尽到来的信赖。正是这种信赖，使人们能
够去规划时间，规划生命，作出各种长时间的
打算。朝不保夕的状态下，人们不可能需要任
何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计划， 也不可能去进行
时间的计量。
从
“立竿见影”的日晷、月晷，到不舍昼夜
的漏刻、香钟、计时烛等，在计时史上来说，解
决的是自然光影缺乏状态下的计时难题。 日
有阴晴明晦， 月有朔望圆缺， 总有时候不能
“立竿见影”。 漏刻等计时工具， 使计时成为
“全天候”活动。 不受气温影响的沙漏还能克
服水漏天冷结冰的不足。齿轮传动的发明，使
人类拥有了钟表。
这些发明纵使并不精确， 但其伟大之处
在于使人类的时间感知脱离对自然周期的依
赖。 从依赖天地日月，到建构人工周期，这一
替换显示人类对自我智能的确认。 这需要将
时间作为一种普遍属性，从自然界抽离出来，
就像人们从每一种具体事物的数目中抽取出
数量这样一种属性。时间的概念化完成了，人
们确信自己了解时间的奥秘， 相信人工周期
能够复制出自然的节奏， 而非被动接受天地
日月的动力学机制。
在人工周期的初始阶段， 人们是否拥有
“时间是恒常的周期性呈现”的思想，也许是
不无疑问的。这种高度理性的概括，直到洛克
才给出。 这个认识意味着即使太阳不在天上
运动，而只是发出强弱不同的光，也可以用于
时间的度量。 它还意味着任何周期性现实都
可以成为时间的工具，从而为石英频率、原子
频标作为时间标准开辟了可能。 但在人工周
期的初始阶段， 人们也许只是无意识地寻找
加密时间片段的方法而已。
接着，用人工周期校正太阳、月亮等“星
钟”的时代到来了。 摆的原理被发现，并用之
于钟表，时间计量成为物理学、力学和计算的
领域。 稳定、可复现的周期控制，提高了钟表
的精确性，足以解决天文学家的时间困扰。太
阳作为钟表是有时差的，一年四季，昼夜长度
在变化， 以日晷分割小时， 小时的长度不一
样，摆钟却能提供等长的小时。惠更斯造出第
一座摆钟 3 年后， 就提供了一份精确的时差
表。地球的转动正在变慢，人工周期今天却能
数十亿年不差 1 秒。
人工周期使今天的计时与其说是顺应自
然，不如说是迁就自然，以及我们在自然钟表
下形成的时间文化。自然周期不准确，才需要
闰年闰秒。我们接受闰年闰秒，只是为了春天
昼夜相等的那一天叫 3 月 21 日， 为了 12 时
太阳正好照在头顶而非月上柳梢，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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