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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美国笔会文学奖(一）

一周书单

《黑色星期五》

[美国] 纳那·阿德吉-布兰耶
《黑色星期五》 包含了 12 个短篇

故事， 加纳裔作家阿德吉-布兰耶直面
美国社会的种族和文化问题， 剖析资本
主义和种族主义非人性的一面， 探索：
这个无情的世界中应如何为人类而战。

这些故事集中了美国社会中的暴
力、 不义和荒诞， 每天困扰着美国年轻
黑人的麻烦与困境： 一起枪击案后， 受
害者和枪手都身陷牢狱； 一个游乐场让
参与者：游戏中追击 “恐怖分子” 或射
杀 “入侵者”， 而这些 “恐怖分子” 和
“入侵者” 都由少数种族的演员们扮演。

（水手图书 2018 年 10 月）

《把狗带出来》

[美国] 威尔·麦肯
《把狗带出来 》 包含 11 个故事 ，

作者麦肯记录了他：伊拉克和阿富汗的
特遣部队的多次行动。 麦肯一开始用油
笔：自己前臂内侧记下笔记， 后来用弹
头将一些文字记录：军用自热口粮的包
装袋上。 只要有可能， 他就把这些笔记
抄录到自己的日记里。 几年后， 他将这
些内容写成了这本书。

作者以故事的形式， 展现了现代战
争中最为精英和隐秘的圈子里的生活。

：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里， 同时存：着
古老的信条， 难以置信的成功和对失败
抱以的同情心。

（兰登书屋 2018 年 3 月）

《渴望》

[美国] 本·戈德法布
《渴望》 获得爱德华·威尔逊科学

写作奖， 这一奖项致力于表彰：物理或
生命科学领域的文学写作， 奖励那些把
复杂的科学概念传播给非专业读者的图
书。 作者本·戈德法布是一位环境记者，

他向我们揭示了人们对于美好景观的现
代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书中讨论了北美
几个世纪以来， 我们的景观如何变化，

以及海狸如何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绿色图书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2 月 26 日 ， 美国笔会官网宣布 ，

《黑色星期五 》 获得吉恩·斯坦因图书
奖， 《把狗带出来》 获得宾厄姆新人短
篇小说奖， 《渴望》 获得爱德华·威尔
逊科学写作奖。

自 1963 年以来， 美国笔会文学奖
每年授予 20 多个不同的奖项， 表彰当
年不同类型的最杰出文学作品， 获奖书
籍涵盖了小说、 非虚构、 诗歌、 传记、

体育写作和翻译等多个领域。

日本围绕新年号发布之争有何深意
内阁决定4月1日公布新年号，但一些右翼势力希望在新天皇继位时公布

”年5月1日， 日本将更改年号，

“平成” 时代还有不到两个月就结束

了。新的年号在历经重重讨论后，将在

4月1日公布。

据悉 ， 现任日本天皇明仁将于

2019年4月30日退位，59岁的皇太子德

仁将于次日(5月1日)继位。 这是日本

近代以来首次天皇生前更替。 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在年初的记者会上表示，

将于4月1日公布日本新年号。

但是日本正式开始使用新的年

号，要从5月1日开始。 1979年，日本政

府颁布了《年号法》，规定由日本首相

指定一些学者，提出几个年号，咨询参

众两院议长等人的意见后， 再交由内

阁会议决定。

提前公布有利于降低
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虽然安倍政府已决定在皇太子继

位前公布年号。 不过围绕新年号是否

提前公布， 日本内部进行了一番激烈

的争斗，背后有何深意呢？

早在安倍去年10月初改组内阁，

新内阁在拍集体照之际， 安倍的助理

卫藤晟一郎就前往官房副长官衫田和

博的办公室， 商讨新年号发布时机问

题。 一见面卫藤就直奔主题：“如果在

新天皇继位前就公布新年号， 涉及天

皇的尊严问题！ 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继位前就公布新年号， 此举违反一代

天皇只能有一个年号的规定。”但这一

高压并不奏效， 衫田反唇相讥：“考虑

到各行各业为此需要相应的准备时

间，必须提前一个月公布新年号。 ”

为何有此之争？早在1979年，日本

国会就通过了《年号法》，仅短短两条：

一、通过政令公布新年号；二、公布新

年号仅限于天皇更替时。 此法虽不涉

及天皇， 但如何解读该法却引发轩然

大波。 要求事先公布新年号的一派就

此认为，公布新年号的权限在内阁。而

右翼势力“日本会议”却在去年8月的

机关刊物《日本的气息》上发表文章，

认为只有在新天皇继位后再公布新年

号，才能体现出“天皇的年号”之意。

作为一种国事行为， 内阁关于新

年号的公布，需要得到天皇的签署。如

事先公布的话， 那签署的只能是当时

在位的天皇而不是即将继位的新天

皇。在“日本会议”看来，天皇的在位和

年号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从明

治时期以来都是一任天皇一个年号。

明治时期的《登基令》对皇位的继

承做出了相关规定， 新年号经过作为

国家元首的天皇的 “敕定” 后予以公

布， 这一制度强化了天皇与年号之间

的关系。在右翼势力看来，皇室的传统

和惯例是具有连续性的，只要不违宪，

即便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也应继续沿袭

这一做法。

而日本内阁作为日本国民的代

表，是由国会指定并由首相领导的。既

然是内阁公布政令， 那年号就属于国

民而不是属于天皇， 这是水火不相容

的原则分歧。

在衫田看来， 内阁公布有关新年

号的政令没有任何问题。 如”天皇作

为“国民统合的象征”，就必须得到国

民的支持。 如果因更换年号而产生混

乱， 那就可能使皇室和新年号失去国

民的支持。因此，早在去年5月，首相官

邸就要求各政府部门做好新年号在新

天皇继位的一个月前公布的准备工

作， 这是为了相关的运行体系有充分

的时间来修改年号， 将对国民生活的

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如”看来， 安倍政府听从了衫田

的建议，提前公布新年号，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右翼的图谋。

年号改变涉及日本社会
各方面

天皇年号的改变对日本的方方面面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2019

年年历的印刷。 日本企业通常在每年的

春季就已印好了来年的年历。 由于2019

年要更换年号 ， 有些印刷企业索性在

2019年版的年历中取消年号。 另外一些

厂商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2019年4月30

日前印成“平成31年”，而5月1日以后则

为“新年号”。

政府部门也同样需要对年号的更换

提前做准备。 由于目前无法得知”年的

新年号， 所以一些政府部门也只能回避

年号而采用公元纪年。 东京的一些资格

证书已如此做出变更， 大阪府也已通知

各部门在相关文件中采用公元纪年。 而

在中央政府， 很多部门以往在信息输入

中均采用年号， 目前已更换为输入公元

纪年。

目前， 日本各行各业本就面临严重

的人手不足局面， 年号的更换已极大增

加相关行业的工作量。

：风靡全球的迪士尼动画片 《疯狂
动物城》中，一种奇特的植物成为朱迪警
官破获食肉动物失踪案的重要线索。 这
种能够开出蓝紫色美丽花朵， 球茎被公
牛警长误认为是洋葱的经济作物， 有一
个极具误导性的中文名称———藏红花。

而事实上，这种被冠以“藏”字的鸢尾科
草本植物并非中国西藏地区的特产，而
是源自另一个文明古国———伊朗。

作为一种耐旱植物， 藏红花最适合
生长：最低气温不低于零下20℃，最高
气温不高于35℃且气候干燥的地区。 于
是， 有着水土和气候双重优势的伊朗东
北部地区，成为藏红花最早的培植地。上
千年来， 与阿富汗接壤的霍拉桑一直是
全球藏红花的最大产地，但长期以来，这
一事实并不为世人所知晓。

：国人看来，“藏红花”必产自西藏，

这样的误解源自它的中文译名。 究其原
委，可追溯到《本草纲目拾遗》等本草专
著。原来，这种产自西域的草药最早通过
丝绸之路经藏区抵达中原腹地， 于是被
一系列本草专著误以为西藏所产， 便称
之为“藏红花”，并习用至今。《中华本草》

虽正确阐述了藏红花经印度转至西藏，

后运销内地的历史， 却将其原产地错误
地注解为西班牙。事实上时至今日，仍有
大量西方人认为西班牙是全球最大的藏
红花产地。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
伊朗曾经将出产的藏红花大量出口到西
班牙，：当地分装后销往世界各国。

每年11月前后，藏红花：伊朗霍拉
桑地区大量盛开， 全球每年消耗的藏红
花中，有八成以上产自这一区域。天气晴
好的上午， 成片的藏红花沿着公路朝雪
山铺去，紫色的花瓣映衬着红色的花蕊，

：阳光下无比美艳。天气阴沉时，花骨朵
儿隐藏：绿色的草叶之中，远远望去，仿
佛只是牧草一片。 价格不菲的藏红花并
不娇嫩，破土而出的草叶任人踩踏，依旧
能孕育出秋天的花朵。 每一朵藏红花只
能奉献三根花蕊， 且只有红色蕊头部分
才具备良好的药用价值。 花农们将盛开
的花朵采摘下来之后， ：第一时间取下
花蕊，用剪子分离红色与黄色的部分，待
晒干后，再送往集散中心出售。有花农介
绍说，从8公斤的鲜花中大约能采摘出1

公斤花蕊，晒干后的成品分量则更轻。

从伊朗第二大城市、 拉扎维-霍拉

桑省会马什哈德前往伊朗南部， 一定会
经过位于荒漠和群山之间的喀什马尔。

这个很少有游客到达、 没有一座宾馆的
小城镇， 便是伊朗最大的藏红花集散中
心之一。 每年11月前后，城区广场周边
的沿街店铺聚集起大量藏红花商人，他
们从花农手中收购新鲜的花蕊， 按品级
分装定价， 再进行出售。 虽然售价不公
开，但收购价格基本透明，常常张贴：店
铺门口，令花农们一目了然。

伊朗将藏红花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
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和黄根，这一分
级方法同样被全世界所认可。 特级藏红

花音译为“涅金”，其特点是花丝长、全红
不带黄根、 花丝完整不碎、 干燥不含杂
质。一级藏红花也被称为全红藏红花，特
点是花丝短小、碎末较多，虽然也是不带
黄根的全红花丝，但不完整，断裂较多。

相比特级藏红花，一级藏红花品相尚可，

价格实惠， 是伊朗当地民众消费最多的
级别。 二级藏红花的最大特点是花丝不
全红，尾部带有一些黄头，品相外观上要
相差很多。三级藏红花带有完整的黄根，

通常扎把出售， 暗红的花冠配以金黄的
花把，倒也别有一番观赏价值，因此：旅
游市场较为常见。 至于黄根藏红花看起

来更像玉米须，基本没有药效，当作下脚
料用来染色或许还能勉强一试。

对于中国人， 藏红花或许只是活血
化瘀的中草药。但对伊朗人，它却是一日
三餐不可或缺的芳香料和染色剂。 色彩
缤纷的伊朗“颇罗”，：白色米饭上方覆
盖一层经藏红花水浸泡后呈现金黄色的
米粒，并配以两三块澄黄的锅巴，艳丽的
色泽常常让人食欲大开。 香气四溢的碳
烤鸡肉， ：腌制过程中会加入藏红花和
洋葱上色提味，虽然口感偏柴，倒是可以
：“色”“香”上加以弥补。 口味独特的冰
糖红茶，：饮用前需将添加了藏红花的、

金黄的、 形状似狼牙棒的冰糖块放入浓
郁的红茶中， 待溶解后散发出独特的芳
香，将浓茶的苦涩很好地掩盖。还有一道
被称为“塔钦”的主食，：焖制米饭时加
入藏红花、鸡肉、酸奶和红色浆果，丰富
的色彩、扑鼻的奶香、绵软的口感，为当
地人和游客普遍喜爱。 藏红花：伊朗的
地位虽不及茶对中国人的影响， 但它早
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波斯文化的部分。

那么， 药食同源的藏红花是否真的
像《疯狂动物城》里描述的那样，具备让
人“发狂”的神奇功效？ 从我国的古今资
料来看，无论是明代的《本草纲目》，还是
元代的《饮膳正要》，似乎都未提到这方
面的内容。 不过根据国外WebMD网站的
信息， 大剂量口服藏红花可能会造成中
毒反应， 导致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出现兴
奋和冲动等行为。此外，：伊朗作者法劳
马勒齐所著的《伊朗旅游指南》中，也曾
写到 “有人认为吃食藏红花会使人笑口
常开，但超量食用会导致异常地发笑”。

行走世界

”年 4 月底， 日本将出现首次在

天皇健在情况下的 “改朝换代”： 明

仁天皇将退位， 皇太子将于 5 月 1 日

继位。 于是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个只

有在这一时刻才会提起的话题： 日本

的国体问题。

日本自认为其国体是 “君主立宪

制”，但却是所有君主制国家中少数不

称为“王国”的国家，因此许多人对此

感到困惑。

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 就是由世

袭的国王 /皇帝担任国家元首 ， 但国

王/皇帝受到宪法的制约， 统而不治，

并不参与国家的治理。 二战后， 天皇

虽然在外界被广泛视为日本的 “国家

元首”， 但在目前的宪法体制下， 天

皇并不具有政治功能。 不过， 天皇从

事的国事活动， 实际上与国家元首没

什么不同。

例如， 每年例行国会开幕式由天

皇主持并发表致辞； 每位当选首相及

新组建的内阁均须获得天皇任命；另

外最高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产生也同

样如此，虽然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但是

不可或缺的。 首相每年还须数次向天

皇报告国内外形势， 这一程序被称为

“内奏”。既然是“内奏”，其内容当然是

不会向外界披露的。

首相出访归来， 首先必须去皇宫

签到，表示“我回来了”，然后才能去官

邸处理政务。这很像日本家庭，学生在

放学回家后，一定要先说“我回来了”。

此外， 天皇的国事行为还包括签署大

量文件，频繁会见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 每年还要

颁发勋章，会见各界知名人士等。此外

天皇还负责宣布大赦令， 批准日本与

各国签署的条约等。 天皇差不多每年

都要出访， 在国外均受到国家元首的

礼遇。 在国内， 天皇更是频频视察各

地，尤其是前往灾区慰问灾民。天皇所

从事的这些国事行为， 自然使各国将

天皇视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不过，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与战后

的天皇形象有很大的反差。 当年日本

军部就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了侵略战

争。 因此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中，是否应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曾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作为对二战的反

省，战后的日本对天皇的定位、功能和

作用予以很大限制。在目前的宪法中，

天皇仅作为“国家的象征”，因此目前

的天皇制又称为“象征天皇制”。 对于目

前的天皇应否视为“君主”，日本的宪法

学者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在否定派看来，由于“天皇仅可从事

宪法所规定的国事行为， 不可问政”，因

此天皇并不拥有政治权力， 不再符合君

主的定义， 所以应将其视为君主制中的

一个例外。众所周知，与君主制相对应的

就是共和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

家实施的都是共和制。 持这一观点的日

本法律学者认为， 战后的日本体制与此

相类似， 因此应对日本的天皇制另当别

论。战后日本的国家形态是基于“象征天

皇制”的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制，而本质上

是议会制。

但在另一派学者看来， 虽然目前实

施的是“象征天皇制”，但天皇仍是世袭

的，只要不主动退出皇室，则皇室成员的

身份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 这与宪法

所强调的平等精神还是有所抵触的，因

此只能将其视为目前的宪法体制中的一

个“特例”。

虽然早在从目前的宪法生效之日

起，日本就从原先的“天皇主权”转换为

“国民主权”， 但日本政坛始终有一股势

力力图恢复战前的天皇体制。 例如虽然

宪法规定只有内阁具有对外交往的功

能， 但多年来日本政府实际上让天皇发

挥了国家元首的功能。

目前，日本的“象征天皇制”之所以

受到日益广泛的支持， 从某种角度看是

因为国民对日本的民主体制产生了明显

的不满。 而明仁天皇强烈的和平主义倾

向与安倍全力推动修宪、 扩充军备的思

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除推动修宪以外， 日本右翼势力还

有一个夙愿 ： 就是让天皇参拜靖国神

社。 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

1975 年 ， 但在 1978 年右翼势力将 14

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合祭在靖国神社后，

天皇再也不曾涉足靖国神社， 这使日本

右翼势力深感失落和无奈。 去年明仁天

皇更表示， 在各学校升国旗奏国歌之际

不必强制要求学生起立， 而皇次子甚至

对用公款祭祀也提出质疑， 由此可见这

一 “奢望” 在可见的未来都只能是一厢

情愿。

虽然日本皇室成员人数非常有限，

而且如前所述天皇仅为 “国家的象征”，

但这一象征远非是可有可无的。 天皇虽

然不参与政治， 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却

是无处不在的。天皇的定位、功能和作用

”后会否出现某些微妙的变化， 值得试

目以待。

日本皇太子德

仁将于 5 月 1 日成

为新天皇。 东京的

商店推出皇太子德

仁和雅子妃的玩偶

以示庆祝。

视觉中国

伊朗女工正在采

摘藏红花的花蕊。

视觉中国

■陈鸿斌

■陆纾文

■陈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