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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工作与文明，精神不离物质

对于朝九晚五的
工作者们，黄金周提供了一个小
憩的机会，可以旅游，可以聚会，
也可以在家睡到自然醒，享受悠
闲的假日，不过，对于出行的人
来说，可能休假的快乐，总会伴
随拥堵的痛苦，所以有人建议增
设黄金周，如果有更多的长假，
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
陈及： 人类文明发展的趋
北京晨报：

势，当然是假期越来越多。但同
时也要考虑，假期和社会经济的
关系，在当前的经济阶段，延长
假期，必然会对工作时间产生对
冲。我们仍处在发展阶段，提高
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仍旧是
发展的主线。
北京晨报：休闲的需求，
产生
于经济条件提升的基础上，对个人
来说，生活水平的提升才会推动休

闲需求的提升，对一个社会来说，
社会财富的积累，是满足休闲需求
的前提，物质和精神，不是天平的
两端，而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陈及：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
的，如果一个人工作十天，收入
能满足他半年的生活，他当然会
有更多休闲的欲望和需求，但如
果食不果腹，他可能会渴求更长
的工作时间，这样他才能保证生

存，越是发达国家，人们休闲的
时间越长，正是这个道理。事实
上，我们的节假日一共有 115
天，几乎是一年的三分之一，不
算少了，此外还有法定的带薪年
假，以最短的假期算，5天，加上
两边的周末，等于又多了一个 9
天的长假，而且这个假期是不固
定的，每个人自由选择，完全可
以起到分流的作用。

■篇章

不经意间
邂逅一段历史
步非烟
（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荩荩

工作与生产，
常是线性关系

增设黄金周
能改变什么

北京晨报：如果假期增多，工
作时间自然会减少，如果假期减
少，工作有可能会没有激情。工作
让人更好地休闲，休闲让人更好地
工作，它们之间，似乎有一种互为
因果的关系，但有时候又好像矛盾
的两端，要找到平衡点，并不容易。
陈及： 经济学中有一个等边
际原理，就是寻找效用最大化的
方法。举例来说，一个人假期之前
工作的最后一小时，得到的收入
是 10块钱，同时，假期的最后一
小时，他愿意为之付出 10块钱，
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假期和
工作时间就达到了最佳平衡点。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真
正要寻找这个效用最大化的平衡
点，会复杂的多。
北京晨报： 一个人总是在工
作，会非常疲惫，工作的积极性消
耗殆尽，生产能力不断下降，反过
来，在保证生存的条件下，如果不
工作，休闲的积极性或许也会被
消耗掉，不少人退休之后，依旧坚
持工作，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他需要更多的收入，而是想
要让自己有事干。
陈及： 在技术条件既定的前
提下，工作时间和生产效率是一个
线性关系，工作时间越长，生产的
财富越多，反之，想要更多的财富，
就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不论对个人
还是对社会，都是如此。只有当技
术产生飞跃的时候，这种关系才会
短暂打破，直到形成新的平衡，再
一次恢复到线性关系的状态。

对话
近日， 面对长假
“不够用”、假日期间人
山人海的老问题，有专
家建议增设“五一”和
“避暑”两大黄金周，称
只需新增 个休假日，
其中 天放在原有
天休假基础的五一期
间，另 天放在 月、连
休周末，这样就能让每
个季度都有黄金周。
然而， 假期的增
减， 并不只和旅游相
关，而是和技术、生产、
消费、休闲等一系列社
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
度 有 关 ，为 此 ，本 报 邀
请著名经济学家、首都
经贸大学教授陈及，分
析假日与现代社会经
济、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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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交流，是为打
开思想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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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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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消费，未必都是正比
北京晨报：和黄金周相关的
领域中，消费无疑是最重要的一
个，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黄金
周，全国旅游销售近 6000亿元，
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约 1万
4千亿元，此外还有交通、文化
娱乐等销售。近年来，内需拉动
经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有人建
议增设黄金周，是否也隐含着进
一步刺激内需的期盼。

陈及： 我觉得两者并不能简
单地等同，觉得假期多，消费就多，
这两者的关系更复杂，并不是正
比。在生产技术一定的前提下，工
作时间越短，生产的财富就越少。
同时，产品的成本就越高，因为工
作时间短了，生产的产品少了，但
人力成本并没有降低，相应的，消
费的支出就更高。这会导致一个问
题，假期增多了，但人们没钱消费。

北京晨报： 也有一些国家，
实行 4天工作制，或 5天工作制
但每天工作 6小时，而家庭休
假、旅行等，在发达国家中，往往
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一些大
学生毕业后选择先旅行一段时
间，增加阅历，再去工作。这是否
证明，工作时间其实是可以更短
的，而在发达国家，
陈及：高福利是否更有助于

社会的发展？这是讨论了很多年
的问题，当前普遍的观点是，过度
的福利，未必会让社会变得更好，
反而可能让社会失去发展的动
力。事实上，一些高福利国家已
经越来越表现出发展乏力的特
征，更有不少当地的学者担忧，当
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时，他们可
能将毫无竞争能力。这其实就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北京晨报：其实对现代化、
现
代生活的反思一直就有，有作家，
也有思想家，他们认为工业化之
后，人们过度放纵欲望，沉迷于物
质消费，同时工业生产又把人变成
机器一样的生物。在今天，这种情
况仍旧存在，甚至在更快地蔓延，
出现“低欲望社会”之类的现象，这
或许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工作。
北京晨报： 低欲望也好，禁
欲系也好，反思现代生活也好，

都有他存在的意义，现代化当然
有弊端，对自然的疯狂攫取，对
资源的过度消耗等，都是值得警
醒的问题。但同时，现代化也有
优点，不仅是生活需求的满足更
加容易，事实上，人的个人的释
放、创造力的技法等，也有赖于
生产力的发达。举例来说，一个
人看过楼兰古城，也看过巴比伦
遗迹，他想要创作，显然就会有
更丰富的创作资源。

荩荩荩荩

工作与休闲，生存还是生活？
北京晨报：有国外学者曾表
示，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
上只需要少部分人工作，就能养
活其余所有人。工作的意义究竟
是什么？如果是保证生存，可能
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工作。
陈及： 那要看生存的标准是
什么，如果只是温饱，可能并不难
达到，但要更进一步，生活的更
好，显然不可能，人的需求总是在
不断变化的，人所处的环境，也会

促使人不断地提升收入，满足更
多的需求，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
致。而且，是不是真的少数人工作
就能让所有人生存呢？可能并非
如此，在全世界各国，就业率都是
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
指标，既然少数人工作就够了，为
什么还要强调就业率的问题呢？
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过去很多
女性不工作，照顾家庭就行，但现
在也开始普遍就业。

我生长于成都，算是南方人，
18岁到北京上学，此后的时间，大
部分都在北京生活。最开始的陌生
早已经消失，生活的久了，也越来越
喜欢这座和成都完全不同的城市。
不像许多南方城市，有那么
浓厚的生活气息，北京是另外一
种气质，大气、恢弘，有笔直的中
轴线，有方方正正的古城，现代化
的高楼之间，也更加宽阔，充满了
一种理想化的城市设计，更有一
种磅礴的气势。就好像唐宋时代
的城市，唐代更加大气，更理想
化，就像北京；宋代的城市可能更
繁华，更富于市井琪琪，但终究缺
了一点儿大气，就像南方的城市。
到北京的另外一个感觉，是
它的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静，而
是夜深人静的静。可能是气候的
问题，除了那些夜生活丰富的区
域如三里屯，一般的街道、胡同、
社区，晚上八九点之后，就逐渐安
静了，人流会明显减少，而在成
都，晚上九点以后仍旧人潮如织，
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这不是说北京不如成都，北京
有另外一种气息，在北京生活，是完
全不同的感觉。这座城市，既现代，又
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总是会在
不经意间，让人感受到它的魅力。
我记得有一回，打算去商场
购物，下了地铁之后一直走，没走
到商场，却不知不觉走进了一条
胡同，和其他的胡同一样的是，都
有大爷大妈坐在胡同里聊天，听
着他们的京腔，特别有老北京的
味道。这就罢了，更有意思的是，
胡同里有一个挺普通的大院子，
但墙上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原来是杨继盛的故居。
杨继盛是明朝的著名的谏臣，曾
上疏《请诛贼臣疏》，弹劾大奸臣严嵩
十大罪状，被严嵩诬陷下狱，入狱三年
间受尽酷刑，被杀害时仅40岁。他临
刑前从容赋诗“浩然还大虚，丹心照千
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我对杨继盛挺熟悉，我的一
部小说中，就曾写过杨继盛的儿
子，也曾经读过他的故事，却在这
么一个完全没有想到、也没有准
备的时间和地点，与他邂逅了。我
看到杨继盛故居的时候，里面还
有人住，门口还放着白菜。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读
者，不少读者都觉得，这是一段奇妙
的缘分，但我想，这可能只是生活在
北京的一个小小的日常，因为像这样
深藏在胡同里的古迹，还有很多。
这或许就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奇
妙之处吧，千年历史，无数的历史事
件、人物在这里汇聚、沉淀，历经时间
的沧桑，却依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不经意间，或许就会邂逅一
段历史、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和他
同处在一个胡同、甚至一座小院子
里，这种空间的重叠，会让人忽视时
间的差异，恍若置身于历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