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通识课》，王蒙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年 3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是近40年来王蒙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从汉字与中华文化，中华
古代经典，传统文化的危机、转换与新生，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当代文化生
活、文艺与文学，中国梦·文化梦，文化复兴的历史机遇等方面，系统讲述了中华文化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探讨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影响、焦虑、危机、重生与自信。他从文化的
角度思考问题、理解现状，这有助于领导干部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变化，增强对中华文
化的自信，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提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
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

跟“人民艺术家”学中华文化
高庆成

故乡天空下 鲜花永远盛开
张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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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力猫》到《小羊肖恩》，从《龙猫》
到《国王与小鸟》，本书以大洲、国别为结
构，向我们讲述了世界动画电影源起至今
的光辉历程。除了对大家耳熟能详的美
国、日本动画做了详尽介绍外，对大家不
太熟悉的欧洲及其他大洲的动画也做了
充分的展示。500余幅难得的高清晰彩
色大图让读者大开眼界，很多图片都是前
所未见，有很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穿越
五大洲近百年的创作历史，与各个时代的
漫画家和卡通大师相识，漫步岁月长廊，
领略伟大电影公司的幕后故事。著名设
计师全案把关，封面展开图如一副3D眼
镜对准精彩的动画世界；四色全彩印刷、
硬壳精装护封，选用高品质纸张精心印
制，让本书的品质有了充分的保证。相信
读完此书，你一定会被动画电影的诗意、
活力和丰富性所深深吸引。

《猫头鹰王国全集（15册）》
【美】凯瑟琳·拉丝基著

接力出版社

2021年4月

《百年世界动画电影史》
【法】奥利维耶·科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4月

《潜意识知道答案：
认识你不知道的自己》

朱建军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3月

《长命泉》
红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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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味自在笔墨间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新著《中华文化通
识课》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新时代领导干部
通识教育系列丛书之一。这套系列丛书涵盖文
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军事、管理、科学、艺术
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并由王蒙作总序，题为《领
导干部要有通识通学通才》。

王蒙在“总序”中指出，“为了完成党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
使命，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但必须掌握既有的专门
学科知识与技能，更要具备统揽大局、统筹全局的
通识通学通才。”

在王蒙看来，这套丛书为领导干部“将能丰富
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眼界，推动我们的思维认
知、选择决策，延伸发展我们的执政能力、教化能
力、全面深化改革能力，优化领导干部素质，提高
领导干部的境界和威信”。
《中华文化通识课》一书主要是近40年来王

蒙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演讲、对谈，进行的“理路
编纂、辑录、校正”。此次出版，王蒙“依既定计划，
根据进行干部的文化通识教育的要求”，“做了一
些重要的调整和较多的充实”。

事实上，不仅领导干部，普通的读者也能够
通过这本书，跟着王蒙这位“人民艺术家”学习
中华文化。

“为什么中国人这样爱国？”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文化部部长，
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文化通识课》共分七讲，分别为“美丽的

汉字与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中华古代经典”“传
统文化的危机、转换与新生”“一体多元的中华民
族文化建设”“当代文化生活、文艺与文学”“中国
梦·文化梦”“文化复兴的历史机遇”。

譬如，在该书“美丽的汉字与中华文化”部分，王
蒙对中华文化进行了精辟阐述，并通过自己的经历，
以讲故事的形式给读者讲课，生动而有趣。
“中华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文化，是一个覆盖面

巨大的文化，是独树一帜并拥有巨大影响与声誉
的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是目前世界上保留下来的
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是目前世界主流文化的
最重要的参照系之一，是使人类文化保持多元性
与丰富性，从而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元素。”王蒙
说，“中国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化。中华文
化基本上是屡遭危难，从未没顶，没顶之灾以后，
也总能化险为夷、顽强生存生长，它拥有没有脆
性断裂过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生活方式，基本
思维方式，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与基本审美特色。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生活路
径，提供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世界观与哲学观，一
种人文价值与思路，一种独特与精致的语言文
字、工艺与文学艺术，一种积极、乐生、务实、注重
此岸性的生活态度与生活质量，提供了一种富有
参考意义的弥补与平衡现代性的某些负面弊端的
思路。”
随后，王蒙举例说，“1993年，我在纽约的华美

协进社讲演，一位听者问:‘为什么中国人这样爱
国？’我半开玩笑地回答：‘一个是中国人都爱吃中
国菜，有一个中国腹。一个是中国人都迷恋唐诗
宋词，有一颗中国心。’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心腹
之恋，是文化之恋。不论吸收了舶来了多少科学
技术，崭新理论观念，也不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社会栋梁对于中华文化做了多少痛心疾首的
反思、自我批斗，中华化仍然是中华文化。八国联
军的洋枪洋炮消灭不了中华文化，义和团的浑浑
噩噩也代表不了文化中华。”

中华文化和非中华文化有哪些不同？

王蒙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化‘行者’、

‘业者’‘恋者’文化思考者”。
王蒙在该书前言中指出，“近40年来，我在从未

放弃我的主业——小说写作的同时，致力于对孔子、
孟子、老子、庄子、列子、荀子、《红楼梦》、李商隐等的
咀嚼领悟，致力于对于地球万国万民的接触，共访问
了61个国家和港澳台等地区更频频地与国内外各
方面人士谈论切磋起文化课题来。”
那么，在王蒙看来，中华文化和非中华文化又

有哪些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是语言和文字。”王蒙在书中指

出，中华文化是汉语与汉字为本位的文化。
“语言和文字表达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亿

万民众的集体思路、思维品性与思想方法。”王蒙
指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
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
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出发点。语言、文字是人类
的一种特殊的记忆符号和记忆方式，是人类给世
界命名从而开始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的源头，是
思维与推理的工具。”
王蒙写道：“在悠久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汉字

的形体虽屡有变异，却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民族人
文精神与伦理价值的载体，有艺术的美感。汉字
六书的既表音、表形又表意的多元综合结构信息，
培养了中华民族思想方法的整体主义，成为不受
地域与方言分割而统一全国的文化手段。汉字讲
究笔墨几何图形与运势结构形态，以汉字为载体
的书法艺术，历经殷商甲骨、两周金石、秦汉篆隶、
晋唐行草的演变，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
术形式，并被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汉字在中国文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王

蒙看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意
义对于当今的中华民族而言，不再仅限于一套记录
语言、交流信息的书写符号系统，而是渗透与伴随着
中华民族的情感和文化认同、精神凝聚。”

素闻敬白兄热爱美食，尤其擅长发掘
美食背后的故事，探索不同味道间独特
的文化品性。他原名李晋，在文化旅游
部门工作，散文与诗歌创作成绩颇丰。
生活在泰州的他，熟稔当地的历史文化，
特别是各种带有浓郁地方风味的食材小
吃，成为作家在文字中着力表现的焦
点。凭借对维扬文化的特有偏爱和研究
感悟，以及对地方饮食的亲身体验和文
化梳理，李敬白写下了《人间滋味，温暖
可期》。在这部谈论美食的新作中，作家
用韵味无穷的笔触带领读者去寻找温暖
和美好，将萝卜青菜、鸭蛋鱼肉、凉拌小
菜、酥饼汤圆等普通人家的寻常食物都
描绘得头头是道、饶有风味。作家从泰
州美食言起，由味道谈及心情，由饮食联
系历史，为我们展现出一部融合温度与
深度的美食传奇。
本书收录九十四篇文章，每篇文均千

字左右，分为赶早有福、市井温度、蔬赢舌
尖、优哉游哉、正儿八经五个章节。其中
写到我们熟悉的维扬美食三丁大包、五味
干丝、翡翠烧卖、白切羊肉、香甜熏鱼、醉
虾醉蟹，还有那些看似平常，却能让舌尖
收获另一番风味的新鲜时蔬，诸如朴素
的青菜、格高的茨菰、沁香的莴苣、清淡
的白菜经过他的巧妙点化，于平淡间散
发出不一般的况味。那是家乡的味道，
是故土的温暖，也是作家人文情怀之所
在。他借助文字来感恩饮食，享受食物
所带来的愉悦。无论是街头小食、日常
小菜，还是田间野味、地域珍奇都被他细
细道来。既有关于味道的详尽描述，又
尽得吃的门道，使观者看后，单凭视觉与
文字的交融，便品尝了一席味道的盛宴。
在李敬白笔下，凡俗的美食仿若艺术

品一般，就连烧个菠菜、切个皮蛋都能令
人垂涎。平淡无奇的菜蔬和佐餐小食，却
在作家的细致观察与敏锐体验下变得有
滋有味，妙趣横生，这份化平常为神奇的
笔法，看似举重若轻，实则深藏功力。
有一句话说得好，文人最为关心文

人的生活，特别是先贤的衣食住行，往往
伴随着他们的文字一道，成为后世学人
企慕的目标。李敬白写自己的美食故
事，同时也不断将文学大师的美食情缘
纳入他的视界。如鲁迅和周作人吃春卷
的经历，梁实秋对青菜火锅的特殊情感，
张爱玲对上海白斩鸡的钟爱，都被他精
心发掘，明快呈现，使人感受到来自中国
文人的那种一脉相承的、对于味道的记
忆与缅想。
一部美食之书如果仅仅停留在对食材

的介绍，那么它无非是一本文字精美的百
科资料，而本书的一大特色，便是把地理、
美食、旅游、情感等多种要素完美地融合一
体。朴素有趣的叙述，使这部美食小记随
时散发着灵动与通透。
仔细品味书中的精致章节，还时刻

能够感受到作家宣扬的“慢”生活。他写
厨师在包笋肉包子时，需要气定神闲，饕
客品尝包子时，也要心平气和。“慢条斯
理”的饮食态度，透露出淡定与从容的
心态。在这个日益崇尚快节奏生活的
时代，“慢”无疑是回归生活本真的一种
态度，而饮食文化，则是这种“慢”文明的
最佳承载者。

一直在各种平台上读到韩浩月的文字，微博、
公众号，发表在报纸上的评论，还有见于文学刊物
里的散文。这几年，尤其关注他书写故乡的篇章。

最近，被他称为“故乡三部曲”终章的散文精
选集《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由百花文艺出版
社纳入“名家散文书系”，正式出版，第一时间读完
这本书，觉得同为游子，也有话说。
《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全书分为《望故

乡》《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远与近》《浪潮来

临》四辑。先阅读序言，我对序言有偏好，像喜欢
媒体的新年献辞一样，一本书的序言，最能看到
作者的性情。喜欢这篇序言的洋洋洒洒，平实且
温和，如静水流深。
韩浩月不停书写他的成长地——山东省郯城

县，还有他的出生地，一个名字叫大埠子的村庄。
他的文本，直接进入乡村的肌理，有着手术刀般的
精准；他笔下的风土与人情，让人看到属于当下乡
村与县城人的生存状态；日常的叙述，细致的情
节，透视的目光，他把不同于大城市的故乡，写出
了令人沉思静想的味道。
在题为《回乡十日》的开篇长散文里，韩浩月写了

那些“老少年”的聚会，谈论往事，喝酒读诗，友情味道
四溢；他还写到自己带着家人与兄弟，一起探亲访友，
上坟祭祖；也写到自己一个人独自在熟悉的县城街道
上闲逛游荡……“从异地回故乡”和“从城市到乡村”，
这两条被认为最难行走与抵达的两条道路，在他笔
下，一点儿也不沉重，还有些游刃有余。这篇文章中
的少年王成、爱喝酒的六叔、街道主任、二弟、同学老
陆等等，每个人都让我对应想到往事里的旧雨。
故乡虽然需要缝缝补补才显得完整，但因为通

过不停地返回与比对，韩浩月用放大镜般的书写，让

曾经模糊的故乡，再次变得清晰起来。虽然每次回
乡都要与朋友喝“烈酒”，但已经没了做故乡“逆子”
的反叛，虽然回乡呆久了会有一些疲惫，但早年的那
些痛楚早已被治愈，他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终于
寻找一个清爽的故乡，倍感自由。

兜兜转转的命运，层层叠叠的人生，经过了这些
之后，我喜欢他再次面对故乡时产生的心态——“如
山一般的忠诚、海一样的宁静”。他在千里之外繁华
都市的街道上，看到旧友发的朋友圈“老家下雪了”，
忍不住会站立原地，微笑着看来自家乡的雪，通过智
能手机和互联网飘到他的面前。这让我想起书中
《我把这干净也洗掉》一文，故乡的雪，仿佛让一切都
洁净如初，在走进蔚蓝的2021年之后，他愈加认定：
何以解忧，唯有故乡。

韩浩月的“故乡三部曲”，前两本是《错认他
乡》《世间的陀螺》。《错认他乡》表现一名出走者
“被推动着成长”的迷惘，《世间的陀螺》展示出一
名回归者“与故乡握手言和”的清醒，《我要从所有
天空夺回你》则表达了一名中年人对故乡“仍怜故
乡水”的坚定情感。
对于新书书名，韩浩月表示，书名里的“你”是

虚指，是一种正在扩散、变淡、消失的事物，而“夺
回”表明了一种姿态、一个愿望，释放出强烈的情
感信号。其实我觉得，他想夺回的“你”，也是诸多
实指，是故乡的栗子树林，是路边某一棵在等他的
树，还有一直都没什么变化的那条老街……在他写
下“故乡天空下，鲜花永远盛开”的时候，他已经再
次完整地拥有了故乡。

如果你经常搞不懂自己而陷入迷茫，
如果你渴望却不敢去拥有，如果你努力却
无法改变自己，那你可能需要读懂自己的
潜意识。

意象对话，被公认为是进入潜意识的
有效方式，由知名心理学家朱建军老师创
立。在本书中，作者基于意象对话心理疗
法，从内心、行动、关系、职场、过去、未来6
个方面，给出了解读潜意识的实操方法，帮
助与自己的潜意识对话，从而真正读懂自
己，活出想要的人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少年王怀礼
考上渭北大学政法专业，在例行的新生体
检中，王怀礼被查出有隐性疾病，被惯会
“拿人”的系办公室苏干事清除出校，刚
“跳过龙门”的农家子弟王怀礼几乎崩溃
自杀。王怀礼的老母亲为救子，义无反顾
走上赎罪之路，在关中大地上孑孑独行至
死；而一位从新疆回到周原的地理老师则
以一首哈萨克《长命泉》神话，让王怀礼起
死回生……小说直指现实人性的黑暗幽
微，回到人类起源之地，孜孜寻求民族灵魂
的救赎，正本清源，呼唤生命的正大蓬勃，
呼唤人类精神中的浩然之气。

在瑚尔海中央的一个小岛上，生长着参
天的珈瑚巨树。天空中，有猫头鹰守卫者在
自由翱翔。树洞里，有长者为好奇的小猫头
鹰讲述久远的传奇。无数小猫头鹰在这里
出生，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磨难中淬炼、拼
搏，成为猫头鹰王国的一代代国王。

友情与背叛，冲击与坚守，抗辩与审
判……在探寻成功的路上，战胜魔法的不
是更强大的魔法，而是正义、团结、信念和
勇气。小猫头鹰们凭着坚定的信念，成就
了自己辉煌的传奇。

本系列是作家潜心十年研究猫头鹰习
性后创作的重要奇幻巨著，作家以优雅的
笔墨、奇异的想象、独特的形象，给孩子丰
厚的文学滋养和生命的阳刚之气，为孩子
的成长倾注活力，丰满他们翱翔的羽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