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德】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著，上海人民出
版社2021 年 4月出版。

推荐理由：从西方哲学的发源地美丽的小亚细亚海岸，一直到中世纪后期的修道院和
书斋、教堂和大学，一代代著名哲学家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对世界、对自我、对生活进行着探
寻与思考。本书是德国当红哲学家普莱希特，专门为大众读者所写的哲学史第一卷，如连载
小说一般，将一位位哲学家带到我们眼前，将他们的哲学思考融入故事之中，在轻松的阅读
中，帮助我们理解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真理？是否有正
义？如果有，它如何可能？生命是否有意义？人在自然和宇宙中居于何种地位？”

让哲学回归生活带你清醒看世界
杜野

宋朝“大学”的教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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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已经20周年了，中国也
从学习者、遵循者到适应者、贡献者的
转变。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如何发
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下一步我们需要
思考的重要课题。

本书收入的19篇文章都是由第
一线工作人员撰写，他们亲身经历了
谈判、斡旋等全部过程。从亲历者的
视角，描述了危机中的多边贸易体制，
对广大读者了解世贸组织危机和议题
谈判的大致经过以及未来走向，提供
了第一手的材料，是我们了解多边贸
易体制最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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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实现》，沈湘平、邓莉、秦
慧源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

郑玥

共奔美好生活路

本书是阿瑟·米勒于1967年创作
的一部两幕剧。它是一场家庭博弈，从
对旧家具的定价分配穿透到人为自己
的人生抉择付出的代价。大萧条之后，
维克托·弗朗茨为供养被股市暴跌击溃
的父亲，中断大学学业成为警察，两人
带着过去优渥生活的残余蜗居在叔伯
房子的阁楼上。30多年过去，旧房将被
拆除，维克托回来出售他父母的遗产，
他的妻子埃丝特、哥哥沃尔特和精明的
家具商人所罗门各有自己的打算。兄
弟二人揭穿彼此不愿承认的尘封往事，
最终，维克托必须去面对自己的牺牲。

本书是日本芥川龙之介奖得主、
著名作家北杜夫一部带有自传性质
的长篇小说。

一位在德国进修的日本精神科医
生，为了同过往的一段恋情诀别，来到
遥远的异国他乡。他游走于多瑙河流
域、蒂罗尔群山和北欧的城镇，内心却
带着对旧日恋情的甜美追忆。旅途
中，他以托马斯·曼为榜样，立志成为
一名作家，然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不
安和彷徨仍旧萦绕心头，那位叫伦子
的情人依旧一路跟随……

北杜夫以昆虫爱好者的敏锐观察力、
精神科医生的审慎和作家清新幽默的笔
法撰写了一部富于温情的成长日记。

扎根中国十年，马布里回顾和总
结了自己的这段人生，把大家熟悉的
或者不熟悉的故事重新串起来，也加
入了很多近几年来的经历和想法，从
中可以看到马布里的人生是如何一步
步转变的，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马布
里，一个在深深爱着中国的马布里。
十年中，这个美国人在中国学会了不
同的处事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在
中国感受到了爱，人生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就是马布里，从NBA传奇到
CBA传奇的“改变”。

这是一个励志故事，也是马布里
献给处于低谷中人们的真情之作。

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在
讲话中 5 次提及
“美好生活”。“美
好生活”既是中国
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起，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始终求索、
长期艰苦奋斗的
目标，又是在新时
代赓续奋斗的精

神力量，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
的动力之源。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中国
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依靠自己的热情、智
慧和汗水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时候，究竟
什么是美好生活，怎样才能实现美好生活，能实现
什么样的美好生活等这些问题，便成为时代和人
民赋予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而从理
论上廓清美好生活的相关问题，也正是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由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邓莉、首都师范大学秦慧源三位作者共同撰
写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实现》一书尝试性地对这
些时代论题进行了学理探索。

在思想理论层面，本书从对美好生活及其相
关概念的辨析开始，进而对不同学科视野中、不同
理论主张下对美好生活问题的理解进行综合分
析，最后提炼出关于美好生活的内涵与特性。在
政治实践层面，本书直面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现实复杂性，针对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新特点，概括、归纳了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彰显出新时
代人民对美好生活更高质量、更广领域、更加全面
的时代诉求；在个人体悟层面，本书提出，除去一
些知识、技能外，个人更需要增长的是一些追求幸
福美好的智慧，即体现在三个方面：正确认识自己
以明了幸福的真谛；正确认识世界以廓清幸福的
前提；达成与世界的和解，渐次达致美好生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本书的出版有
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希冀为每一个
向往美好生活、正在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的
个体提供实践引导。

陈嘉映、刘擎、许知远联袂推
荐，专门写给大众、关心生活、像小
说一样通俗好读，《认识世界》不是
一部普通的哲学史，它写给所有关
心世界与自己的人，带你一同思考，
清醒地认识自我与世界。

哲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吗？”
“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在
第七期“奇葩说”中，导师刘擎以哲
学的睿智与清醒，和我们一同思考
着这些生活中的问题。他儒雅而又
明达，一位位观众被说服，又被治
愈。刘擎让我们知道，哲学就在我
们的生活之中，它思考的，首先就是
我们的生活。

刘擎曾说：“独立思考是一种生
生不息的生活方式。就像你每天吃
饭、喝水、锻炼身体一样，需要坚持
和反复锤炼。”当代著名哲学家陈嘉
映也说过：“哲学起于日常，但超越
日常。在追问意义和真理的过程中
帮我们发现问题，社会的问题，人的
问题，时代的问题，宇宙、人生、自然
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
问题。”哲学问题实际上与我们息息
相关，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对
着各种哲学问题。刘擎反复推荐的
《认识世界》正是要与我们一同思
考，一同认识世界与自我，一同更清
醒、明达地生活。

从西方哲学的发源地美丽的小
亚细亚海岸，一直到中世纪后期的

修道院和书斋、教堂和大学，一代代
著名哲学家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对
世界、对自我、对生活进行着探寻与
思考。《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
学》，德国当红哲学家普莱希特专门
为大众读者所写的哲学史第一卷，
如连载小说一般，将一位位哲学家
带到我们眼前，将他们的哲学思考
融入故事之中，在轻松的阅读中，帮
助我们理解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真
理？是否有正义？如果有，它如何
可能？生命是否有意义？人在自然
和宇宙中居于何种地位？”

专门写给大众的哲学书

《认识世界》的作者，德国目前
最受欢迎的“现象级”哲学教授理查
德·大卫·普莱希特，是德语地区最
受欢迎的知识分子之一、德国新一
代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莱希特主
张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与大众对
话，保持现实关怀。他在学院派哲
学之外开辟了新的道路，频繁出入
于公共场合，凭借英俊的外表与极
富魅力的表达深受德国大众喜
爱。他接下德国电视二台“哲学四
重奏”节目，担任主持人后，这档节
目干脆直接改名为“普莱希特”。
他写作的超级哲学畅销书《我是
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已在
多达35个国家出版，仅在德国销
量就已超过了200万册。

面向大众书写哲学史，本书一

改以往哲学书的艰深晦涩，采用通
俗易懂、生动流畅的语言，避免内容
过于专业。如作者自己所说，“所有
哲学最终都不只是专业知识的获
取”。普莱希特甚至把哲学写成了
连载小说一样：跟随着历史的前行
与时代的律动，一位位哲学家依次
登上舞台。这本以生动、流畅的文
风承载思想的作品，通俗、好读、易
懂，适合所有读者阅读。

在故事中讲述思想

语言通俗易懂之外，《认识世
界》还讲述了大量历史故事。普莱
希特认为，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应
当在时代背景中介绍和讨论。哲学
思想可不是凭空从哲学家的头脑中
蹦出来的。它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
背景、社会文化条件。

货币的产生，对哲学有着深刻
的影响？苏格拉底审判背后隐藏着
派系斗争？战乱时代的哲学有着什
么样的共同特点？哲学不只是理
论，还是时代状况的结果与反映。
普莱希特在书中对哲学思想所处时
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全
面的叙述，把影响哲学思想产生与
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充分展示出来，
在思想背后的历史与社会中讲述立
体、充实而鲜活的哲学史。

一起思考：什么是好的生活？

将哲学带出象牙塔后，普莱希

特也将哲学重新带回生活之中。“几乎
所有古代世界的问题都仍是我们的问
题。”哲学不应仅仅是钻研前人文本的
学术工作，还应是对行动与生活本身
的反思，哲学甚至可以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从汽车爆胎中能得到什么哲学
启示？小孩子交换礼物背后又有什么
哲学意味？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以一个个与我们切身相关的生活事件
为例，普莱希特带我们重新回到生活
中，带我们思考周围切近的事物，并在
实践中探讨这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什
么是好的生活？
“普莱希特哲学史”系列是普莱

希特为大众所写的重磅哲学作品。
在这一系列中，普莱希特用连载小
说般的语言，在大量的故事叙述
中，将历代哲人与其思想通俗易懂
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认识世界》
即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部。本书由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俊老师组
织翻译。这一系列后续三卷也将
由世纪文景陆续出版。

哲学晦涩难懂？哲学就是高深
的理论？哲学是专业人士的事情，与
我们无关？如果你曾经对哲学望而
却步，那么现在完全不必如此。这本
专门写给大众的哲学书，恰是要帮你
破除这些阻碍，带领每个人走入哲
学的殿堂。“扩展我们思考和生活的
范围。”

迷雾正在逐渐消散，哲思的明灯
已隐约显露出来，它邀请着、招引着
你，去更清醒、更明达地看这个世界、
了解自己，去思考，去生活。

宋朝的大学——以前的太学，
为全国最高学府，我们不妨称之为
古代的“大学”。

北宋的太学，位于东京开封府
内城朱雀门外的御街之东。这一带
为商业繁华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
录》是这么描述的：“御街东朱雀门
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
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
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过龙
津桥南去……东刘廉访宅，以南，太
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
太学南门。”

太学的旧址，原本在国子监之
内。宋仁宗庆历年间，由于国家兴
学，生员数目增多，国子监内已经“不
足以容学者”，因此太学从国子监迁
出，搬至御街东面的锡庆院。宋神宗
熙宁年间，太学进一步扩大招生规
模，又将锡庆院旁边的朝集院西庑并
为校舍，至此，“诸生斋舍、官掌事者
直庐略具，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
宋徽宗崇宁年间，太学规模再次扩
充，朝廷在京城南门外营建了新校
舍，“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建筑形
制外圆内方，徽宗皇帝赐名“辟雍”，
作为太学的预科。

经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北
宋太学的规模达至最盛，每年共有学
生3800人。

现在，我们去看看宋朝太学是怎
么上课的吧。

宋朝太学的主要课程是经义、

策论、诗赋，学生可兼修法学（律学），
并“早晚习射”。教学方式则采用分斋
授课。斋，就如今天学校的教学班。
元丰二年（1079），太学有学生 2400
人，“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一斋之
规模正好跟今日的小班制相接近。每
斋设斋长一名，由太学生充任，相当于
现在的班长。

不过宋朝的太学允许旁听，到太学
听课的人数远超其员额，如北宋大学者
胡瑗博士在太学讲《易》，“常有外来请听
者，多或至千数人”；另一位大学者孙复
讲《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
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
众”。我们现在津津乐道民国时大学里
有许多旁听生，如老一辈学者任继愈先
生回忆说，“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
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
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
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写北大校
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
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

（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
中的一位，后传为佳话”。但我们未必知
道宋朝的太学原来也有很多旁听生。

宋代太学的斋又分为“经义”“治
事”两个专业。经义斋的学生主修经史
与学术；治事斋的学生则主修实务。这
一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湖州州学当教
授时创设的，随后被引入太学系统。

熙宁四年（1071），宋政府又依王安
石提倡的“三舍法”，将太学的学生分为
外舍生、内舍生和上舍生。舍，其实就是
教育层次，外舍、内舍、上舍就如现在的
大学预科、本科与研究生。外舍生的数
目远多于内舍生与上舍生，在元丰年间
的2400名太学生当中，外舍生有2000
人，内舍生为300人，上舍生为100人。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建辟雍，将外
舍生从太学迁往辟雍，此时外舍生更是
达到3000人，留在太学的内舍生和上舍
生也分别增至600人和200人。

太学生从外舍升入内舍，或者从内
舍升入上舍，必须修积到足够的学分。

今人一般都认为，高校的学分制率先施
行于1872年的美国哈佛大学，清末建
立的京师大学堂模仿西式大学，采用了
分班教学与积分制，是为中国最早的学
分制度。然而，不管是分班制，还是学
分制，在宋代的太学教学中早已出现。

那些积不到足够学分升舍的学生
怎么办呢？按元符元年（1098）的教育
立法，“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即外舍
生三年未能升舍、内舍生六年未能升
舍，将被勒令退学，遣回籍贯地。当然，
他们还可以参加本州的科举考试。

宋朝太学的积分制度比较复杂，是
一种复合型的积分制：整个积分体系由
月考（即私试）学分、季度校定、年度校
定、年考（公试或上舍试）学分构成。不
同的积分情况，决定了学生不同的出
路：或直接升舍，或允许补考升舍，或留
级，或退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宋朝的太

学，分为三个层次：外舍、内舍、上舍，
就如今日大学的预科、本科、研究生；
修到足够的学分才可以升舍或毕业；
太学又采取分斋教学，一斋三十人，小
班制，分“经义”“治事”两个专业。我
们不能不承认，放在800年前，这一教
学制度是很先进的。

《改变：纽约人在北京》
【美】斯蒂芬·马布里、袁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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