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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是建安年

代的中间点，也是汉末三国的转折点。

这一年，曹操在黄河边确立了对北方的统

治；这一年，曹操因长江边的一场失败而

失去了南方，赤壁的那把火成了他心中永

远的痛。 这一年之前，中国历史主要表

现为东西对抗，这一年之后，则变成了南

北较量；这一年之前，中国是四百年的治

世太平，这一年之后，则是四百年的乱世

纷纭；这一年之前，曹操一统在望，这一年

之后，曹、刘、孙割据一方，三国鼎分的局

面隐然成形。

本书以邺城、江夏、襄阳、许都、关中、

长坂、柴桑、赤壁、江陵、合肥、建业、益州

这十二个地点为时空节点，俯视三国时代

中的这个转折之年，凝视曹操、刘备、孙

权、马腾、刘表、刘璋等各方势力在这转折

之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重新审视历

史之流的波澜壮阔与百转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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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礼 无以立
雅哲

力津报 荐

是为序

文化犹如空气，充满生活的天
地，滋养着人们的生命，丰富着人们
的生活。古老的《周易》中有一句话：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还有一句
话：“百姓日用而不知。”文化就充乎
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时常是：
它知道你，你却不认识它。这就说到
本书的意图：帮助人们认知身边无处
不在的文化。

本书从“天文”说到“人文”，从
天地人神鬼说到蠃鳞毛羽昆，从古
说到今。内容非常庞杂，涉及中国
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如祥瑞、守
护、神圣、人文。很多“符号”都是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但人们又往往
对其一知半解。

大家都知道道教一般把太上老
君奉为始祖，而太上老君又被认为
是老子，老子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吗，
他是如何成为太上老君的呢？关羽
本是一位历史人物，但我们常见道
观或寺庙中供奉着关羽像，关羽是
如何由人变成神的呢，为何儒释道
都推崇关羽呢？行云布雨的“龙
王”是随着佛教出现的一种信仰，
你知道“中国龙”与“龙王”的区别
吗？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在正规
的道教典籍中没有任何关系，那么
他们是什么时候被人们视为一对夫
妻的呢？在古代，北斗是如何“导
航”的，古人是如何根据天象进行四

方定位的，古人如何夜观天象？三
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的眼睛为何
那么大，大型青铜神树上的鸟是太
阳的背负者？三星堆还有哪些未解
之谜？……

本书涉及儒释道以及第四空间
民俗信仰，无所不包，然博而不杂，在
编排与分类上力求系统：儒释道的人
物造型符号包含着各自的文化发展
史，动植物的吉祥元素符号既有士大
夫文化，又有民间文化，传统岁时节

日与传统神秘图式也都有着自己的
内在逻辑，等等。

除了内容体系化，本书还有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图像丰富。读图时
代，图像的应用更能让我们直观地
了解古代中国。全书近三百幅图
像，可以说，每一幅图像也是一个符
号，其背后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
淀。有些图像不符合画中历史人物
的朝代，却符合图像产生时代的特
征。比如孔子像，校园里常见的“叉

手礼”的孔子像实际是到了唐代才
出现的，汉画像中都还没有这种礼
仪，更别说孔子的时代了。还有常
见的露着大板牙的孔子像，这背后
实际是“圣人异象”思想的影响。另
外，还有一些图像纠正了一些“误
读”。比如龙生九子中的“霸下”，也
就是常见的驮着石碑的乌龟，明朝
流行说法说它是龙的儿子，于是它
的造型就越来越像龙，成了龙头龟
身，而从留存的古画来看，宋以前它

就是乌龟的造型。
书中所涉及的符号都是我们再熟

悉不过的了，但人们往往对其背后的
文化支撑不甚了解。为了解开这些符
号的“密码”，作者对每个符号的生成
过程、发展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
用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探究。日常见
到，书中读到，一旦解开某个符号的
“密码”，当你再遇到，相信定会为其文
化底蕴所折服，同时极大地拓展自己
的审美空间。

符号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符
号里的中国，就是可以通过符号来了解
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为
基础而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只要
你接受了中华文化，就融入了中华民
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感召
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一直没有
断绝，无论谁来了，都会为其折服，成为
“我们”的一部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沉淀，凝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诸多符
号。了解了这些符号，也就了解了古人
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以及传统文化
对今日之影响。

总之，传统文化离我们并不远。读
罢本书，你就可以略知古今，并随时随
地了解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相信这可以让你的“日常”充满趣味。
禅宗说“行住坐卧，无非是禅”“运水搬
柴，无非是道”。这本书讲的是传统文
化，但落脚点是解说生活中常见的一些
符号和现象。不脱离生活，方有趣味；
不人云亦云，方有深度。这正是本书的
追求，是否达到此等地步，有待于大家
批评指正。

14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开始瓦解，拉

开了世界历史新序幕。1368年，在东亚

大陆上，大明王朝建立；与此同时，西欧迎

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

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

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

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

起俄罗斯文明。四种文明竞逐中开始勾

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推动世界近

代史大幕的开启。

与其他三种文明相比，孤处东亚的明

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内敛”取向，错失了

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置身于历史中，便

会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

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

的必然结果。

作者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明

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明朝的

“内敛”取向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思

想、文化诸层面，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

的人与事，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

的深层内涵，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

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斌斌期待的一天终于到了，和爸爸妈

妈去赶集集市上的各种新奇玩意儿让斌

斌眼花缭乱，但是等斌斌回过头来才发现

他自己迷路了。虽然很害怕但是斌斌还

是决定自己逛一下集市：他发现了皮影戏

后台的秘密，吹糖人的老伯伯鼓励送给他

一个晶莹剔透、惟妙惟肖的小动物，卖包

子的老伯送给他一个包子充饥……

市场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中国高速发

展的背后是乡土中国的不断更迭。这本

书为我们的小读者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去

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事

情，了解他们的父辈从哪里来，又体悟他

们自己将到哪里去。

北岛曾说过“不懂得传统的人，
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
行。”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
征。在古代，中国被外国友邦称作
“礼仪上国”，在几千年华夏文明发展
过程中，一直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张
重要名片。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向
心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同
时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格。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中与
西、古与今之礼相混杂的时代。传统
礼仪不再是当代国人的通行准则，但

不可否认，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
价值理念“仁义礼智信”以及“温良恭
俭让”的基本要求，仍融入寻常百姓
之家，深刻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从
家庭琐事到为人处世，从宴飨到婚
丧，从私人领域到公共场所，亲朋好
友、长幼平辈之间，都可以看到传统
之礼发挥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每一
个中国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懂
礼、习礼、明礼、守礼仍是为人处世、
行为准则上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职业礼仪讲师海英所著的《礼仪
中国》，不属于传统典章礼制研究的

读本，而是一本关于古人日常生活的
礼仪小书，全书围绕行住坐卧、言谈
举止、衣冠服饰、迎来送往、宴飨婚嫁
等几个部分，用图文、案例并用的方
式，最浅显、通俗的语言，呈现出了一
幅幅古代日常生活仪礼图景，既让大
家了解到了中华传统礼仪的基础知
识，又认识到了其文化价值精髓和内
涵。此外，作者还特别专注礼仪的古
为今用，从众多的环节中，选出具有
当代价值的内容，结合现代社会的礼
仪规范，进行详细解说，帮助人们学
以致用。全书配有几十张原创古礼

复原图片，分解展现了礼仪动作的每
项步骤，让读者感受到传统礼仪之
美，也便于模仿和学习。

该书作者海英长期从事礼仪教
育及培训工作，对中华传统礼仪潜心
研究二十余年，谈及这本书的创作初

衷坦言：只是想通过对古人日常习俗仪
礼的展现，让今天的年轻人换一种眼
光，来重新打量一下这“既熟悉又陌生”
的传统礼仪，能产生一点兴趣，或从古
人质朴的礼仪规矩中受到一些启发，或
从古代圣贤那里，能学到做人的道理，
便是此书最大的收获。

同样，本书对于传统礼节细节的呈
现，也为我们了解古礼乃至华夏文明，
提供了一个窗口。坐立行走的规矩，衣
冠服饰的款式，见面待客的礼节，乃至
餐桌上的一些基础礼仪，无不透着古人
的谦逊、智慧与风度。不可否认的是，
今天的我们对于古礼是有曲解的，当前
的一些影视剧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随
意的解读和呈现。而本书中所呈现的
中华传统礼仪背后的谦逊、揖让与温
度，更是今天的我们所需要与珍惜的。

《符号里的中国》，赵运涛著，中华书局2021年8月出版。

分享 读悦

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越高，闲暇
越多，人们猎取历史知识的兴趣就
越浓厚。早些年，在香港闹市的缝
隙间营筑了一座袖珍的“宋城”；后
来，在古都开封又开辟了一条更宋
代化的“宋街”。有的人去北京八
达岭体验一番长城的历史氛围，觉
得还不过瘾，竟要沿着长城全线去
访古探幽。可见，在现代人们的生
活情趣之中，探寻历史的奥秘，领
略历史生活的风情，占有越来越重
要的地位。

传统的史学方法，反映了历代
不同阶段的水平，也留下了许多有
益的经验和启迪。近几十年来，我
们学习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方法论，逐渐
走出了旧的传统，但是许多隐含历
史惰性的习惯、观念，还紧紧地缠 绕着我们。有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在

狭小专业沙龙中慢啜的著述才是学
问。这就是把历史学引进狭巷的重
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不能向司马迁
学习，把一部究天人之际的鸿篇巨制
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推向更广
阔的社会呢？当今之际，至少在写作
形式上必须结束那种单调的、乏味的
特点，体裁、手法都应逐渐地丰富起
来，使史学园苑也出现千姿百态、色
彩纷呈的景象。

出于这种期望，笔者在写作方法
上力求有所更张，既不能单纯依仗枯
涩的逻辑论证，也不能停留在历史现
象的平面铺叙，而是试图做到使历史
逻辑的阐发融于历史画面的流动之
中。在这里，艺术的成分不是装饰，
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可读性，而应该是
尽可能使历史生活本身的美表现得
更鲜明、更真切一些。那么，这种写

作形式属于什么体裁？当然不是正
襟危坐的专论，不是述而不作的记
事，不是浅平简洁的史话，更不是松
散飘逸的随笔。它，或许兼而有之，
于是成就了一种随和、轻松的读物。

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
大众文化需求的支撑点也会逐步向
高坡移动。不能老以为，大众需要的
历史性读物总是“杨家将”。

写人物生平与朝代兴衰，也许更有
利于探寻新的路子。可是笔者选择了
辐射方位极广、立体式的城市生活。

最近半个世纪，城市的发展突飞
猛进，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我们这
个泱泱大国，生齿最繁，人口基数比
许多西方国家大几倍、几十倍甚至上
百倍。要使众多的人口从农村进入
城市，那是一个很艰难的浩大工程。
可是受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的催发，
原有的城镇飞速发展，新兴的城镇如
雨后春笋般勃兴。

城市的发展全方位地牵动着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衣食住行、工作
学习、休息娱乐都在变，一些传统的

关系、传统的观念也在变，于是人们自
然而然地关注起城市本身的变迁。

其实，城市只是一个历史的过
客。在漫长的原始时代，人类奔突在
莽莽榛榛的荒原上，没有城市。在遥
远的未来，当高科技装备了各个领域，
城市与乡村的差别逐渐淡化、消失，城
市也就消失了。然而，城市这个历史
过客至关重要，它负载着人类文明乘
风破浪航行了几千年，它的每个历史
脚印，就是每个时代的缩影。

我国城市的起源与流变是一部
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这里，我们
只摘取了两宋时期（960—1279）这
个片段进行考察。

这三百多年间的城市发展，正处在
一个转型的历史阶段。各种历史的力
量在相互冲撞碰击，社会生活的许多侧
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异、断裂，异彩纷
呈，富有魅力。历史在随着奔竞的脚步
向前走。这也是本书捕捉的主题。围
绕这个主题，我们把笔触伸向了宋朝城
市的经济、文化、民俗以及政治等各个
领域，试图展现一幅连缀的生活长卷。

从“天文”
到“人文”

推荐理由：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富有象征意味

和审美价值的符号。本书选取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能代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如龙、凤、鸿蒙、祝

融、太极图、八卦图、河图洛书、三星堆“太阳—神鸟—神人—神树”等，分为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四辑，对每个符号

的生成过程、发展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用作了细致的考辨，辅以近300幅彩图，将文化中国的来龙去脉与核心

精神娓娓道来。懂得了符号里的中国，无论是文化寻根、文博旅游，还是日常审美，都会是充满趣味的人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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