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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陷落：

1940纳粹入侵》

【英】朱利安·杰克逊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2月

《引爆注意力》

钟晓莹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1月

《我喜欢你笑起来》

【阿根廷】莫迪洛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2月

本书讲述了1940年法国沦陷的全

过程。这是一场著名的失败，短短六周

时间，一个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便沦为

纳粹的附庸。这次战败深刻地影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格局，使法国至

今仍然笼罩在耻辱的阴影之中。作者

从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法国社会状况

等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这次溃败的根

本原因，展现了身处战争中的法国社会

全景，并真实地告诉人们，军事史上那

些流畅而简单的叙述与混乱而复杂的

战争现实是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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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唱罢侠客远 依然世道有江湖
辛泊平

力津报 荐

在人人抢夺注意力的时代，零售行

业的注意力之战早已吹响了号角。在

本书中，作者从消费者、产品、店铺、视

觉营销、打造品牌这五大维度，揭示从

过去到现在零售行业是如何将注意力

打造为生意的，以及视觉在商业变现中

的运用法则，全面解读关于注意力的一

切谜题。

视觉营销专家钟晓莹将过去几十

年的认知与经验总结成书，她指出，任

何人、任何企业，只要掌握视觉营销的

底层逻辑，都可以引爆这场注意力变现

的游戏。

《复原力：逆境中的自我疗愈》

【美】盖尔·盖泽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复原力是每个人天生自带的能力，

它是一股内在力量源泉，让你无须遭受

不必要的精神、情感或身体痛苦，平安

渡过困境与应对挑战。本书作者盖尔·

盖泽尔拥有丰富的指导经验，她在书中

提供了典型的复原力案例和练习，包括

写日记、开放天空冥想、正念练习等，通

过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和正念实践来指

导读者，帮读者找到自己的内在力量，

直面生活的挑战。

当你疲惫的时候，扯下云朵当

棉被；焦虑的时候，坐在整个城市的

放牧羊群；失落的时候，送你一片彩

虹；当你不想上班的时刻，可以“杀

死”一只闹钟；想要表白的时候，牵

来天上的月亮做礼物；如果期待一

场浪漫的邂逅，要留意糖果一样的

流星……

这才发现，浪漫和智慧充满了治

愈生活的力量。每一幅画都让你眼前

一亮、嘴角一弯、心头一暖，值得回味

和珍藏。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中华礼乐传统文化通俗读

物。全书由《儒家礼乐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道》《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双修》

《礼乐兴邦》等部分组成。其中，《礼乐双修》《礼乐兴邦》等章下分为礼乐格言、

注释、今译、析义、礼乐故事等几大板块。全书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让读者大众领

略到了中华传统礼乐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文中的礼乐故事将精炼且内涵丰

富的礼乐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可知可感，亲切动人。

《礼乐中国》，彭林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分享 读悦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传统文
化经历了多次出圈，舞蹈《唐宫夜
宴》《龙门金刚》“水下飞天洛神舞”，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绝美震撼、惊
艳全网，网友纷纷赞叹“中国之美，挖
掘不尽”，“这才是我们的中国风”。
如今，传统文化不再曲高和寡，它逐
渐变得鲜活起来，在古老与潮流之
间，也能融洽无间。传统文化的出圈
不仅向世界展现了文化自信，也让我
们对“国潮”有了更深邃的思考。

传统文化体现的不仅仅是形式
美，它的精神内核是传承千年的礼乐
文化。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乐文
化源远流长。周公“制礼作乐”，奠定
了中华德治的基石。孔子继承周公
的德治思想，将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作为走向理想社会的阶梯。儒
家修身的内容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
是懂得用思想纯正、风格典雅、中正
平和的雅乐陶冶心性，养心怡情；外
是懂得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消除戾
气，拒绝粗俗，遵守社会秩序，尊重他
人，与人为善，谈吐典雅，涵养德性。

提到礼乐，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离自己很遥远。2022年 1月，清华

大学彭林教授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最新礼乐文化专著《礼乐中国》
可谓今人理解古代礼乐文化的桥
梁。品读《礼乐中国》，可以感知中
华礼乐之美，不啻为上一堂重要的
礼乐修身课。

彭林，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
授、博导，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长
年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学术思想史的
教学与研究，兼任中国社科院古代文
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儒
学联合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理事，全国政协“人民政协讲坛”特聘
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

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首席
专家。著有《中华传统礼仪概要》《文
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三礼研究入门》
《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等，发表
学术论文百余篇。
《礼乐中国》兼具通俗性与专业

性，展现了中华三千年礼乐文明。全
书精选《礼记》《论语》《左传》等典籍
中有关礼乐文化的格言名句100余
句，每句礼乐格言下皆有译注和析
义。全书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
式让读者大众领略到了中华传统礼
乐文化的博大精深，文中的礼乐故事
将精炼且内涵丰富的礼乐文化融入

日常生活场景，可知可感，亲切动人。
如出自《礼记·乐记》的“礼乐兼得，

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彭林教授是
这样解读的：“中国从武王克商之后，就
以‘德治’号召天下。毋庸讳言，德是
抽象的范畴，没有可操作性。儒家将
它与操作性很强的礼乐相联系，不仅
证明礼乐是德的体现，同时引导人们

通过礼乐入德之门，通过礼乐评价人
的德行，臧否国家的道德水平。”

此外，书中还配有许多与礼乐文
化相关的图片，进一步丰富了全书的
内容。彩插中的礼仪复原图实属珍
贵，由彭林教授独家授权，来源于其课
题项目。根据《周礼》《仪礼》《礼记》
等古籍中对于古代礼仪和音乐的文字
记述，彭林教授团队对古代礼仪进行
了复原，如《周代乡射礼复原图》等。
当代人看到复原照片，就会对古籍中
的相关描述一目了然。相信如果古装
剧主创团队，看了这本书，拍摄相关古
代礼仪场面就不会闹笑话了。本书装
帧形式为精装，装帧精美、用纸考究、
印刷精良，颜值超高。
《礼记》说：“礼也者，理也。”“德音

之谓乐。”礼乐双修，礼以修身，乐以化
心，“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彬彬然有
君子之风。通过礼乐，树立人的文化
自尊、文化自觉、文化自律，堪称维持
国家长治久安的“软实力”。《礼乐中
国》对于追溯中国古代礼乐传统、树立
礼仪之邦文化自信，普及和推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爱好
传统文化的读者朋友常读此书，可以
从中汲取许多为人、为学的养分，一定
会受益终身。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是唐
代诗人李益的一句诗，这句诗蕴含了
离别与重逢的百般滋味，在淡淡的沧
桑感中，又饱含着深情与畅想。作家
汪兆骞先生用这句诗的前半句作为
自己新书的书名，让《别来沧海事》这
本书在内容气质上贴合了李益诗歌
的古意，又因作者的在场式叙述，增
添了现当代的氛围。

这是一部作者以“童年视角”展
开叙述的自传作品，这是汪兆骞首次
如此大篇幅地描写自己的家庭与童
年生活。对于作家来说，童年生活是
写作的宝藏，一生写不尽的题材，除
了故乡便是童年了。但与其他写作
者不同的是，汪兆骞一直守护着年幼
时的记忆，并不愿意轻易动笔去写，
对他来说，时间的磨砺并没有消除他
对往事的敏感，出于某些担忧，在过
去漫长的人生中，他“拒绝”回到童

年。这次，是在出版策划人“郑重而
执拗”的催促之下，才提起笔，尝试为
一个时代留下一份“个人证词”。

汪兆骞的童年是在天津意奥租
界度过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商人，
母亲则持家有方、善良可亲。在家庭
教师、厨师、司机等人的照料下，汪兆
骞拥有一个生活优渥的童年。他与
父母、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别墅，除了

为整个大家庭提供了很有安全感的
居住环境外，也成为一些人来来往往
的驻足点。这些人包括：混迹军界的
牛三姑爷，身世神秘、修养很高的章
老师，忠诚厚道的厨师秦爷，身为地
下工作者的表叔，教小学语文课的赵
斑老师，以及同龄的同学与邻居玩伴
儿等等。

汪兆骞以透视的方式还原或者
说重构了位于天津意奥租界的那座
别墅。在作家视线的聚焦下，那座别
墅在读者眼里有了“舞台”般的透明
呈现效果，作者以近乎“童年无忌”般
的坦诚叙述，勾勒出了出入这一“舞
台”所有人的外在与内在。我们可以
看到书中人物在“舞台”上站立的身
姿，同时也能观察到这身姿留下的影
子。《别来沧海事》里的主要人物，都
是真实而立体的，如果往事如风，书
中人则沉稳如山，风只能卷起他们的

衣袂。
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第

一位是章老师。她是大家庭里中的外
来者与寄居者，汪家是受人之托，为她
提供了栖身之地。她的出身与去处都
颇有神秘色彩，尽管她对身边每个人都
保持着友好与关心，但身上那种“遗世
而独立”的气质，显然有着“距离”的成
分。章老师后来去了台湾，然后又独自
去往美国，与汪家的联系就此中断，作
者在书中数度写到对章老师的想念，作
为一位启蒙老师，章老师对作者的影响
的确是巨大的。

另一位人物是秦爷。《别来沧海事》
为秦爷留下了不少的篇幅，秦爷的身上
江湖味道十足，但在了却世间诸多苦恼
事之后，来到汪家之后的他仿佛找到了
安身立命的“世外桃源”。他即是汪家
忠实的守护者，也是陪伴作者童年时光
最多的人之一，通过秦爷这扇“窗户”，

作者管窥到了万花筒般的社会景象，感
受到了世俗社会当中纯粹情感所具备
的能量。

之所以深深记得这两位人物，是因
为从章老师的故事里，可以读到齐邦媛
所著《巨流河》所“流淌”着的那份沉重
与浩荡之感。恰好，《巨流河》与《人间
沧海事》的叙述时代背景是一致的，当
齐邦媛1947年一路漂泊的时候，汪兆
骞正在饭桌上聆听祖父与父亲谈论战
争时局。有着17岁差距的两位作家，
在同一年代里以不同方式参与并记录
了个体命运的转变。而秦爷，则承载了
作者对天津文化的印象与看法，表达出
汪兆骞对民间文化与百姓疾苦的深深
关注。

记忆像一个漩涡，坠入记忆当中
的人，难免也会挣扎，只是，有了年龄
与阅历打底，汪兆骞很快找到了顺应
记忆漩涡流向的角度与分寸，他充满
感情的书写，早已超越了“个人证词”
的范畴，他想表达的是不同人物在命
运河流上的浮浮沉沉，他想解读的是
个体命运与纷乱时代的复杂关系……
从这个层面看，《人间沧海事》也不仅
是一本自传读物，它也是一本生动的
历史纪实故事。

《阮途记》由九个故事组成，每个
故事既是独立的存在，又可以与其他
的故事互为背景与因果。这样的结
构看似随意，却暗含机关，它可以满
足不同读者的需要。看故事的，一个
故事看过，阅读也即完结；看人物的，
可以依据那草蛇灰线似的情节，推测
人物的命运轨迹，这样的阅读虽有突
然断开的难度，却可以让喜欢推理的
读者获得故事之外的趣味。

整部书从“浮舟记”开始，说的是
一个叫赵文韶的落魄书生，手无缚鸡
之力，却因一个机缘被强盗张横请去
给他顽劣的儿子张竖做先生，在洞庭

湖里的小岛上，赵文韶进入了尘世与
传说的轮回。在那里，他遇见了传闻
已经死去的妻子，遇见了青楼女子李
芸，遇见了昔日的同窗今朝的朝廷命
官周丰年，遇见了传说中的传说——
那个打通人神姻缘的“柳毅传书”，更
是和李芸一起进入了那个传说中的世
界，成就了后世的另一段传说。可以
这样说，在赵文韶的命运翻转中，他个
人的功名思想与红尘欲望并不是主要
动力，真正推动他一步步走向自我背
叛的，是前世的因缘与现实的因果。

张横是强盗，周丰年是朝廷命
官，他们可以在一定的语境下饮酒

赏月，但他们注定在因果两届相爱
相杀；赵文韶是书生，李芸是青楼
女子，他们可以在不同的伦理中呈
现自我，但他们又注定会在超越红
尘的清规戒律中完成灵魂的羽化
登仙。所以，周丰年可以官运亨通
又对名缰利锁有所倦怠，张横可以
纵横江湖又被江湖淹没。因为，江
湖也是庙堂，庙堂也有江湖，他们
都必须遵守一种尘世的规则，一句
话，他们都有执念。而赵文韶和李
芸，却因了那种既不庙堂又不江湖
的疏离，因了那种超越尘世法则的
传说，最终实现了对尘世的超脱。

他们不是柳毅，也不是龙女，但他们
有柳毅和龙女的本真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篇《浮舟
记》是整部作品的一个引子，正如《红楼
梦》中的第一回，虽然它不负责对后面
故事的情节预设与细节经营，但后面的
故事里，总是有它的影子。它可以成为

另一个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成为另一个
故事的起因。因为，它开启了一个巨大
的传奇秘密，龙宫，屠龙刀，以及回绕这
两个基本点衍生的执念与欲望，幻化与
寻找，取舍与逃离。
《阮途记》的确是武侠小说，然而，

这里面的武功，却不是至刚至猛的降
龙十八掌，也不是至阴至柔的葵花宝
典，无论是袁安的春雨万剑，还是未央
生的风月之剑，都“能洞哓宇宙之变，
人世之微，等生死，齐万物，和光同尘，
又生生不息，得逍遥宇内之气，成庖丁
解牛之法”它是庄子的逍遥，是造化的
变化。所以，在舒飞廉的笔下，招式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内心的念头，重
要的是每个人面对世界的选择，重要
的是他们的寻找，他们对尘世的理解
与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说
有寓言的性质，它有对历史的关照，也
有对现实的影射。正所谓，一曲唱罢
侠客远，依然世道有江湖。

感知中国礼乐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