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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已有五千年的历史，是全球悠久

的文明，它以巨大的创造力书写出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人类传奇。

《中华文明五千年》创新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以开阔的人文科学视

野、博大精深的内容、浓郁的家国情怀、严谨优美的文笔，全景展现了

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它史料丰富、例证翔实、叙述简洁、

笔墨精湛，从远古到近代，把五千年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精彩厚重、

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美好而又深情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向世界提供了解

决问题的中国智慧。本书是传承中华文明传统、借鉴中国智慧、弘扬

中华精神的优秀学术普及著作，它重理论、成系统而又多有史料的佐

证，有描述、配百余幅彩色插图而又不乏精辟的警语。它是一部展示

中华五千年文明整体形象的国民素养书，它让世人明知中华文明以

独特的命运，延续至今的原因所在；同时明示读者唯有通过中华文明

的道路，才能贴切理解现代的中国。

摘自《中华文明五千年》，冯天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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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
间，人类栖息的地球发生了伟大的
事变——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
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
恒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先后涌现出一批独立创制文
字和金属工具的人群，人类终于
走出长达百万年的蒙昧时代和长
达万年的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的
门槛，赢得历史进程的加速度。
在此后数千年间，诸文明民族创
造的文明，生灭消长,此伏彼起。
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巴
比伦文明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
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被来自
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
阳金字塔的玛雅文明，也衰败于
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
明，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明
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
尽……唯有东亚大陆崛起的那
一支文明，也即本书所要讲述的
中华文明，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
生发，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
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那
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明”（如
苏美尔文明通过巴比伦、希腊、罗
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
明）迥然有别。中华文明作为一
个“东方之谜”，引起世人注目；而
中国人自己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
去探求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文
明的奥秘。
中华先民很早就产生对于

“文明”的精辟认识。成文于战国
时期的《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
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
里的“文”字，从纹理之意演绎而
来，“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
文”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成

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
界，便是中国先哲赋予“文明”的
内涵，它已相当逼近现代学术界
所揭示的“文明”的本质意蕴——
“人类化”和“自然的人化”。文明
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
象化的过程与结果。人类实现
“自然的人化”，包括外在文明产
品的创制和内在主体心智的塑
造，因此，文明分为技术体系和价
值体系两大部类。技术体系表现
为文明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
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
个文明大厦的物质基石。价值体
系表现为文明的观念层面，即人
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氤氲
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
思维方式,凝聚为文明的精神内
核。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的，是文
明的制度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
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
制度。还有文明的行为层面，即
人类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

势，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
行为模式。本书所要探究的“文
明”，涉及器用、制度、行为、观念诸
层面，其重点则在观念层面。它记
录着人类累代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
播的内容，是不停流逝的广义文明
的摹本。
文明既是一种人类现象，它使

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明同时又是
一种民族现象，不同地域、不同国度
人们创制的文明千差万别。我们将
要论及的“中华文明”，约指中华民
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
的自成一格的文明。“中国”是一个
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内涵
不断拓展。在先秦，“中国”或指京
师，与“四方”对称；或指黄河中下游
这一文明地段，与落后的“四夷”对
称。隋唐以降，“中国”指定都中原
的王朝，元代自称其统治区域为“中
国”，称邻国（如日本、高丽、安南等）
为“外夷”，明清沿袭此说。总之，
“中国”这一概念在古代虽不断演

进，但其主旨却始终守住一个“中”
字——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这既
是一种地理学的中心意识，更是一
种文化学的中心意识。这种文明中
心意识，还表现在“中华”一词上。
“华”指文化繁盛，“中华”意谓居于
中心的富有文化的民族。时至近
代，中国人的中心意识渐次淡化，而
余韵流风仍然不时回荡。
中国版图在历史上多有伸缩。

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大体确立
中国领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
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
岛，约一千二百六十万平方千米。19
世纪中叶以来，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
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使
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陆地
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
罗斯、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历史上
曾经在中国范围内居住活动的民族，
除月氏（音“肉支”）族的主体在公元
前2世纪迁往中亚以外，其他各族都
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由华夏族演
化而成的汉族在中国多次建立政权，
此外，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
真、蒙古、满洲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
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和满洲还统治
过整个中国。但无论是汉族还是非
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
都是多民族国家。今日生活在中国
境内的汉族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共
同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华
文明的创造主体。

中医药文化浩瀚丰富，各种相关
的典故散见林林总总的中医药文献
与古代典籍之中。捧古书，查文献，
有时为了一个字、一个人名，就要一
连数日在发黄的纸堆里翻检求索。
没有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和意志力，是
坚持不下来的。《读成语 学中医》是
从成语典故与中医的渊源关系上，遴
选了一批故事性强又有启发意义的
成语，以成语讲中医，以中医讲故事，
以故事讲文化，以文化讲历史，以历

史讲盛衰兴替……
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

他又忍痛割爱，在数百个成语典故的
取舍中，被收录到本套书中的，多是与
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如人们常说的口头禅：“贫病交
加”“举足轻重”“口齿生香”“如法炮
制”“粗心大意”“肝胆相照”“魂牵梦
萦”“积劳成疾”“久病成医”“酗酒滋
事”等。
如开导他人的格言警句，“不为

良相，便为良医”“心病还须心药医”
“病从口入”“悬壶济世”“以毒攻毒”
“吐故纳新”等。

很多人不会想到，平时那些熟视
无睹的家常话，竟然与中医有密切的
联系。如“高山流水”“结发夫妻”“返
老还童”“祸从天降”“五味俱全”等等。
《读成语 学中医》的特色，体现

了作者的两种能力：一是他能将枯燥
乏味的文字，阐述出了生动有趣的故
事；二是他将深奥玄妙的中医学予以

深入浅出的解读。
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该是我们所提

倡的一种写作风气。这套书虽不是学术
著作，但他传达的则是通过成语讲解中医，
再辅以妙趣横生的漫画插图，读来让人忍
俊不禁之余，了解中医的发展历史，领悟
中医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知晓中医的
博大与神奇。通过谈古论今，针砭时弊，
启人思辨，使人们在轻松愉悦中爱上了阅
读，爱上了中医。
书中用大量的事例和历史故事告

诫读者，必须重视中医的传承创新问
题。讲述了在西医未进入中国的前两
千多年间，我们的祖先正是靠中医的护
佑，才得以繁衍生息。
曾看过一组数字，在1911年以前，

中国的瘟疫有352次之多。在西医进入
中国之前，历史上的疫情都是由中医药
防治的。汉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
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
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
伤寒十居其七”，描述的就是这种传染

病的情况。
中医被称为国医，足以看出其地

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
论》《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新修本
草》《本草纲目》等古代医籍，都是流传不
朽的经典。历代医家及其流传于世的著
作，构建了灿烂辉煌的中医学圣殿。
《淮南子·修务训》中有关于神农尝

百草的记载：“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
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
七十毒。”神农教会百姓尝药，用神鞭打
百草使其显示药性，被中华民族尊为药
祖。医学大家们以开放兼容的姿态，不
失时机地接受了诸家的先进思想，以气
血、阴阳、五行学说为根本方法论，整合
古代文化多学科知识,总结人体生命现
象及防治疾病的经验，形成了以《黄帝内
经》为标志的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它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而不断充实
完善，最终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中医药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

山，要让青少年认识到这座宝藏的价
值，就要引领孩子们走进去。这套《读
成语 学中医》通过有趣好玩的故事，能
让孩子们开始对中医产生兴趣。这种
兴趣一旦变成爱好和追求，进而立志要
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传承人，就会产生
无穷的能量。这就是本书的意义。

本书是历史通俗类读物，展示

了战国秦汉的风云历史。作者以战

国秦汉时代的两个人物为坐标系，

以幽默的语言展示人和人、人和事、

事和事之间的纠缠往复，从中既能

体察当时的历史风貌，更能体悟世

事的真知。所选的历史人物都耳熟

能详，作者独辟蹊径向我们展示了

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读来深思。

或许你即将毕业，正在家人建议

的职业和自己的想法间举棋不定；或

许你努力工作了几年，却渐渐发现这

份工作越来越不适合自己；或许你想

在工作之外挥洒精力，希望找到适合

自己的副业。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避不开这个

问题：究竟应该选择自己擅长的职

业，还是自己喜欢的？

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指向了

两个核心因素：能力与倾向，能力对

应的是擅长，倾向对应的是喜欢。面

对两个看似抽象的概念，作者娓娓道

来，一一拆解，并按重要性和优先程

度将其所含要点逐个分析排序。书

的内容立足于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既有扎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又有自评

问卷、行动建议等能立刻上手的实用

工具，能够全方位提升读者的职场竞

争力。

本书是新锐法国非洲裔女作

家——法图·迪奥梅的长篇小说。

库姆巴是一位遭遇丧夫之痛的

女人。一次船难夺走了爱人的生命，

她曾依赖的生活就此分崩离析。在

改嫁和自力更生之间，库姆巴需要做

出抉择。沉浸在悲痛中的库姆巴，决

心将回忆记录下来，却意外地发现自

己可以通过写作与亡夫对话。写作让

库姆巴从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中抽

离，她明白，想要获得自由，必须捍卫

自己的人生。

《今天我也喜欢你》

【马来西亚】丘汉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4月

欢迎来到盖朵的世界，这里充

满善意、惊喜和正能量。希望你在

这里告别沮丧和难过，希望你在这

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希望

你相信有多善良，就有多幸运……

200页漫画，关于爱、善良、尊

重、友谊、自我、分享、环保等，或

温馨、或可爱、或搞笑、或黑色幽

默……集创意脑洞和可爱疗愈于

一体，希望能传递温暖善意、开心快

乐给大家。愿你历经世事，仍怀有

善意和欢喜，疗愈自己，温暖他人。

噩梦是可怕的，比噩梦更可怕的，却是梦
中人永远无法回到现实……
《白色房间里的男孩》中的主角曼努埃尔，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没有了
记忆和感觉，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躯体。
他生活在一个四面白墙的虚拟空间里，只有一
个名叫“爱丽丝”的人工智能系统与他互动。
曼努埃尔想要冲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探寻到
关于自我的真相。
在“爱丽丝”的帮助下，曼努埃尔通过网络

与外间世界取得了联系，亲眼看见现实世界的
影像，使曼努埃尔增加了一些现实感。一个自
称是其父亲的人告诉曼努埃尔，他在一个入室
抢劫案中受了重伤。按照2020年的医疗技术，
曼努埃尔已不可能康复，于是这个亿万富翁父
亲决定利用自己公司最先进的脑机对接和人
工智能技术，为曼努埃尔的大脑营造一个虚拟
世界。他希望，即使儿子的身体无法康复了，
他的心智也可以持续存活。不过，随着阴谋、
谎言、操控、野心、背叛、爱与恨、现实与幻灭、
自由与必然这些主题的交替出现，曼努埃尔越
发分不清楚，在他的世界里，哪些是真实的？
哪些是虚幻的？有意思的是，随着阅读体验的
加深，有心的读者自然也会向自己问出类似的
问题：如何证明我们所谓的真实世界不是某种
高级的虚幻？
这部小说的作者卡尔·奥斯伯格是德国人

工智能专家，也是一位多产的科幻作家，而且
他有很好的哲学素养。在《白色房间里的男孩》
的扉页，作者引录了17世纪的伟大哲学家、数
学家笛卡尔的一个著名思想实验。在这个思
想实验中，笛卡尔迫使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
存在者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所谓的
真实世界不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魔鬼精心策划
的骗局呢？为了回应这个思想实验，笛卡尔给
出了一个旨在检验真实与虚假的重要标准——
我思故我在。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几个世

纪之前笛卡尔的哲学玄思居然被科学技术的
飞速发展赋予了现实意义。而这部杰出的科
幻小说就旨在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揭示这个
现实意义的超现实性。
读完这部小说，就像听完一部伟大的交响

曲一样，总有无声的神奇回响在心中荡漾——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在以人工智能的现实力量动摇人类现实感

的高科技时代，这些古典的问题会持续回荡，同
时新的问题也将叩响新时代的大门——在人类
科技的康庄大道上，只有一路狂奔的所谓进步吗？
如果科技进步必然颠覆人性和人的现实，是放弃
人性的现实而任由科技在超级人工智能的带领
下开创出非人的文明？还是及早关上科学技术
的潘多拉之盒以捍卫人性和人类文明？
作为一部小说，《白色房间里的男孩》显然

无法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不过，这部小说对
现实与虚幻的非此即彼的边界的颠覆，也为我
们反思上述非此即彼的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
它用跌宕起伏、悬念重重的情节和引人深思的
内涵，激发着读者以“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之钥
去探寻世界真相的意愿。这部小说有点像一部
未来启示录，好像是在呼唤超越人类科技思维
的思想之光。确实，只有在更高的思想之光的
照耀下，虚幻与现实才可能再次分离，就像宇宙
创世之初，造物主用光将万物从混沌中分离。

（作者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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