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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何认识自己
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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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关于古代崇尚道德、为政

以德、正己修身、廉洁为民等方面的文章，褒扬了恪守为民之责、力行

为民之举，赞颂了心底无私、举贤不避亲仇、铁骨铮铮的言行。作者

聚焦历史人物，展现其为政成就与道德风采，不但讲述了汉文帝、唐

太宗等古代明君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的典型故事，也讲述了魏徵、姚

崇、王旦、张咏、范仲淹、郑板桥等古代名臣的为官作为，旨在引以为

鉴，见贤思齐，尚德修身。本书还从全新视角审视传统文化，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旨在以文化人，滋润心灵，完善人格。

《党政干部德鉴》，陈良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分享 读悦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小的是美好的》

【英】E.F.舒马赫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6月

《给孩子讲讲三星堆》

刘兴诗著

青岛出版社

2022年5月

古往今来，为官者“不患无位
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
而患德之不崇”。作为新时代领导
干部，官德修养要过硬。陈良在推
出《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
性与制度》《党政干部廉鉴》之后，
又推出《党政干部德鉴》一书。

本书汲取传统官德精华，用大
量的历史故事多角度谈官德，既讲
述了汉文帝、唐太宗等古代明君宽
厚爱人、尊贤重士的典型故事，也
讲述了魏徵、姚崇、王旦、张咏、范
仲淹、郑板桥等古代名臣的为官作
为，褒扬了那些心底无私、举贤不
避亲仇、勇于抗争的铁骨铮铮言
行，对提升官德修养、加强官德建
设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本书较之于作者前作，切
入视角不同。虽然都是在审视中国
传统文化，但是，《走出迷局——审
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强调的是
“制度”的刚性约束，《党政干部廉
鉴》着力点在讲述廉政故事，在肯
定了法治的必要性的同时，认可了
人的德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
用。作者在此书开篇即以《德润人
心 法安天下》作为“自序”，阐明
了作者的指导思想：“在依法治国
的当下，是否依然崇尚道德？答案
是肯定的。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
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
手段。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
和道德都是具有一定约束性的规
范体系。法治重在他律，具有强制
性、威慑性，可稳定人们的预期，规
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重在自
律，具有调节性、劝导性，滋润社会
成员的心灵。法律是内心的道德，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实施
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践行离不
开法律约束。”

事实上，本书第一辑中所列举

到的汉文帝、唐太宗、邹穆公、孟尝
君等实例，都不是立足于制度层
面，这些君王的言行都是基于道德
的自我约束。汉文帝的“简朴”、唐
太宗不屑于沽名钓誉、邹穆公的善
待他人、孟尝君的尊重宾客等，都
是他们基于现实、出自内心、服膺
于道德的一种自觉选择，所散发出
来的不是法律的威严而是道德的
光辉。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及其
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一直是学
者们争论的话题。第一，人们将法
律与道德视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
相对的视域；第二，一些学者单向
度地强调了法律的根本性，因而认
为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应该是道
德法律化。不过，令人尴尬的是，
“以礼入刑”和“明刑弼教”在中国
古代的实施，并没有使中国古代成
为法治社会，相反，仁义道德变成
了杀人工具，道德法律化走向了二
律背反。这其实是极具启发意义
的。邓晓芒在《灵之舞》一书中明
确指出：“以道德原则作为法律原
则去强制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将带
来不可估量的恶果，它将使人丧失
自己作为道德选择的资格，使道德
本身变得虚伪，最重要的是：它彻
底否定了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
的尊严，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将道德与

法律对立起来，更不能将道德简单
置于法律之下并以之为羁绊。在
很大意义上说，道德有着法律不能
覆盖的地域，譬如激发人的内心的
信仰和敬畏之情，从而远离犯罪。
正所谓法在外，德在内；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内外兼治，法德并重。
由此看出，本书对德性的认可实有
可取之处。

其次，《党政干部德鉴》将触角
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中，以文化
人，立意高远。习近平总书记大力
倡导“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其
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又
是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
萃取出来的。这就需要我们了解
中华传统文化，还需要我们善于辨
识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基于这样
的考量，本书不就事论事，不猎奇
炫物，而是探幽发微，抽丝剥茧，探
寻中华传统文化之谜，寻找中华传
统文化之道。譬如《穿越时空的中
华人文之光》所梳理的就是“中华
人文的精髓”（仁爱、民本、诚信、正
义等），并从中发掘出“中华人文的
力量”，然后顺理成章涉及“中华人
文的弘扬”问题。笔者同样看重
《滋生腐败的负面文化因素》和《腐
败亚文化，毒害心灵和风气》两篇
文章，作者陈良从“负面”“亚文化”
角度展开论述，深入揭示其危害

性，别出机杼。在陈良看来，这些习
焉不察的“负面文化因素存在，致使
腐败现象在蔓延时，未能得到社会
心理与文化自觉的抑制与反抗”，
“因此，遏制腐败需要软硬两手，一
方面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要建设
并形成清廉文化，净化社会土壤”。
而后者，这些“腐败亚文化”更不可
轻视，因为其“虽然摆不上桌面，不
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却能渗透到
集体无意识，逐渐演化为风俗习惯
或潜规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必
须根治“腐败亚文化”，大力加强先
进文化建设。论述切中肯綮，发人
深省。

再次，《党政干部德鉴》落脚于
时代，谈古论今，让本书有着极强的
现实价值。凌空蹈虚，述而不作，仍
然是一些学人逃离现实的法宝。陈
良不然，他一直是有着强烈的文化
担当。从早期的小说创作开始，陈
良就有着较为明显的理性色彩。其
后，陈良专注于文论，辨析社会问
题。在笔者看来，没有改变的还是
他一以贯之的社会忧患意识。检索
本书，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有意识
地遴选中国历史上的以德修身、以
德治国、失德亡国、法德结合等事
例，最终都落脚于现实，引之为参
照。譬如在《岳飞的言行》中是“‘文
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此言如黄
钟大吕之声，千年回响，警世难忘。”
在《为官力求“三不欺”》中是“当今
干群关系，类似于古代官民关系，如
果我们干部能够借鉴‘三不欺’的经
验，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必定能处理
好干群关系，从而同心同德，同向同
行。”如此等等，不一一赘述。

早在新闻诞生之前，人们就始终有着对信息的
渴望。正如书中所说：“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
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
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庆祝活

动、布道和公告来收集和分享新闻。印刷时代催
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最早的新闻纸，将新闻社区从
地方扩展到世界。
书中回溯了欧洲新闻市场从15世纪到19世纪

的发展。在此期间，新闻出版物不仅为正在展开
的事件提供日复一日地记述，而且成为塑造这些
事件的重要推动力。
如今泛滥的海量资讯，往往会让人误以为新闻

是廉价的，其实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提供新闻本身
都是一项极高成本的社会服务。即使是看起来免
费发布的东西，背后都涉及着大量成本。这一点
在过去表现尤为明显，直到印刷技术的跨越式进
步，才让新闻得以进入廉价印刷品市场。
真正的报纸诞生于1605年，当时，欧洲新的民

族国家纷纷建立，政府机构也因应经济增长的需求
而增加，人们对新闻愈发渴望。一位德意志文具商
认为，将其现有的手抄新闻信札服务进行机械化，就
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随即，报纸诞生了。
报纸的出现并没有立刻改变新闻市场。事实

上，在至少一百年里，报纸一直努力在仍属多媒体业
务的地方寻找一席之地。但也正是这些长久以来建
立的信息交换习惯，给新的印刷媒体设定了很高的
门槛。也就是说，必须要让报纸比这些信息交换习
惯更可靠也更有趣，才能让人们接受。
也正因此，报纸从早期的单纯拼凑，渐渐发展为

一个分工合作的行业，开始有编辑、记者、美编和校
对等岗位……
当然，有些事情始终不变。正如安德鲁·佩蒂格

里所说：“有四个主要因素在很多方面主宰着新闻商
业——速度、可靠性、内容把控和娱乐价值，而且引人
注目的是，这四个要素在这几个世纪里未曾改变。”
更重要的是，新闻的发明，即公众力量的发明。

整部新闻史，恰恰是人类试图串联世界、试图认识自
己的过程。这个过程无比曲折，曾被权力左右，曾被
金钱左右，曾被战争左右，曾被人们的认知左右，但
无论从业者还是受众，几百年来始终参与其中。

博物馆是城市记忆的守护者，是
城市历史的收藏者，细细描摹着城市
生活的文化脉络。香港是一个拥有
多样文化的城市，缔造出多元丰富的
城市生活。从昔日古朴渔村，到今天
作为国际化大都会，香港就如满载历
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宝库，其文化的
肌理脉络散落在香港岛、九龙、新界
各区，储藏在一座座博物馆里。曾顶
着“文化的沙漠”帽子的香港，在中西
文化融合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
魅力，使香港的博物馆文化，不仅肩
负起展示传统文化的重任，更以包罗
万象的文化气息，荟萃城市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实际上，博物馆的存在不仅清晰

了香港的历史脉络，更为民众提供了
集体回忆的空间，也为每位观众安排
了一场场面向未来的想象之旅。特
别是近年来，为了使市民重视香港历
史古迹，通过“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
划”的实施，以法定古迹和历史建筑
保育和活化而成的博物馆、文化馆相
继落成。全港700多万市民有超过一
半人次，在一年中参观过博物馆，香
港的博物馆普及度可见一斑。
在故宫博物院与香港博物馆界

长期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双方都希望利
用彼此的优势，在展览、研究及教育领
域上进一步加强合作。2015年9月，我
与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
长林郑月娥女士在北京的会面讨论中，
探讨了在香港兴建一所永久性展示故
宫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博物馆的可行
性。经过七年的论证、筹备、建设，2022
年7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即将迎来
开放，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盛事。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作为继纽约、

伦敦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而受到
世人瞩目。同时，香港也是国际和亚太
地区重要的航运枢纽，并且连续多年获
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是在博物馆
的数量和规模方面，香港与纽约、伦敦
相比有明显差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的建设，无疑是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的
一件大事，将有利于香港成为国际文化
都会的愿景，也有利于故宫博物院走向
国际、走向大众生活的发展策略。

不久的将来，香港民众不但能在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看到难得一见的故
宫文物藏品，还能听到著名文物专家的
讲座。“数字故宫”更能让观众实现“身
在宫外，心在宫内”的感觉，在这里还能
把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带回家。青年学
生更有机会参与故宫知识课堂活动，学
到更多传统文化知识。通过教育及推

广活动，包括为青少年提供交流和实习，
以加强对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认识，更加
深入地了解故宫文化，让香港与内地的
文化血脉更加相融。人们期待未来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可以成为一座有温度、
让人震撼、觉得不虚此行的博物馆，为
东方之珠再添魅力。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建筑设

计中，将“传统中国空间文化”与“当代
香港都市文化”有机结合，通过现代建
筑表达传统精粹，依照香港空间紧凑的
特点，把紫禁城中轴线变成垂直递进关
系，通过三层中庭串联起展厅和香港的
自然风景，以纵向的空间呈现中国古代
建筑的艺术。从外观到内在，尽显“阴
阳平衡”“刚柔并济”的中国宇宙观。从
外部空间来看，七层楼高的建筑“上宽
下聚、顶虚底实”，形似中国古代的鼎。
博物馆内部将北京故宫的中轴线概念，
以空间立体串联的方式，融入博物馆建
筑设计。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筑包括七
层，地下一层用来举办教育活动；地上一
层包括演讲厅、活动室、商店和餐厅等；
二层可观赏香港天际线，港岛景观一览
无遗；四层中庭可欣赏大屿山景观，众多
展厅则围绕中庭布置安排，向观众呈现
出一个立体的博物馆形象。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共设九个展厅，总面积为7800
平方米，每期展出800多件（套）故宫文
物。其中五个展厅定期轮换展出故宫精
选藏品，涵盖故宫文化的不同面貌，包括
紫禁城建筑、清代宫廷生活和文化传承
工作等主题。另有四个展厅则展出香港
文物收藏、艺术体验互动等专题展览。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人选经全

球公开招聘后，决定由香港康乐及文化
事务署副署长吴志华博士出任。吴志华
博士是经验丰富的文物博物馆领域专
家，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艺术都
有深刻认识。吴志华馆长期待，故宫文
化从“馆舍文化”走向“大千世界”，将观
众群从香港本地700多万人口，扩大至
粤港澳大湾区7000万人口，进而走进世
界各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他说：“香港是
祖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连接中华文
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纽带。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的落成，一定能让香港融入国
内国际的文化双循环。”

本书收录了近年写作的6篇

专题，分别探讨了曹操在赤壁之

役后的战略防御部署，蜀汉刘备

与诸葛亮统治时期最高军政机构

的演变，蜀魏战争中的武都，孙策

攻占江东的经过与作战方略，孙

权统治时期都城、兵力部署与主

攻方向的变化，汉末三国战争中

的陆口与蒲圻，就当时经济区域、

地形、水文及交通状况以及政治

力量的分布态势对三国各方攻防

路线与用兵策略所起的制约影响

作了深入考察。

好的经济学应该增进人类的幸

福，而非仅仅是创造更多财富。这

是一部充满生命力及原创力的作

品，直指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回到人

类真正的大小比例。人类很渺小，

小的是美好的。一心追求硕大无比

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舒马赫了解追

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时代潮流是不

可避免的，但是要如何在后疫情时

代站稳脚跟、拒绝贫穷，再现小的是

美好的反思价值便是本书最具启发

性的命题。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随着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进展

陆续公布，围绕三星堆“上新”文物

与有关三星堆文明未解之谜的热

议持续高涨。

本书由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

学研究员、著名科普作家刘兴诗创

作。全书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结合起来，通过生动有趣的语言，

跨学科角度解读三星堆文明，探寻

古蜀人的气候、饮食、居住、劳作、

迁徙等生活片段，发掘其中隐藏的

科学知识和中华文明精神，解说生

动，思想包容。

《京都的早市》

【日】吉田庆子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本书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

经典作品结集。这本书偏重于以

日本的料理、陶艺、手工艺文化为

中心来解析当下的日本风物。所

谓的早市，就是在城中某处固定时

间地点，一般卯时开启的市集。从

旧衣到残缺的梳子任何你想到的

东西，应有尽有。众所周知的市集

还有弘法市集、天神市集、坛王市

集、淡岛市集、北滨市集，在不同日

子不同地方各自举行。

沈嘉达 沈思涵

书精选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