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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横平竖直：解密汉字五千年》，刘军卫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力津报 荐

《县委大院》，王小枪著，海南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准确呈现丰沛的县域生活
韩浩月

分享 读悦
魏晋多少事 尽付俗谈中

林颐

《世说俗谈》，刘勃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体验派人生》

闫晓雨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3年2月

书津报 架

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地球
环境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化，学界
将地球表层系统为主体所构成的
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两大系统视
作一个整体——人地系统，并研究
它们相互作用的机理、结构、功能
和整体调控的途径。人地系统导
论的学习能够让我们理解，人类发
展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

本书共有七章，分别从粮食、水
和能源，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与农
村区域，交通运输等角度展开了论
述，列举了人类学和地理学的各类
概念与理论的界定。本书是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自然资源部
国土空间规划科技创新团队、陕西
师范大学地理学科教材建设项目的
成果之一。

用热爱打败焦虑，过“体验派人
生”，做自己超酷的。这是新锐作家
闫晓雨“和100个陌生人的吃饭”的
采访精选集，也是聚焦于“青年人生
活现状”的诚挚之作。

书中探讨原生家庭、亲密关系、
职业探索、兴趣挖掘、如何摆脱精神
内耗等当下痛点，与华语科幻星云
奖得主、百万级博主、知名脱口秀演
员等22位泛“95后”一起分享“内
卷”和“躺平”之外的第三种可能。
相信他们的故事，能给你的人生注
入一丝新可能。

《果果与果爸》

高强著、高岱绘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2月

提到“好爸爸”，每个人心中都
会浮现出一个形象。理想的父亲，
高大、伟岸、帅气、知识渊博、能保护
家庭。初为人父之时，每一位“新手
爸爸”是否在感动之余，对自己能否
成为一个好爸爸有过担心？抑或最
初曾满怀决心，但后来还是有很多
遗憾和后悔。

这本漫画中的父亲并不完美，他
大腹便便，不爱锻炼，形象不够帅气；
他有点啰唆，喜欢讲冷笑话，常常在
讲笑话之前先把自己逗笑。他和女
儿相差近50岁，女儿古灵精怪，总是
机智地吐槽，这位父亲则显得有些笨
拙。这是一位不完美的父亲，但看完
本书的238个故事后，当你被一个个
父亲的冷笑话逗笑时，你的心中会暖
暖的，感受到一种朴素的父爱。
对父亲来说，最重要的爱是陪

伴，是沟通，是尊重。虽优秀但总是
缺席的父亲到底还是会在孩子心中
留下遗憾。父爱可以是伟大而理想
的，同时也可以是真实又细碎的，它
独一无二，就在自己的身边。

《人地系统导论》

曹小曙、李鹏、党小虎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插图珍藏版）》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中华书局

2022年12月

中文版第一个福尔摩斯探案全
集，是中华书局于 1916 年出版的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2012年，
中华书局全新打造“插图新注新译
本”（全七册），深受读者好评。十年
后，中华书局诚意推出新译本的升
级版本——“插图珍藏版”，全面提
升阅读体验。

书中包括全部福尔摩斯探案故
事，四部长篇、五十六部短篇，没有
任何删减。全面修订译文，文字更
为准确、通顺，流畅可读。增补注释
近300条，全七册注释总数约1500
条，各册注释尽量详细，见于前册者
均予以提示，方便读者朋友查阅、参
考。除1916年独特的民国版第一册
仿真本予以保留外，19世纪伦敦街道
地图升级为完整的高清彩色大图，并
加送一个精美的卡片式放大镜，方便
查阅地图，也可当书签使用。

大家 书读

汉字是一个汪洋大海，实际上整个中华文
明都与语言和文化相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这个话题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在此，我主要想从以下五个方面尝试梳理出汉
字基本的思想背景。第一，关于传统的内容，包
括传统意识是怎样的。第二，关于所谓的现代，
现代是怎么来的，与传统有什么关系。第三，关
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哪些基
本点。第四，了解传统的命运和现状是如何
的。第五，谈谈汉字与传统的关系。

■ 关于传统

今天我们说的传统其实有两种不同来源。
一种来源于我们东方社会，来源于我们自身的
传统，也就是在西方出现之前，中国社会和中华
文明自我生长的那个时代；另一种来源于西方
的传统，西方传统是现代文明的来源。今天主
导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脱胎于西方传统，它跟
我们的传统没有直接关系。西方文明是现代文
明之母，现代文明依据积累经验、积累思想、积
累技术、积累理性，终于成长为一个工业社会、
一个商业社会、一个以科学技术为基本思想的
社会。这个社会的传统基础，包含了现代文明
的所有元素。在西方文明走向工业社会、发展
出系统的科学技术之前，人类文明的主体形态
是以相对封闭的个体形式各自存在的，这是一
个基本事实。在爱琴海周边，所谓的东方阿拉
伯文明也好，印度文明也好，跟西方文明是有较
为直接的冲突和交往的，这是其距离导致的。
而东方的中华文明由于跟其他西方主体文明的
距离和地缘关系，在西方文明征服世界之前，它
整体上独立于竞争和交往之外，其交往是间接
的、局部的、零星的，独立的生存是其主体。

■ 关于现代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分发展的现代世界
中，对于西方文明的社会成员来说，今天的现代
社会是其传统自然生长的必然结果，是在同一
个方向上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中国则不然，我

们的现代是一种被迫和被动的现代，相对于我
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而言，我们接受了今天的
生活，但它并非来源于我们的传统自然生长的
社会逻辑，而是来源于另一个传统成长为现代
之后，拥有全球性的征服能力之后，它压迫我们
接受的这种西方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被动
地接受了现代。这样来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
解现代化的本质——支配今天社会生活的所有
基本要素、主体要素、基本观念，与我们的传统
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二者不是同一回事情。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文
明特征作一个基本描述。

■ 中国传统文明特征的基本描述

西方文明对于自身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都有充分的理论描述，这些描述成为把握
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
而东方文明的基本概念，我想将它概括成一种
伦理文明。在有关汉字的表述过程中，伦理文
明的概念将为我们提供便利，这种便利是具体
的。伦理的概念大家都可以理解，伦理文明的
特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特点，作
为历史事实，伦理文明所有的社会价值，所有的
社会精神元素，所有的社会制度系统，都是在村
庄血缘关系中形成和提炼出来的。也就是说，
人的形态是以耕作形态为基础的，而耕作形态
下的社区环境、家庭环境，是我们所有道德和价
值的根源。西方现代文明所有的元素都产生在
商业和工业社会的活动当中，都产生在人、社
会、种族、民族剧烈的冲突和交流之中，因此，大
面积的交流导致了知识的生长园地都市化，城
市生活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标志，都市
生活是现代信息的基本来源，是新知识的基本
基地。但东方文明不然，东方文明过去有城市，
但城市只承担广大的国土上众多人口的管理责
任，它从来不承担生产新知识、产生新观念这样
的责任。在西方，知识受到尊重并开始支配社
会生活都发生在都市里，而东方伦理文明的精
神根据是在村庄血缘关系中形成和提炼的，是
一个由下而上、由内到外的自然延伸的过程。

第二个特点，西方文明有知识理性的天然特征，从
文字语言产生之后就有强烈的逻辑需求。西方文
明之初，即古希腊的时候，就希望通过人类的理性
活动由此及彼，由一到二，让知识产生知识。但东
方文明并非如此，伦理文明的根本特征就是：只要
生活方式是永远的，那么它的价值就是永远的。
伦理的思想特点是价值永恒，在思想上具有不追
求发展和发育的特征，这导致了伦理社会的长期
稳定性。反过来说，正是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导致
了伦理社会的思想长期不需要更新、不需要发育，
这与汉字几千年不变的原因也是一脉相承的。第
三个特点，伦理文明的根本价值是由代际责任关
系衍生出的社会道德系统，即上代对下代的哺育
和期望，下代对上代的反哺或孝敬。抚养与反哺
是基本的道德元素，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道德元
素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都是从一个家庭、一个
血缘继承体系发育延伸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例是所有其他文明形式都不曾
体验过的，它在人类经验时代提供的经验总量是
叹为观止的，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都不可能体
验也不可能对照的。

■ 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状

中华传统今天不能被全面地理解，原因何
在？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双重遭遇，
一是生存性遭遇，一是知识性遭遇、理性遭遇。这
两件事本来是同一件事情，但我想从不同的侧面
来谈。生存性遭遇就指中华传统文明是被迫与西
方开始交往的，也是被迫接受现代化的过程，现代
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西化的过程。在
被迫接受这种生存方式的过程中，对自身传统的
感情和态度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中华文明是一个以“天
下为我”的文明、一个以“我为天下”的文明，一个
曾经在文化自豪感上“君临天下”的文明。突然遭
遇了其无法对抗的入侵者入侵，几千年文明的自
信，在生活方式上完整的独特性，要求其不遗余力
地保护自己、保守自己、对抗入侵，这就是五四运
动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的基本态度。我
们当时是在捍卫自我、拒绝入侵、保守自己、抵抗

对方，因为当时我们的汉字、我们传统文化的基本
价值受到了挑战，却不会轻易缴枪投降。但这种
对抗注定是没有理想结局的，对抗有多激烈顽强，
对抗失败后的社会反动也就有多激烈和深刻。

当时，中国还没有意识到和西方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文明。当时，我们的先辈，即便最优秀的知
识分子，也不能理解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
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回观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场
景。这段历史启示我们，不能试图把我们的过去
简单地当作西方文明的一个落后时代。

■ 汉字与传统文化

在上述文明的比较分析中，汉字可以作为怎
样的一个表达载体？这一载体能帮助我们梳理出
哪些发人深省的、启迪民众和社会的精神价值与
社会意识？我认为，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
点。汉字是我们传统文化最真实、最中肯的象征
和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有形和无形的领域中，
找不到另一个比汉字更可靠、更缺乏争议的象
征。汉字有比我们的文化更顽强的岁月连续性。
受到西方冲击之后，汉字改头换面了，却没有抽筋
换骨。这种顽强性很可能预示着被我们忽略的文
化传统中的其他要素，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
提高，将会重新恢复。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其他
方面的真实性，需要我们通过努力工作来再现和
恢复，而汉字却依然客观地体现了这一连续性的
过程。汉字清晰地凝固和表达了我们的文明的基
本价值和基本精神，包含我们的文明本质上的特
殊性和独立性。

因为汉字，我们才有了可靠而清晰的推想。
汉字曾经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经验世界，符号化
本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但只有中国的汉字生活
在一个经验的时代，它被理性面对和理论面对是
近代以来的事情，是西方的逻辑精神、逻辑思维方
式进入中国以后的事情。对汉字本身和汉字所代
表的文化进行体系性的总结，这项任务今天仍然
处于初耕阶段，因此，提出新的观念和新的见识都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作者为作家、学者、编剧，《大国崛起》《汉字五

千年》纪录片总策划

《县委大院》是央视热播剧的同名图书，作
者是王小枪，为了写好这部作品，王小枪到县城
挂职副县长半年，获得了不少第一手素材，这些
素材均转化成了真实的细节。

作为小说出版物，《县委大院》与电视剧的
不同之处，是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展开对虚构
的光明县以及县委大院的想象，这种想象会有
效弥补画面与剧情的留白部分，使得读者拥有
对人物更精准的发现与更细腻的认识。
《县委大院》擅长使用激励手段，来推动小

说的进展，这是小说作家的一种本能。比如书
中写道，当艾鲜枝接到省厅电话，得知主要用于
修路、发展企业的专项资金已经获批时，立刻给
刚从办公室失望而走的原平乡党委书记李保平
打电话，李保平激动地立刻让司机调头回县
委。在花费巨大诚意与心思之后，能获得省里
的拨款支持，对于财政方面很窘迫的光明县来
说，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一件大喜事。

另外一个动人的情节是，梅晓歌与艾鲜枝、
李保平等人到省厅专程感谢领导之后，在艾鲜

枝老家县城小饭店聚会，酒后，梅晓歌紧紧地拥
抱了李保平，这一亲密的肢体接触，促使喝醉了
的李保平在回光明县的路上，对梅晓歌滔滔不
绝地吐槽县里的形式主义风盛行。梅晓歌当场
没有说什么，但在接下来的全县干部会议上，宣
布非大事不开会，开会不超过半小时，不准各部
门频繁到乡镇检查加压……

这两处描写，之所以有特别的吸引力，在于这
样的刻画手段，有着感性的外在和丰富的内在，拥
有真正的在场感，主创不仅沉入了基层，挖掘到了
新鲜的素材，也懂得如何在角色与观众之间，搭一
座理解之桥。

现在的县委大院什么样，在里面工作的人有
着怎样的观念与想法，带着这些疑问，《县委大院》
用立体结构的方式，把县城生态逼真而完整地讲
述了出来，这一立体结构，由市委、县委、乡镇党委
构成，县委夹在中间，下有下级源源不断的求助，
上有上级持续不断的施压，县委两头受力，成为一
块“夹心饼干”中的夹心部分。

但不得不说，就像李保平评价梅晓歌那样，
深谋远虑、步步为营、无声无息中让事情按照自
己的终极目标方向去完成，自然而然地得到自

己想要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份妥帖的处世哲学
的存在，县委大院才能够在上下级联手打造的
螺蛳壳里，做出漂亮的道场，让基层治理得到正
常的运转。
《县委大院》是个群戏，人物众多，开会以及吃

饭喝酒，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交叉，由此也创造出不
少戏剧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可以管窥县域政治生
态的丰富性。固然，在这一生态中有复杂浑浊的
组成部分，但“淆之不可浊，凝然如自省”，只要有
清醒的人在，只要有人甘心奉献、做出成绩，污泥
浊水自然会靠边站。

本书的核心是就县域治理问题，展开一场有关
人的立场的追问，同时也是一幅县域生活的风情画，
两者的相辅相成以及频繁互动，让全书拥有了原汁
原味表现县域政治与县域生活的准确性与丰沛性。

因为被宋文帝刘义隆所忌惮，刘义庆为
了保全避祸，招揽文学之士，把精力投入《世
说新语》的撰编。诚如本书作者刘勃所说：
“某种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就是一部权贵懈
怠之书，它写的就是魏晋名士们不正经的那
些事。”刘义庆退出了政治资源的争夺，以一
种放松休闲的姿态，清闲度日。《世说新语》不
求“有意义”，只为“有意思”，聊聊八卦趣说，
侃侃野史稗闻，因文风简洁且意味隽永，甚得
后人喜爱。
《世说新语》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

学”等三十六类，编者对魏晋名士基本采取欣赏
态度，在“任诞”“简傲”等类别里则有所微词，这
样的分类编排很新颖，让人物呈现不同的侧面，
显得丰富生动而且人性化。

比如，《世说新语》记录了很多王戎的片段：
王氏夫妻恩爱，夫人称呼王戎“卿卿”（成语“卿
卿我我”就是这么来的）；王戎悭吝，卖李子怕人
留种，就把李核都钻了洞；王戎小时聪慧，不吃
路边树上的李子，还很勇敢，从容面对威风的大
老虎；王戎很会夸赞别人，花花轿子人抬人；王
戎担任吏部尚书时总是选择高门子弟，竭力维
护世家大族的利益。

这些事迹分布在《世说新语》的角角落落，
而刘勃撰写的《世说俗谈》一书中，把它们汇总
在《真实的名士王戎》这一章节。《世说俗谈》的
基本结构，就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年代先后为
序，提炼出分散在《世说新语》里的人物相关事
迹，呈现清晰完整立体的人物形象，并且穿插讲
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风云事件。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混乱痛苦的黑暗
时代，生活其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用他们独特的方
式把它变成了精神自由和文艺解放的最好时代。
实际上，所谓的风骨，与其说是人物的我行我素，
更多的是时代潮流的动向，或是政治博弈中的手
段。《世说俗谈》打破了滤镜，这些名士经常“戏精”
上身，用各种夸张的手段来打造人设、吸引粉丝，
或者用装疯卖傻的做法来躲避凶险的处境。

如何认识这种矛盾？作为历史境况里的人，
作为一个世俗的人，怎么去谋求自己的生存之

道？比如，嵇康既与山涛绝交，却又把子嗣托付给
山涛。因为政治道路虽然不同，但嵇康深知山
涛的为人。山涛晚年提拔了很多寒门，后世赞
扬山涛识人的眼光，而刘勃指出，山涛的选拔意
见很多出自晋武帝本人的主意，只是需要以山
涛的名望和地位作为挡箭牌。刘勃阐析每个人
的家族谱系、人际交往、仕途履历，因为这些决
定了人物的政治立场，再结合每个人的性格和
具体环境的变化，才有后来那些要么改弦易辙
要么苦撑到底的具体表现，或者微妙地处理好
各种关系的平衡。
《世说俗谈》的“俗”，包含了“世俗人情”之

意，那些看上去怪诞不经的行为，其实也不外乎
人情世故。《世说新语》类别编排的褒贬含义，
对人物事迹的选材取向，就很能说明编者的心
态和政治思考了。

刘勃很注意历史资料和典籍记载的文本比
较，分析后世史官、文人的主观意图或者朝代的宣
传倾向所造成的关于魏晋人物的记载与评价的可
能歧义或改向，这是我们普通读者容易忽视的问
题，这也是《世说俗谈》的一个价值。

从中华文化立场描述中国历史
麦天枢

推荐理由：汉字，我们每个人自孩提时代便耳濡目染，无比熟

悉，却常常因为距离我们太近，反而让我们忽略了它的美、淡忘了

它的寓意。而汉字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产生与演变，其中蕴含的

中华文化与哲学，值得我们终生探寻。

甲骨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哈拉巴文

字，同样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为何只有汉字成为了唯一传承沿用的

表意文字？为何在众多文字中，只有汉字能发展出独一无二的书法？

薪火相传的汉字，又如何与中华乃至整个东亚文化、文学互相成就？

本书以全球视野、历史眼光，站在历史时间与空间的这个交汇

点上，叩问汉字的前世今生。我们了解汉字，也是在反思自身；我

们思考中华文化，也是在对观世界文明。本书编纂过程中，走访了

许多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有些已经驾鹤西去，幸而这些资料可

以让我们与他们再次对话，体会汉字的魅力和思想的光芒。相信

读完此书，您一定会对熟悉的汉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