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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人文素养读本
———从经典故事领悟领导艺术》
刘哲 著 海南出版社

本书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 精选与时代精神结合
紧密、具有现实意义的几百则古今中外经典故事，并根
据内容进行了分门别类， 对每个经典故事都进行了深
刻、精当的评述，以期给读者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以
精神上的营养和人生方面的启迪。

《讲述》
万宁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万宁以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家族记忆为中心， 沿自
己的血脉深处向上回溯， 以个人成长和家族历史书写
人世沧桑，勾勒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

《哲学起步》
邓晓芒 著 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哲学入门书。 它始于人类起
源的新解，止于方法论的探讨，是一种古典而现代、朴
素又深入的智慧思考。它不仅仅是讲授一些哲学知识，
更是要引入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 以及由此建立一
种方法论和世界观，传达一种生命态度和思辨精神。

厉行威

世界四大文明， 惟中华文明流传有
序，不曾中绝。 千百年来，先哲后学前赴后
继，为盛世开太平，肇造并沉淀了足以雄
视世界的璀璨文明， 其思想成果之煌煌
然，历久弥新。《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灿如
夜月朗照，足以悬垂古今，本就一直渗透
于百姓伦常日用之中，理应从专家学者的
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归生生不息的沃土和
生民，使民生日趋其用而知其所以然。 正
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 ”

2011年，湖南师大附中语文组“欧阳
昱北语文名师工作室”成立之初，即开始
构想“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工程，着手开发
《诗经选讲》《庄子内篇精读》 等传统文化
校本教材，并同步开设校本选修课程。 以
湖南师大附中著名特级教师欧阳昱北为
主，特邀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副教授欧阳晓
川、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研究员欧阳晓
东，“欧阳昱北名师工作室” 成员参与，共
同译著的心血之作《论语讲案》就是这一
工程的结晶。《论语讲案》稽考钩沉，进而
折衷求是，堪称一部备采众说，力图廓开
《论语》背后大世界的经典力作。

译著本书初心，是为湖南师大附中编
著校本教材，通过传统文化进校园，教化
熏染， 使莘莘学子得以涂抹民族传统的
文化底色，奠定终生发展的精神底子。
基于广大青年学生学习需要 ， 既还原
经典， 引领学生进入历史文化情境和
远古生活场景作同情式阅读，理解《论语》
大义，又竭尽所能廓开《论语》背后的大世
界，期望假以时日，传统文化底子稍为厚
实的学生能扩充阅读视野， 探究经典意
蕴，充实文化精神，精思傅会而颇有收获，
因而《论语讲案》体例，在“译文”“注释”的
基础上，新出“链接”“探究”；“译文”与“注
释”互见，意在引导青年读经文，习古注，
进而懂原典；注说慎选郑玄《论语郑注》、
朱熹《论语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杨伯
峻《论语译注》等古今凡数十家，博观
综览 ，择其要 ，取其精、辨其惑 ，去其
疑；“链接 ”与“探究”相应，针对原典，
撮取关键 ，随文扩展，稽考钩沉，且发端
思考和讨论，解答随附，备此一说，而或有
所发明。 著述涉及《周易》《尚书》《左传》等
文化典籍凡百余部，可谓出入经史，广采
博收，于纵横捭阖间，通览妙道，探幽发

微，或简明扼要，或皇皇巨著，逐章撰述，
且多所创见。

《论语讲案》以“修身”为孔子思想体
系核心。

孔子的贡献，今人多以为有四。 其一，
确立了中华道统；其二，整理了上古文献；
其三，开创了平民教育；其四，构建了社会
秩序。 而其思想核心是“仁”。 正是这个核
心说，犹如一团迷雾，笼罩两千余年仍挥
之不去。

《论语讲案》独出新见，认为孔子思想
体系的核心实为“修身”，仁只是修身的终
极目标、最高境界。 孔子向来把仁看得极
高，他是大智者，知人实难日日有仁，转而
求诸修身，故《雍也》篇有云：“回也，其心
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意
思是，贤如颜回，他内心能三个月不违背
仁， 其余的人则像日月经天一样履职应
卯，时或有仁罢了。 修身而暂未达仁，在孔
子看来，是无妨的，关键在已然修身了。 孔
门讲修身用世， 最注重对所学勤加修习，
演练揣摩，并付诸社会实践。 在实践过程
中，不断觉悟所学、所习的真谛，用以指导
人生。 故学习是务本，是人对自然、社会、
人生广泛意义上的知行。 知此，便可觉悟
孔子所谓学习本质就是修身，而孔门弟子
将“学而时习之”章置于《论语》诸章之首，
诚用心良苦。

《论语讲案》以“同情”为《论语》阅读
认知关键。

历代注家或受孔子“述而不作”的影
响，又为尊者讳，专务注释，不敢稍有发
挥，更有夹藏私货、刻意曲解者，致广大青
年读者借注译而通读文字，却依然茫茫然
不明其所载之道，所言之理。《论语讲案》
引导青年以同情立场读经文， 习古注，钩
史实，广征博引，展然而有全新境界，用功
之深，或可藉此推古道以明今生，仁智各
见。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在准确，
当审其时，同其情，度其意，拿捏其分寸，
方能萃其精华，辨其晦涩，去其糟粕，明其
大义。 次在通俗，先秦典籍，文字简古而涵
纳精深，具象生动而义理深刻，故贯通者
难，悟得者难，开坛明义雅俗共赏者尤难。
以欧阳昱北老师为主著述的《论语讲案》，
几历寒暑，钻之弥坚而载之既厚，或可望
引领青年读者占据要津，读有所循，思有
所据，浸润其中而必有所得。

（《论语讲案》欧阳昱北 欧阳晓川 欧
阳晓东 译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无癖不可与交
潘琪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在此特指五经之
一的《诗经》，但窃以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中，广义的“诗”不囿于那著
名的三百诗篇， 它可以跳出那个狭窄的框架指向一切的艺术作品———
它可以是十九道纵横的手谈，可以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书法，也
可以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古画。

《古画之美》正是湘西作家九妹借古画来“兴观群怨”的载体。 她欣
赏河东君的《月堤烟柳图》、品味徐文长苦涩的《墨葡萄图》、探寻禅僧牧
溪的《潇湘八景图》、揣摩苏轼的《潇湘竹石图》、憧憬张岱笔下的梅花书
屋，尤爱八大山人性情的清俊、生命的奔突、夸张的丑陋、极度的寒冷。
她写人赏画不是单纯地抒写情感， 而是带着植物学家似的独特视角去
观察、去挖掘，将文史知识与情思、历史踪迹追寻与现实问题思考，将
人、历史、自然交融。

晚明文学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
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九妹嗜画如命，这是她“深情”“真气”的表现。 在
《古画之美》里，她谨慎地选取了十二位古画名家，依照他们的秉性、生
平、画作，别出心裁地一一对应月份———这月份不是俗不可耐的数字，
而是文雅别致的花名：

一月是柳月，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柳如是，
是“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的河东君，是“为得风骚趣，柴门
迥不开”的我闻居士。 这名忠贞爱国的奇女子诗、书、画无所不能，其《月
堤烟柳图》更是现存第一件女性画家创作的山水画。

二月是花月。 徐渭，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与解缙、杨慎并
称“明代三大才子”。 他的青藤书屋有一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
腔北调人”，道尽徐文长的坎坷身世，半生落拓。 很早我便知道他和他的
《墨葡萄图》，央视一档纪录片称其为“东方的梵高”：七年牢狱、八次乡
试不第、九次自杀，自残双耳和睾丸。 墨葡萄如梵高笔下的向日葵般成
了他的象征，纸本上的浓、淡、枯、勾、点、抹亦爬满他人生的寂寞和凄
迷。

三月是桃月，是“花开之暮，我身所寄的京城，归来去兮”的日本南
画家与谢芜村。

四月是梅月。 南宋画僧牧溪生卒年不详，他的《潇湘八景图》在南宋
末年流入日本，对日本美术史产生巨大的影响。《潇湘八景图》是一幅长
且大的画卷，若要欣赏必得拿在手中左右手不停卷，画面便在一米多宽
的距离游走，从渔村夕照到山市晴岚，再到烟寺晚钟、潇湘夜雨、江天暮
雪、平沙落雁、洞庭秋月，最后归于远浦归帆。 倘使一直望着山水必定会
倦怠，此时，留白给了我们喘息，它偏于画面一角，氤氲得“天与云与山
与水，上下一白”，空蒙清寂的韵味自在其中。

五月是蒲月，是“寂寥抱冬心”的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农。
六月是荷月，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八大山人。 个山的鸟如九妹所

言“是那种看一眼就忘不了的怦然心动”，他的山水经常是山火后的焦
灼与枯寂，花也是一副孤傲离群的表情。

………
一年十二个月，经九妹的妙笔一雕琢，

月月年年都有细碎的瓣儿落到案牍的古画
上，萦绕着浅浅的花香。

读罢，我念着“人无癖不可与交”，由
衷地感叹道：陶庵所言甚是！ 有癖之人有着
明亮并不刺眼的光辉， 有着无需声张的厚
度，有着独立却不孤独的心灵，与之交往必
是共情， 必是交心。 而九妹大抵便是如此
吧。

（《古画之美》 九妹 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指间的艺术与
灵魂的坚守
曹志辉

曾理所著长篇小说《荷鹤图》取
材于1858年至1912年间发生的故
事，作者以宏阔的笔墨，写主人公曾
传玉从湘军转入湘绣行业， 成为一
代湘商的传奇人生。作者立足本土，
反顾传统，将家国史与湘绣史、亲情
与伦理、 人与自然等文化元素纳入
其中， 彰显出较大的思想格局与人
文情怀。小说从语言到构架，既有鲜
明的个体意识，又能结合时代，紧贴
生活，让读者展读之余，了解那一段
风云际会的历史， 认识到湘绣的渊
源及绣艺传统， 体会到湘魂楚韵针
线间的独特魅力， 具有深远的历史
与现实意义。 作者在曾传玉这个人
物身上寄托了一种理想人格， 通过
细微独特、注重史实的叙述方法，与
现实主义展示手法并列对映， 多维
度呈现出了一代湘绣人的精神宿命
与生存困境， 赞颂了自然人性的生
机与活力。

小说开篇比较有带入感， 把读
者从居住的真实世界一下子拉进了
小说家想像出来的战争年代。“人
在，剑就在。 ”湘军的骁勇与韧性跃
然纸上。 这种湖湘精神也伴随着曾
传玉的一生。为筹备军粮，他不惜摆
摊卖画。 退役后， 他以经营湘绣为
业，虽遭受无数挫折，但执着守护良
心，让人心存敬意。当肖云虎派人撕
坏自己的湘绣， 敏格格为宫廷预订
下两千用品时，他恪守诚信；当赛诸
葛囤积居奇，欲发国难财时，曾传玉
怒斥他坏了曾家规矩； 当天然绣庄
因投资战略失误， 高利贷者前来追
债时，他义字当头，力挽狂澜。 振兴
湘绣，让湘绣走向世界，是曾传玉一
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为之吃了不
少苦头。 小说讴歌他为理想在困境
中不屈的精神， 叩问了人的价值与
尊严等重大命题， 具有较强现实反
思力度。

作者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湘绣的
深情。 小说以湘绣经典作品《荷鹤
图》为引线，以情感与家国命运为核
心，讲述了曾传玉为振兴湘绣，从青
年到老年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吃得
苦，霸得蛮”的湖湘精神，这种精神
生生不息，延绵不断。他不惜笔墨地
描写了湘绣的特点、针法、技巧、绣
功，展现出一幅幅瑰丽的湘绣画卷；
小说中提到的《三十六针谱》，囊括
了民间刺绣的主要流行针法， 神秘
莫测， 成为连接曾传玉与胡采莲情
感的暗线。 小说语言丰富， 本土方
语、俚语、歌谣，信手拈来。小说中还
大量描绘了湖南独特的风土人情。
读者在展读《荷鹤图》时，不仅能了
解到湘绣的历史，还能扩大知识面，
加深对湖湘生活的理解， 尤其是对
非遗项目湘绣的了解。

作者深谙历史除了由若干重大
事件构成外， 也是日复一日点点滴
滴的演变。 小说借助绘画、诗词、刺
绣营造出来的空灵神秘， 赋予艰难
的生活以诗意。 作者对于俗世生活
的细节处理机敏过人， 让人印象深
刻。 比如满嫂因误会胡采莲清高自
傲，绣了《鸳鸯荷》而不把绣花独门
绝技传授给大家， 故意将扫帚放在
烫绣品的窗叶顶上， 使采莲无意中
触碰掉落，使茶水溅坏了绣品。曾传
玉急中生智，用清水蘸笔，将荷叶上
的茶汁浸润成一层淡淡的云雾，用
寥寥数笔， 将两只鸳鸯画成浓墨的
荷叶，并巧妙地赋诗一首。这样的细
节描写温情而让人心生欢喜。 因了
作者的细心描绘， 这部小说也有了
湘绣的品质： 质朴而优美， 形神兼
备，风格豪放中不失细腻，如一幅饱
含情感的地域风情画， 与湖湘大地
血脉相连。

小说刻画描写胡采莲这样的女
性形象也是颇下功夫的。 她清高孤
洁， 满腔的炽爱转变为无人知晓的
痛。 曾传玉与胡采莲有情人终不能
成眷属的这根情感线，贯穿始终，余
韵依依。

（《荷鹤图》 曾理 著 作家出版
社出版）

何菲

很多人对故宫还有这样的认识：那是皇
帝和嫔妃居住的地方，那是至高无上皇权的
象征；那里地方很大，房子很多，有很多的
墙，还有很多的龙……除此之外，很多人再也说不出故宫的所以然来
了。 作为中国文化象征，作为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文化古迹，人们对故
宫了解的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从不一样的角度看故宫的前世今生。 你可以了解它的
色彩之尊。北京城是灰色的，紫禁城是黄、红二色的。黄色的铺排的屋
顶，红色的绵延与门窗。 那是天上太阳的颜色。 你可以感受它的建筑
之宏大。 中国和外国的建筑家、艺术家、设计师、外交官等等面对紫禁
城时，都感觉中国宫殿的空间大得令人感到“茫然”，穿过紫禁城的城
门或站在城门下面时，会感到独一无二的、特有的威严高贵，甚至有
人不由自主地跪下来。

《故宫院长说故宫》作者李文儒，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副院
长，对故宫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他有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从故宫建
立的渊源写起，然后直奔坐拥天下的太和殿，结合自己的情感，分门
别类介绍皇城的墙、柳、门、院等等，仿佛你就身在其中，触手可及地
摸到皇城的一砖一瓦一栏杆。

当这么多人拥进昔日的皇家禁地随意观看“博物院”的时候，有
多少人是在现代理念下理性地解读、 感性地领悟他们观看着的古老
的紫禁城？ 又有多少人在思索、探寻理性解读与感性领悟之间的碰撞
与纠结，包括它的保护者、管理者、传播者？ 这正是作者要著这本书的
原因。

打开《故宫院长说故宫》，就像推开了故宫的门。 理性地解读故
宫，才能体味它的美，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厚。

（《故宫院长说故宫》李文儒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潇湘风物

读有所得特别推荐

廓开《论语》背后
大世界的力著

走马观书

微书评

感悟故宫的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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