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卫 视 脱 口
秀节目《晓松说》未
删节版完整收录 ，
40 万 字 的 超 级 读
本， 讲述每一天在
历史上发生的大事
件或有趣的事 ，以
高晓松的角度来重
新解读历史事件 ，
风格轻松幽默 ，与
严肃的讲历史的不
同， 有很多高晓松
个人见解和趣闻，重

温故国、故城、故人芳华刹那。
定价：39.80元
作者：高晓松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青春， 是人生中最
伟大的一场虽败犹
荣。《别闹，少年》则
在记忆洪荒中将这
些骄傲与失败倔强
地释放了出来，作
者飞行官小北在这
本书中， 写了一些
故事，这其中有“写
给小安的信” 的伤
感纯美，有“回望过
去，查无此人”的无

助孤独，有“赤脚走路，一停就疼”的年少倔
强……

定价：35.00元
作者：飞行官小北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 从 2009 年 到
2011 年， 陈丹青应
《华夏地理》之邀，每
年赴一地，先后游历
了土耳其、俄罗斯、
德国和匈牙利四国，
并写成长篇游记，极
具个人特色地勾画
出了彼时彼地的人
文、自然景观，牵连
出此时此地的所思

所想，本书即为这四篇文字的结集。 本书还
附有 300 余幅历史和现场图片，以及陈丹青
旅途中所画速写手稿。

定价：58.00元
作者：陈丹青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别闹，少年》 《无知的游历》 《鱼羊野史（第 1 卷）》
什么是阿尼

玛？阿尼玛是每个
男人心中唯一认
定的女孩！不管曾
经邂逅多少女孩，
他的心中永远只
会有一个“阿尼
玛”。 痞子蔡携全
新长篇纯爱小说
重磅归来！ 阿尼
玛———你的女神，

你的唯一，你的命中注定……不管曾经邂
逅多少人，你心中永远只会有一个难以忘
怀的恋人。 谁，是值得你倾尽一生不断追
逐的人？ 谁，才是你的阿尼玛？

定价：29.80 元
作者：蔡智恒 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阿尼玛》

■新书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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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女人很可爱
———读《宋朝其实挺有趣儿》

刘锴
� �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宋朝时一个
最绚丽的王朝，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
民族的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则说：
“如果让我选择， 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
朝”。 虽说宋朝文化最昌盛， 艺术最高
深，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但宋朝也出
了个“理学”，其学说的重要部分即是对
中国女性进行迫害———“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夫为其纲”， 等等， 可以
说， 宋朝时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朝代。
可就在这种世俗如板块一样碰撞的时
期，宋朝的女人们却充分展示出了其妩
媚的一面，以至于让后人记住了宋朝女
人的那惊鸿一瞥，回眸一笑！

在《宋朝其实挺有趣儿》一书中，作
者以 36 万字、12 个章节的文字量，为
读者讲述了宋朝最具代表性的 15 位女
性的故事；美貌智慧才能荣耀并收的女
人———费贵妃； 让天子不爱江山的美
人———大小周后；千古之谜狸猫换太子
的故事主角———刘娥；自古褒贬两难休
的女人———潘金莲；色艺双绝迷倒帝王
的一代名妓———李师师；不让须眉的抗
金英雄和护国夫人———梁红玉；会作诗
更会把握爱情的千年诗妖———谭意歌；
霸占整个后宫的母夜叉———李凤娘；同
唱一出戏的三个女人———王弗、 王闰
之、王朝云；不羡鸳鸯不羡仙的苦命痴
情女———李清照；与爱情有缘无份的悲

剧才女———唐婉；因为有才更愁嫁的剩
女———苏小妹。这 15位宋朝女性，既有
后宫佳丽，也有民间剩女；既有诗才旷
世，又有武艺超群；既有名垂青史，又有
少有经传； 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在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她们表现
出的种种从容、叛逆、作为，为那个多元
化的时代做了很真实、 很人性化的注
脚。

像李师师、梁红玉、李清照、潘金
莲、唐婉、苏小妹等人，后人从《水浒
传》、《说岳全传》和民间传说中，都久有
耳闻，比较熟悉，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很多生活细节却是鲜为人知甚至是从
未得知的，比如梁红玉就曾于老公韩
世忠功成名就后，当着宋高宗的面，
弹劾韩世忠在黄天荡战役中“失机
纵敌”，请求宋高宗“乞加罪责”。 此
举不仅让老公韩世忠大为不解，也
让皇帝及朝廷众臣也震惊失色！ 其
实梁红玉此招是“以退为守”，逼迫老
公辞官归乡，躲过秦桧一伙的加害。 历
史的发展果如梁红玉所料，韩世忠归隐
杭州后，成功躲过了秦党的加害，怡养
天年，寿终正寝。“青眼识英雄，寒素何
嫌？忆当年北虏鸱张，桴鼓亲操，半壁山
河延宋祚。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看此
日东风浩荡，崇祠重整，千秋令誉仰淮
塬”。 这就是聪明的宋朝女人， 爱得聪
明，爱得高远！

再比如后蜀皇帝孟昶的夫人费贵
妃。孟昶花巨资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
苑，经常邀文武百官以及风流雅士来此
饮酒、赋诗。费贵妃是唯一的评委：她认
为上乘的诗作，孟昶就大加嘉赏。一次，
一位礼部侍郎听说礼部尚书一职出现
了空缺，便借评诗之机，送给费贵妃一
颗世间罕见的夜明珠，让她给其诗打个
高分。 费贵妃婉言谢绝了。 礼部侍郎很
纳闷：天下女人哪有不爱珠宝的？ 费贵
妃说：我收了你的礼，就要违心地替你
说好话，那么，你就可轻易谋到礼部尚
书的一职了，这叫“走后门”。我啥都缺，
就是不缺德！ ———这就是宋朝女人的
胸襟！

不管闻达于世， 还是隐名于史，宋
朝的女人都在那个历史舞台上演出
了她们最本质、最光鲜的一面：爱就
爱个“今生断不孤鸳被 ”，愁就愁个
“凄凄惨惨戚戚”，恨就恨个“恨不相逢
未嫁时”……通读全书，窥斑现豹，不难
看出，宋朝的女人很有内涵，很有气质，
很有文采，很通情达理；她们既有一览
众山小式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又有
织机女式的温婉，柔情似水；既有巴顿
式的铁血胆识，又有艾森豪威尔式的和
风细雨；既有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苍凉悲
壮， 又有何当共剪西窗烛的情意绵长。
这也许是值得后世乃至当代女性应该
细细品味、参悟和效仿的。

刘再复的读书观
唐宝民

� � 作为一个在学术上产生过那么大
影响的学者，刘再复先生的创作成就令
人惊叹。 读书和写作，存在着一种必然
的联系，凡是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的作者，在读书方面也一定有独特的经
验。 刘再复先生也自有一套读书见解，
可谓真知灼见，让人受益匪浅。

传统的理论一直主张，读书越多越
好，要读破万卷书，这样才能下笔如有
神。但在刘再复那里，读书并不在于多，
而是要读通：“我虽然酷爱读书，也广泛
读书，但最终认定，读书最要紧的不是
读多，而是读通。所谓读通，就是要穿透
书本。读通比读多更重要。”与其对所有
能找到的书都泛泛了解，不如花大力气
吃透一本书，所谓读通，就是要把所读
过的书都能够消化、理解，这样才算是
真正意义上的读书。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提出过为学的
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湾作家董
桥也曾提出过为学的三种境界：“著书
立说之境界有三：先是宛转回头，几许
初恋之情怀；继而云鬟潦乱，别有风流
上眼波；后来孤灯夜雨，相对尽在不言
中”，随后，他这样诠释道：“初恋文笔娇
嫩如悄悄话； 情到浓时不免出语浮浪；
最温馨是沏茶剪烛之后剩下来的淡淡

心事，只说得三分！”刘再复也提出了读
书的三重境界：“我读每一本书，大约都
是三步曲：一，拥抱书本；二，穿透书本；
三，提升书本。 ”拥抱书本，是指拿到一
本书后手不释卷的亲切状态； 穿透书
本，是指对于所读的书，反复研究，消化
理解；提升书本，是指对于整个书都做
到消化理解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及见
解， 把读书之后的感受升华到一种理
念，一种精神境界。可想而知，经过了这
三重境界，所读之书就已经完全变成了
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精神世界融为一
体了。

经典阅读行为几乎是所有优秀作
者的坚守，阅读经典的目的，当然是学
习，但刘再复先生认为，阅读经典的意
义不仅仅是学习，还可以自我提升：“经
典就不能提升吗？ 也可以，就是对经典
的局部提出问题和审美再创造。关键是
穿透书本，即读通，读通了才能吸收、质
疑和再创造。 ”正是因为对于经典的提
升，刘再复才为我们贡献出了那么多优
秀的思想成果， 如《鲁迅美学思想论
稿》、《红楼四书》、《双典批判》……由此
可见，能在阅读之后将经典的东西升华
为一种独特的理念，这样的读书行为已
经达到一种极高的境界了。

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的海洋，读书人
常常会产生困惑和迷茫，不知道应该从
何处入手，对此，刘再复强调了选择的

重要性：“人世间的书籍太多， 如山如
海，因此，只能有选择地读。 虽然广泛，
但还是要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对同一
个研究对象，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
声音，应该如何取舍呢？ 刘再复主张选
择不同类型的书进行比较性阅读：“讲
述同一个对象、同一个专题，往往有许
多书，我们在阅读中可作些比较。 比较
性的阅读很能提升自己。 ”

对于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是应
该只读和所研究的专业有关的书籍，还
是应该同时读些专业以外的书籍呢？刘
再复的主张是后者：“专业之外，我选择
各种人文基本经典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经常阅读、重复阅读，一部一部把它读
通，把它化作灵魂的一部分，例如商务
印书馆编译出版的西方人文学术名著
和从荷马、但丁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经典，读通了真
受益无穷。”刘再复的这个观点，与李泽
厚主张的“看些闲书”的观点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读书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境界，有的
人用脑子去读，有的人用心去读，还有
没有更高的阅读境界呢？刘再复认为是

“用生命去阅读”：“我自己还有一条经
验，有些好书不仅要用头脑读，而且要
用生命去读。 一旦用生命与心灵阅读，
就会真有心得。 我读《红楼梦》，就是用
生命去感悟。 ”

振聋发聩的政论之声
———读习近平《之江新语》有感

李中贤

在本书编者按语中，开宗明义告诉读者“这些
短论，思想性强、时效性强，语言简洁明快，观点敏
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讲道理浅显易懂，不空发
议论，言之成句，持之有理，文风朴实，或赞美表
彰，弘扬正气；或批评鞭挞，斥责歪风；或分析道
理，揭示规律。 这些短论，鲜明提出了推进浙江经
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主张， 及时回答了现实生
活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由此可见，这
是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工作实践
经验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呈现， 也折射出一个平民
政治家的工作作风与个性风采。由此，我带着几分
欣赏和期许走进习近平以及他的政论世界。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气之作， 尽管所有篇
目短之又短， 但三五百字即能达到一种言近旨远
的高境界，其作品深广的内涵远远超过作品本身。
对照以往读过的那些大幅政治文章，我深有感触，
那些长文动辄几千字几万字， 仿佛非如此便无法
显示自己的才力和气魄， 而《之江新语》 收录的
230 余篇政治言论，似乎篇篇都是信手拈来，且言
之成理。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观察
问题、分析问题，读来是那么成熟，那么得心应手。
简洁明快的论理中，非但不乏深度，而且颇具思想
冲击力，从中可见一个政治家对生活的洞察力。

这是一部求真务实的短章汇集， 那高屋建瓴
的政治观点，体现出强烈的党性原则和公仆意识，
尤其是篇篇文章都是一事一议，有的放矢，具有无
可比拟的可操作性。 请看每篇短论的标题：“大事
讲原则， 小事讲风格”、“多种声音和一种乐曲”、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要‘平安’，不要‘平
庸’”、“要学会十指弹琴”、“要用人格魅力管好自
己”、“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单从以上这些篇
目的标题就充分表明，一切政务活动，都是领导的
艺术，它们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政论绝对不能搞
文字游戏，且一定要讲智慧和文采。其实文风往往
能反映出领导者的综合素质和决策水平， 习近平
同志善于协调各种工作， 既突出中心， 又注重细
节，既高瞻远瞩，又统筹兼顾。 从而将一位杰出政
治家的领导艺术发挥到极致。

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政论集， 且毫无居高临
下之感，亦无不痛不痒的陈词滥调。当你深入读下
去，就会被感动、被吸引，感同身受且欲罢不能。与
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著作相比，其
文风是一脉相承的。纵观每一篇短论，都能紧紧抓
住要领并给予深入浅出的阐释，让你豁然开朗，让
你顿有所悟，让你在内心引起共鸣。它能化解工作
中的疑难和偏差，它能提高你的思想认知水平，激
发你工作的原动力，故“短论不短”，它的能量足可
与长篇大论媲美。

（《之江新语》，习近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