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和
笑。 ——康德

每一天都是一段小小的人生；每一次醒来和起床
都是一次小小的诞生；每一个崭新的清晨都是一段小
小的青春；每一次休息和睡眠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

——亚瑟·叔本华

21 世纪人类的重要使命就是恢复文明的元气。
20世纪是大规模的破坏，下一个世纪必须步入重建文
明秩序之路。文化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个人和群体
间应该如何定位，是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余英时《中国情怀》

在上班第一个钟头，先去解决那些麻烦事，在剩下
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会变得相对轻松。一个钟头的痛
苦，加上六个钟头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钟头的幸福，
加上六个钟头的痛苦划算。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
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

——M·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

一个人越是成功，所遭受的委屈也越多。所以不
能太在乎委屈，你要学会一笑置之，学会超然待之，学
会转化势能，学会在宽容中壮大。

——莫言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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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来自西方，不过情人之间的
真挚爱情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存在。从
这个意义上讲，伏羲和女娲堪称中国最
早的“情人”。

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的《伏羲女娲
图》，就表现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
类始祖的形象。图中男女二人，均微侧
身，面容相向，各一手抱对方腰部，另一
手扬起，男手执矩而女执规；男女下半身
均为蛇形，互相交绕。整个画面空间辽
阔，显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
高意味。

伏羲手里拿的是尺子，称“矩”，是用
来丈量的。所谓“丈夫”，注重“丈”字，指
的是拿着尺子的人在丈量。在田里干
活，要量有几亩地，这是一种权力的象
征。女娲手里拿的是规，这是女人拿
的。拿“规”是用来研究天象的。中国最早
的历法就叫“女娲历”，就是用来立法的。

古史传说在远古时代，华胥氏踩了
巨人足印，感应受孕，生男名伏羲，后又
生女叫女娲。遭遇大洪水，只有伏羲、女
娲两兄妹躲在葫芦里得以存活下来，兄
妹结为夫妻，结婚生子，延续了人类的血

脉。后世在许多古代墓道和石窟的壁画
中，都有伏羲与女娲交媾图，皆为人首蛇
身，两尾交缠。

这种兄妹结为夫妻的故事，在其他
的一些民族中都有类似的传说。闻一多
曾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收集了四十
几个类似伏羲、女娲的造人神话故事。

（本报综合）

类似伏羲与女娲的造人神话有40多个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每个人都
是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树立“文化自信”，需要
不断地了解自己的文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图书《中国文化二
十四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通识读本，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宗教、科学技术、古典
文学、传统艺术等内容，深入浅出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文
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丛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
宗颐、南开大学教授叶嘉莹担任顾问，作者为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十多所知名高校的
学者。作为通识读本，丛书中许多内容读来饶有情趣。

中国足球史上
最牛球员宋太祖

《宋太祖蹴鞠图》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太祖蹴鞠图》，
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与群臣一起蹴鞠玩乐的情
景。

明人唐文凤《题蹴鞠图》诗中说明，画面前
方正在踢球的两人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宋太
宗赵光义，后排四人是大臣赵普、楚昭辅、党进、
石守信，这些人可都是宋朝开国的功勋，估计这
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一届“国家队”了，赵匡胤、
赵光义兄弟也是历史上行政级别最高的国足球
员。此图说明蹴鞠是宋代初年军中之乐，是宋
朝开国皇帝和贵族都喜爱的活动。

蹴鞠就是踢球，据传是黄帝创造，至迟在战
国就已经流行。从“鞠”和“毬”的字形就可以看
出球的形制：最早是用毛结成，后来用毛填充皮
囊而成。唐宋时期有了充气的皮球——传世的
宋代蹴鞠图画证明其与今日足球相去不远，所
以宋代而后，就有人把蹴鞠叫踢气球。

蹴鞠具有检验、锻炼士卒战斗素质的功
用。作为军中之戏，能够“因嬉戏以讲练”，也就
是寓战于乐，自然能广泛流传并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葆有活力了。

不止军队，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对蹴鞠
表现出了十足的喜爱。蹴鞠盛极于唐宋。在宋
代，出现了专门的民间踢球组织——圆社（踢圆
的社团）。

大概是气球出现后，“鞠”的重量轻了，加之
规则的变化，于是出现了女子蹴鞠。宫廷、平民
家还有妓馆，都可以看到蹴鞠的景象，前述的圆
社就可以接纳女子。圆社中以技艺高下分诸色
社员为各等级，最高者被称为校尉，其中就不乏
女校尉。关汉卿有散曲【女校尉】单说女子蹴鞠
之美：“蹴踘场中，鸣珂巷里，南北驰名，寰中可
意。……款侧金莲，微那玉体。唐裙轻荡，绣带
斜飘，舞袖低垂。”

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全胜围棋高
手，让围棋再回大众视野。

围棋与琴、书、画合称文人四友，是
古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一隅。它创制于我
国，是目前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棋类，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棋”就直指围棋，后
来游艺凡占了一个“棋”字的，都是它的
小后生。可以说，它是百棋之祖。

围棋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基础。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说：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
弈者乎？”可见孔子承认围棋作为消遣，
也有其益智的功能。古人围棋，上至深
宫、庙堂，下至市井勾栏，雅俗同好，不分
贵贱。

围棋另有许多别称，很有趣味。《世
说新语》写道，名士王坦之把围棋当成是
坐而归隐，奇僧支道林认为围棋是以手
清谈。“手谈”、“坐隐”流传千古。

《述异记》讲的是晋代王质上山采

樵，观数小儿围棋，不知落子之间，人世
百年已过。回过神，来时所持的斧头，木
把儿已经腐朽了。“烂柯”于是成了围棋
又一别称。

围棋在中国古人手中，是才思的流
露、逍遥的象征，主要的功能还是娱情谴
兴、彰显风度。一局终了，讲究“失不为
悴，得不为荣”，很显涵养。如谢安围棋
赌墅、手谈却敌，那是何等的潇洒从容、
自在不迫。

围棋在古代是逍遥的象征

中国古代戏曲起源于巫术活动？

傩仪，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傩
仪盛行于商周。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
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所以必须适时行
傩以逐邪恶。

傩仪作为古代巫术活动的一种，与
中国戏曲的起源有着紧密的关系。国学
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著戏曲研究专著《宋
元戏曲史》中，就对这一现象有深刻的思
考，《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
戏剧”开篇即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
之巫乎？”自王国维以后近百年来，不断
有学者试图从巫觋或宗教祭祀的角度考
察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及其历史发展。

现代人之所以把巫觋或宗教祭祀与
戏剧起源联系起来自有原因。先民深
信，万物有灵，山川湖海、花木虫兽都有

“灵魂”，当实体的物质、肉体生命毁灭或
死亡后，其“灵魂”仍然不灭。人们如果
希望祈福避祸，则可通过“巫”（在世界其
他地区这种人被称为“灵媒”或“萨满”）
与鬼神进行交流。巫觋“装神弄鬼”，非

常类似戏剧的“扮演”。
在各种巫术活动中，傩仪因其公开

性和公众的普遍参与而特别引人注目，
历代相关文献记载最多，也最为翔实。
傩仪中巫人头戴面具、手执兵器以驱邪
祟的仪式内容始终未
变。

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文化系统大量科研
人员共同参与的大型科
研项目《中国戏曲志》编
撰启动，研究人员在各
地陆续发现了各种形态
的傩（戏），这些被发现
的傩戏后来大多被冠以
地域性名称作为当地

“剧种”受到关注，如傩
堂戏、桃园戏、阳戏、地
戏、梓潼戏、关索戏、端
公戏、僮子戏、赛戏、对
戏、跳五猖、香潼戏、师

道戏、铙鼓杂戏、坛戏、洪山戏、嚎啕神
戏、藏戏等。此后国内相继召开多次傩
戏会议，傩戏作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的提法也开始出现，中国戏曲源于巫觋
说也不断得到回应。

研究人员在各地陆续发现了各种形态的傩（戏）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出版

以小知大 传承文化

读书管见

新书推介

《冲动的社会》

内容简介：保罗·罗
伯茨在这本书中带我们
畅游了美国的社会、经
济、战争以及医疗等一
系列广泛的领域，全方
位地阐明了人们如何变
得 沉 迷 于“ 最 大 化 利
润”，并为之不择手段。
书中，罗伯茨深层次思
考了经济、政治和社会
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者：保罗·罗伯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

内容简介：本书从
家书出发，探明曾国藩
家族的内部关系，尤其
是他对兄弟与儿子的教
诲。曾国藩对家族有着
极强的责任心，对兄弟
与儿子能因材施教，在
面对家族成员时表现真
实而坦率。曾国藩的这
些品质对曾氏家族家风
影响至深，已成为中国
治家之道的典范。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读行
者品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
学教研部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新方位》
内容简介：本书结

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
从“怎么看、怎样办、如
何干、为谁干”四个角
度，深入分析站在历史
新方位、新起点上的中
国在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引领下，如何适应
新常态、新环境，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
经济，拓展新空间。

《火枪与账簿》

作者：李伯重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内容简介：15 世纪
末至 17 世纪是经济全
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
展的阶段，这个时代的
特征是“火枪与账簿”。
在本书中，著名史学家
李伯重认为，早期经济
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
导致东亚世界原存的秩
序被打破，在这个历史
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
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
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
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上接第一版）
“传销与否，要让法律来判定，要用证

据来说话。”张亮这样说服自已，决定直面
挑战：寻找铁证，用事实说话。

面对错综案情，是半途而废还是坚持
不懈——

张亮选择：马不停蹄，与时间赛跑
掌握铁证，必须破解“云在指尖”复杂

的佣金链条、传销层级。
因此，打开“云在指尖”后台数据库，是

张亮的唯一选项。
张亮南下广州，在腾讯公司调取资料

时发现，“云在指尖”所有数据都存储在另
一大互联网巨头公司——阿里巴巴。

马不停蹄，张亮又赶赴杭州。
“云在指尖”在阿里巴巴租用了整整29

台服务器，空间有60TB。
“解析这些数据至少等3年！”工作人

员回答。
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张亮明白，工作人

员的话并非虚言。60TB数据，用办公电脑
装，需要120台；用10M带宽24小时不间
断下载，需要3年才能下完。

放弃么？
“传销，往往披着精美的外衣，刺激着

人们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欲望，冲击脚踏
实地、勤劳致富的传统价值观。”张亮在笔
记本上写下这段话，告诫自己，再难也要找
到“云在指尖”的传销铁证。

历时6个月，9赴腾讯、8赴阿里，张亮
终于拷贝回想要的数据，成功破解“云在指
尖”的运作链条。

这期间的艰辛，让张亮记忆犹新——
调取数据，阿里巴巴有非常严格的内

部审批程序。第一次从阿里巴巴拷贝回
“云在指尖”其中一台服务器近1TB的数
据，历经了20多天排队、走程序、说好话、
焦急等待。

张亮说，刚拿到数据时非常兴奋，以为
马上能大功告成。

“这里面只是缓存信息，完全无用。”计
算机专家的结论，有如当头一盆冷水。

执着的张亮并没因此放弃，他日日夜
夜盯着海量数据，发挥自己计算机专业的
特长，终于找到下一个IP地址，信心满满地
再赴阿里巴巴。

一个月后，他第二次拷回数据，但经分
析后，依然不是要找的证据。

一次次接近，又一次次重回原点，沮丧
和焦灼伴随着张亮奔波在广州、杭州、厦门、
重庆等多个城市，一年多的时间里日夜兼程
4万多公里，意志、身心受到残酷挑战。

尽管如此，张亮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与
时间赛跑，拨开重重迷雾！

面对举报诋毁，是患得患失还是不计
荣辱——

张亮选择：不忘初心，永远在路上
当张亮为案件取得突破而“春风满面”

时，一阵寒意冷不丁向他袭来。
“咸宁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张亮一意孤

行，对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要求停
止案件调查，并对张亮进行行政调查……”

“云在指尖”雪花般的举报信，寄到了从
中央到咸宁各级纪委以及主管部门的信箱。

猝不及防的举报发难，再一次令张亮
作出选择。

有亲友劝道：被举报，对一个公务员而
言危及个人前程，还是适可而止。

有朋友劝慰：替家人想想，别让家人担
惊受怕。

的确，为了这个案子，张亮亏欠家人太多。
年迈的老父亲中风住院时，他正在出

差取证的途中，家人向他隐瞒了病情；
3岁女儿的幼儿园开家长会时，他正伏

案办公桌前，分析数以亿计涉案资金的来
龙去脉；

体弱的妻子扛着大米上楼累得气喘吁
吁时，他正辗转重庆、厦门等地，想方设法
为电子证据做司法鉴定。

骨子里的坚韧和担当，让张亮再次战
胜了迟疑。他安慰家人：“穿上制服，就要
对得起帽子上的国徽，对得起这身制服。”

为职责而战！
张亮罗列出一份“任务清单”：5000多

封往来邮件要梳理、6.2亿元的资金流水要
审计、数十TB的电子数据要分析、6000多
种商品信息要统计、几百家供货商待调查。

为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多少个夜里，孤
灯挑战到天明；多少个早晨，睁开眼就是证
据、证据、证据；多少个节假日，泡在办公室
里冥思苦想……

2016年端午节假期的第三天，妻子带
着女儿到单位送饭，张亮已经三天三夜不
眠不休，看到满眼血丝的丈夫，心疼得掉泪
了：“你何苦这样逼自己，世上的案子你办
得完么？”

“遇到一件案件，就要办结一件。”张亮
轻声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件件核心证据被
锁定确认。2016年6月，张亮逐一掌握“人
员—层级—资金—传播过程—社会影响”
等各方面完备的证据体系。

在同年7月18日的听证会上，细心的
律师发现：纸版证据资料，垒起近1米高；
电子版证据资料，装了十几个硬盘。

听证会上，连续10天的面对面交锋，
这些海量证据迫使对方律师团队低头。“云
在指尖”实际控制人郑某，表示愿意接受法
律法规的处罚。

一起跨度一年多的特大网络传销案，
画上句号。

网友“草原”留言：“这场较量结局漂
亮，但愿此案能唤醒那些异想天开一夜暴
富的朋友。”

而张亮没有时间沉浸在赞誉里，带着
案卷走在查办下一起案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