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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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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资源
——人力资源。经济学史家德·弗理斯总结
说：近代资本主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征，即工
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他认为英
国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胜
出，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资源有这三大特点，
而这三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而中
国的人力资源就具备了这三大特点。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

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
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
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
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
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
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
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甲午战争
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
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

——刘亚洲《精神：精神一变天地宽》

新书推介

《邓力群自述》
内容简介：本书

是作者关于自己1915
年至1974年六十年间
革命经历的叙述。全
书共五大部分，内容
涉及从老家到北平
（桂东老家，从长沙到
北平以及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在延安八
年，东北岁月，新疆三
年，以及到中央办公
厅、参加七千人大会
等经历。全书语言
简洁、生动，史料价
值高，可读性强。

《邓力群自述》
作者：邓力群

海外学者视角中的“一带一路”CC
谈到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生动解读，英国

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
部全新的世界史》是必须要提到的一本书。

这本书从历史角度解读了中国为什么要打
造“一带一路”顶层战略。由于作者用突破以往

“欧洲中心”的视角，全景展现了2000年来主宰
人类文明的丝绸之路历史，叙述曲折生动、语言
睿智流畅。

《丝绸之路》的责编认为，国内目前出版的
“一带一路”图书，大多是从历史、经济、贸易、国
际关系等具体方面策划的，不是单纯讲古代丝
绸之路，就是单纯讲当代“一带一路”战略，专业
性强。彼得·弗兰科潘这本书，从西方学者视角
讲透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和中国打造“一带一路”
顶层战略的逻辑，正好满足读者的需求。

在所有出版过《丝绸之路》的国家，这本书
都是畅销书，并在欧美知识界引起广泛讨论
——虽然这种“讨论”是以争议为主。

想要透彻了解丝路历史，一些更为基础的
著述应该阅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六卷本巨著《中亚
文明史》，汇聚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相关领域最优
秀的学者，广泛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代表了迄
今为止对于中亚研究的国际最高水准。

与大部头著述不同，有一本学术水准值得

信赖、篇幅又特别适合培养兴趣和入门的书
——《丝绸之路新史》。

作者芮乐伟·韩森是耶鲁大学历史教授，丝
路与西域历史是她的老本行，她与中国学界更是
有相当多的交流。作为丝路图书出版热潮的通
史性著述，韩森的“新史”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这
本书被美国汉学家梅维恒评价为“是对这个话题
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
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
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

这本书与一般的丝路历史著作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丝路通史或以时间为经、路线为纬，
或以路线为经、时间为纬。韩森摒弃了这两种
惯常的写法，全书主体部分分为七个章节，分别
写了七个地点——楼兰、库车、吐鲁番、撒马尔
干、长安、敦煌以及于田。

韩森认为，“丝路”从来都不是商业的而是
文化的——无论韩森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观点正确与否，各持己见的历史学家都会为此
争论不休。 (本报综合)

读书管见

用关键词讲述“中国故事”AA
英国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一

书中提出，语词是社会实践的浓缩，文化和传播
的核心其实是关键词的传播。

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编译的《中国关键词：
“一带一路”篇》多语种系列图书近日出版。考
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民族、多文化、多语
言的特性，该系列图书各册采用中外文对照的
形式，涵盖英语、法语、俄语等14个文版。

新书采用中外文关键词词条对照的形式，
词条篇幅一般500字以内，包含了这个词语产
生的背景、场合、核心思想内涵、重要意义价值
等多方面内容。

对一些内涵丰富、意义重要的词条，还制作
了“中国关键词”动漫微视频节目“碰词儿”。这
种篇幅短小、碎片化、可视化的表述方式，适应
了当下信息传播的特点，可降低读者认知的门
槛、难度和阅读成本，满足当代受众阅读诉求。

该图书中文编写组汇聚了中央部委、科研
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多部门“一带一路”研究专
家，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概念、建设目标、
合作机制到合作案例等，确保词条收录和释义
相对完整准确；在语言表达上尽量避免宏大叙
事，力求简洁平实，易于阅读和理解，保证了中
国思想国际表达的水平和质量，提高了讲述中
国故事的针对性。

“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同样追求实用性与可
读性，力求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加切
实的帮助；给想要了解“一带一路”的读者提供
生动有趣的内涵读本。

“一带一路双向投资丛书”就是一套既权威
又实用的图书，由徐绍史主编。中国企业出去
投资，一定要了解对方，这套书能够帮助读者深
入到文化中去，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政治、法律、
社会环境，更好地跟当地企业、政府沟通。

“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BB
从2013年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一

带一路”从认知上变得更清晰，在行动上变得更
务实，这些成果也反映在相关的学术研究、理论
支撑、话语体系建设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是
中国学界“一带一路”战略前沿的研究者和呐喊
者。

他的著作《“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从国际
战略视角对“一带一路”进行专业解读，不仅论述
了“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也深入分析了

“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王义桅在新作《世界是通的——“一带一

路”的逻辑》中指出，“世界是平的”可能是我们
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觉。其实，贫富差距、民心不
通，乃是各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全球化，单靠
过去欧洲所开创的航线、美国所确立的规则，早
已无法承载。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的倡议，体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后的天下担当，同

时也预示着“包容性全球化”才是世界大势所
趋。

王义桅还认为，如果我们把古代丝绸之路
称之为全球化1.0时代，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
称之为全球化2.0时代，那么，“一带一路”倡议
则开创了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化3.0时代。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则从战略高度研究“一带一路”。作者刘卫东在
书中给出了“一带一路”的学术定义，并与王义
桅不约而同地提出：“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是

“包容性全球化”。
作者认为，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既倡扬了新

时期的全球化理论，又为“一带一路”找到了普
适性的理论基础，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
念的有机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是开创包容性
全球化道路的一种尝试，其核心内涵是借助丝
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推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既
满足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需要，也造福当地人
民。

《看，这是哲学》
内容简介：本书

是作者教授三十余
年哲学导论和哲学
史的教学心得之作，
用轻松活泼的文风
和四百余幅手绘漫
画插图，对西方哲学
史进行了简明易懂
的概述。作者用风
趣幽默的语言减轻
了哲学中的难以承
受之重，使哲学不再
显得无聊难懂。无
论对于人文社科学
生，还是普通大众，
本书都不失为很好
的哲学入门读物。

《看，这是哲学》
作者：（美）唐纳德·

帕尔默

内容简介：从
“梁庄”到“吴镇”，本
书的作者用12个故
事书写身处吴镇这一

“县域”里生命群体的
命运，这些人是中国
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群体。12
篇相对独立又有着内
在联系的篇章，以接
地气的烟火气息和丰
盈的诗性话语，讲述
着“吴镇”的故事，人
物命运盘根错节，互
相链接，令人感慨。

《神圣家族》
作者：梁鸿

《神圣家族》

内容简介：本书
描写了作者所青睐
的两种类型的动物，
第一种是作者在美
国西部塞拉山脉的约
塞米蒂国家公园里所
见到的飞禽走兽，突
出这些动物的优雅、
坚忍和自由精神。第
二类是作者成长过程
中，见到的一些更为
平常的驯养动物，描
写了作者与动物之
间真挚的情感，以及
动物的生与死带给
他的深沉的反思。

《等鹿来》

(本报综合)

《等鹿来》
作者：（美）约翰·缪尔

对于我而言，读书就是一种
习惯，书籍已成为我生活的必需
品。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
书，则面目可憎，言语无味。”虽然
感觉不至于这么严重，但一种自
危的意识还是很明显的。

世界上已经出版的书籍可谓
浩若烟海，我们能够买到的书籍
也是不计其数，而我们的工作如
此繁忙，生命如此短暂，那么，如
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最好的
书，并最大限度汲取知识的养
分？我的经验是跟着感觉走，就
是要读自己喜欢书，不喜欢的书
就不要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
跟着感觉走不是浅尝辄止，而是
要沿着自己的感觉不断延伸自己
的阅读，让阅读积聚的知识快速
形成体系，让这个知识体系深深
扎根于我们的精神空间。

我在大学读书时遇到这样一
种情形：同班的一些同学，一个学
期下来读了上百本名著，但是说
到对文学的理解，却没有清醒的、
系统的认识，实际写作能力也没
有多少提高。而我每年读的书并
不是很多，但我读的每一本书都
是有内在关联的，每读一本就会
增加我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

我以读小说为例，我最开始
阅读的作家是余华，他的一个短
篇小说叫《十八岁出门远行》，那

篇小说的语言和写法真是让我大
开眼界。接下来，我见到余华的
文字都弄来读。我正是在阅读余
华的随笔时，意外地发现一批他
推崇的外国作家，于是我沿着他
提到名单一个个去阅读。几年
后，我的阅读体系形成了，它就是
由这些闪光的名字构成的：卡夫
卡、福克纳、普鲁斯特、萨特、加
缪、海明威、马尔克斯、川端康成
……

那么在中国还有哪些作家也
受了以上外国作家的影响呢，我
通过阅读谢有顺、李敬泽、曹文轩
等文学评论家的文章，发现一大
批受益于以上外国作家的中国作
家，同样是当今中国最好的作家，
他们是：莫言、余华、毕飞宇、麦
家、张伟、东西、格非等等。

事实是，当我在阅读了以上
国外作家和国内作家的主要作品
后，一个较为严密的阅读体系就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正是因为建
立了这个阅读体系，我正真懂得
了什么是文学，并且建立了写作
的自信。

跟着感觉读好书
记者 邓昌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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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文明之间的相
互吸引。如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从历史深处走来。它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通
达大道，它是沿线国家携手共进的命运纽带，文明相
融，世界相通。

近期，许多“一带一路”主题相关好书、新书相继
出版。让我们透过出版人的视野走近“一带一路”，解
读“一带一路”。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文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
奇·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初次看到这本书时，是
在母亲的床头柜上，厚厚的、密密麻麻的译文，看见
母亲读得津津有味，我也开始有了阅读之心。

真正将这本书看完，是在大学时候。看见很多
同学将这本书列为必看、将来会看的书单里，我更是
坚定了要看完后两本的心。

该长篇小说以1805年开始的争夺欧洲战争和
181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主线，以四个主要人物
的转变穿插叙述而成，他们分别是安德列、皮埃
尔、尼古拉和鲍里斯，除了安德列公爵是托尔斯泰
本人的理想原型外——曾致力于改革农奴制的实
验，其他三人都在十二月党人中有其原型。

小说的故事歌颂了俄罗斯民族的英雄品质和坚
强性格，从多方面反映了俄国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
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面貌。

年轻的公爵安德烈在舞会上对娜塔莎一见钟
情，却为了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离她而去，为了辉煌与
荣耀，在法俄开战时，安德烈公爵满腔热情地从军出
征。但是，事情并不如同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他
于一次战役中受了重伤，伤愈后侥幸回到家里时，妻
子又不幸难产去世，这给他以巨大的打击，从此他消
极处世。在他的好友比埃尔劝导下，他才重拾生活
的信心。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战争的残酷不仅在于城市
焚毁，以及它造成的流离失所，更在于战争后人性的
千疮百孔。当俄国卫国战争爆发时，为了民族的尊
严，多少战士毅然重返前线，最终为国捐躯。

战争是整个故事的背景，读完整个故事，我感觉

作者真正要表
达的却是他对
人类命运的反
思与人性的剖
析。

就像书中
所说的那样，

“每个人都会有
缺陷，就像被上
帝咬过的苹果，
有的人缺陷比
较大，正是因为
上帝特别喜欢
他（她）的 芬
芳。”“任何看似
愚蠢的东西，它
一定也有值得
喝 彩 的 地
方。”

战争就像一面透视镜，洞悉着人类的一切。包
括人性，都因战争而变得透明可见。书中映射出的
很多人生道理，让读者望尘莫及。

命运的反思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

记者 朱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