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唐颖

内容简介：作者唐颖
生于上海，多年旅居美
国，她对纽约城的曼哈顿
区、布鲁克林和法拉盛的
唐人街等等不同的风貌
有着丰富细致的书写，处
处 显 出 驾 轻 就 熟 的 自
信。《上东城晚宴》中，作
者巧妙地将城与人的气
息打通，处处彰显了一个
经验丰富的作家在艺术
创作中处理大时代与小
细节，大都市与小人物的
章法与技巧。

《上东城晚宴》

内容简介：二战结束
后，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深
受迫害的犹太民族，却少
有人关注战后出生的纳
粹后人，他们“彷徨于外
部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
西斯理想之间”，“试图要
消化历史”。然而这太难
了。作者指出，战后四十
年，德国人开始对关于纳
粹的指控产生心理上的
倦怠。究竟什么样的反
思才是恰当的？这是仍
需我们思考的问题。

《生而有罪》

作者：[奥] 彼得·西
施罗夫斯基

内容简介：世界的繁
荣或动荡只是表象，而底
层，是我们对“文明”的源
起和未来的观点截然不
同。本书作者成中英基
于自己对中西文化深刻
的透视，在书中通过《易
经》对于中西文化的差
异，做了非常深入亦极为
中肯的分析。

（本报综合）

《易经文明观》

作者：成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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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中国通史》，里面谈到西汉董仲
舒富于钻研精神，读书时全神贯注，专心
致志，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美谈。

董仲舒主张提倡儒家学说，禁止传播
其他各家学说。他的主张满足了建立中
央集权政治的需要，为汉武帝所采纳。这
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董仲舒大力宣扬“天人感应”，是一
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尤
其是在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

无独有偶。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
义思想家，有著作《论衡》传世。王充从小
聪明好学，6岁识字，8岁进书馆读书。他品

学兼优，从未受过处罚。由于家贫无钱买
书，王充常常到洛阳市肆书铺看书。他读
书专心，有过人的记忆力，经过几年苦学，
终于精通“众流百家之言”。

董仲舒和王充，一位是唯心主义哲学
家，一位是唯物主义思想家，大相径庭。
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专心致志
读书，最终成名成家。

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能心不在焉，否
则虽学无成。《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
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翻译成白话，就是孟子说：“下棋，在技艺
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果不专心致志地
学，也是学不好的。”

弈秋是古代有名的棋手，有两个人慕
名而来，同时拜他为师。弈秋一心想把自
己的棋艺传授给他们，讲课特别认真。一
个学生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另一个学
生表面上也在认真地听课，而实际上思想
很不集中，他看到大雁从窗外飞过，联想
到要吃天鹅肉。弈秋讲完课，就叫两人对
弈。学生根据老师的要求，就对弈起来。
开局不久，就见分晓：一个从容不迫地能
攻能守，一个手忙脚乱地应付。弈秋一
看，两人的棋艺相差悬殊。他对棋艺差的
学生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听我讲课，他能
专心致志，而你呢，心不在焉。”

读书和学棋的道理是相通的，不专心

致志，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专心致志读
书，就要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把心思全放
在读书上。

董仲舒读书，三年不窥园，就是心无
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达到痴迷与忘我
的境界，终成汉代大儒。反观现在，能做
到“三年不窥园”的读书者，能有几人？当
然，时代不同了，现代人一会儿手机、一会
儿电脑、一会儿电视，工作生活节奏加快，
多方接受海量信息，想安静地读会书还真
不容易。但不管工作有多忙、琐事如何
多，还是要挤时间专心读书。道理很简
单：人不学，要落后。没有学习，就没有提
高。

三年不窥园
记者 江世栋

书海

杂谈

内容简介：拉铁摩尔
是美国著名的中国边疆
研究学家。长城边疆在
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
动 参 与 中 国 历 史 的 能
力。他对地域的分割不
以国家而论，而能放大视
野，超越民族，将两边合
观为一个“亚洲大陆”。
在对亚洲大陆作如此宏
观俯视时，他发现，对汉
族来说是边缘的长城，对
于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
个中心。

作者：唐晓峰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传来新消
息，失传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竹简已完
成扫描，为文字释读做好准备。消息一出，
引起全社会关注。此次发现的《论语》，专家
推测为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其中部分
内容失传多年，这一发现被网友戏称“有生
之年居然能看到《论语》更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为儒家思
想的代表作品，以《论语》为标志的儒家学说
影响了千年来国人的精神世界。这次《论
语》更新会让我们看到哪些历史流变？对如
今有哪些新启发？

除了闪闪发亮的金器、做工精美的玉器外，海
昏侯墓里还有5000多枚竹简。在专家学者的眼
中，这批竹简被寄予厚望，甚至被认为是整座海昏
侯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之一。

日前，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传来新消
息，失传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竹简已完成扫
描，为文字释读做好准备。

据工作人员介绍，通过扫描技术已经知晓，这
些竹简内容大约分为《论语》《易经》《礼记》《医书》
《五色食胜》《悼亡赋》和《签牌》《奏牍》等八个部
分，其中大家最为关注的是《论语》。

《齐论语》是什么？
据了解，《论语》在古代有三个版本——《古论

语》《鲁论语》和《齐论语》。如今看到的《论语》是
《鲁论语》和《古论语》形成的版本，《齐论语》到汉
魏时就失传了。《齐论语》和《鲁论语》《古论语》最
大的区别，就是多了《知道篇》和《问王篇》。

主墓出土的众多竹简中，公布了两张竹简图
片，这两张竹简为同一支简的正反面。竹简反面
写有“智道”，正面写有：“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
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一般情况下，竹简上的文字多书于一面，此简
正反两面均书文字，当为一卷竹书的篇首简。

“智道”即为“知道”，当为此卷竹书的篇题。
汉代“知”、“智”互通，此前公布的海昏侯墓出

土的竹简上就将《论语》中“知者乐水”一句写为
“智者乐水”。由此可知，这枚竹简上所书写的“智
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齐论》第二十二篇
的篇题——“知道”。

专家断定，“基本可以确信，海昏侯墓出土竹
书《论语》确系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

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
已完成扫描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头经典，古代学

子必须全书背诵。在过去，读书人熟读《论语》不
会被人羡慕，但是如果没有熟读《论语》，则会被
笑话，因为熟悉和掌握《论语》是一个读书人的基
本素养。即使是在现代，在中小学和大学语文课
本里，《论语》仍然是常客，很多《论语》里的名句，
现代人仍然朗朗上口，如数家珍，不读几句，都不
好意思说自己有文化。

据专家介绍，如今我们看到的《论语》是张
侯《论语》，也就是《论语》第一次的修订本，共20
篇，是由西汉安昌侯张禹根据《鲁论语》并吸收
《齐论语》编订的。我们在张侯《论语》中能看到
而又在《鲁论语》中看不到的内容，就可以基本
断定为《齐论语》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梁涛认
为，这次的出土发现学术意义重大。他告诉记

者：“由于目前整理报告尚未完成，所以究竟有
怎样的结果还是要等原文出现。不过，从公布
的照片看到的一两支竹简，已经可以看到属于
《齐论语》的内容。无论出土的竹简是全本还是
残本，无疑都十分有价值。”

两个新增加的篇章到底写了什么？这是如
今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但由于《齐论语》失
传已久，所以写了什么并不为后人所知。据梁
涛介绍，在一些后世学者辑佚的工作中，可以从
其他书中看到转引《论语》的内容，而这些在如
今《论语》中“看不到”的几乎都被认为是《齐论
语》的内容。他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问王》
实际上应当是《问玉》，因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有讨论玉的内容。”他认为，之前有限的辑佚并
不全面，这次能突破到何种程度，要看最后的报
告。

无论全本残本，都有重大学术意义

梁涛认为，《齐论语》的出土对了解《论语》
的形成和传播有着重大的意义。

他说：“文字不一样，甚至抄写不一样，都可
能对理解有很大影响，因为版本有差异，有很多
字是不同的。《老子》流传两千年，新的版本出现
后，之前的很多理解都被改变了。”

《齐论语》与《鲁论语》流传地点不同，当时
主要流传在齐国一带。梁涛认为，其中会有齐
文化的因素在里面。虽然孔子是鲁国人，但当
时的齐国是思想文化中心，是各派学术融合的
地方，《齐论语》也许会对孔子《论语》有所发展，
融合了齐文化的元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认为，从历史的
源流来看，《论语》最重要的时代就是海昏侯所
在的时代。虽然汉武帝立“五经”，似乎比《论
语》的地位高。但实际上，不管专攻哪一门经的
学者，都要读《论语》。所以从流传广度上，读
《论语》的人远远多于读其他经的人。《论语》本
身就是孔子在教导弟子如何读“五经”，所以不
读《论语》难以读“五经”，这也就是为何把《论
语》评价为“五经之管乐”。

姚中秋说：“《论语》是读懂其他经典的钥匙。”

古人两种必读书中，除了规范人行为的《孝经》，就
是塑造人思想的《论语》，是君子养成之书。

在姚中秋看来，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读书人都
不妨读《论语》，如今的现代人或许更需要《论
语》。一方面这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
方面，在古代典籍中，《论语》也是最容易读懂的。

姚中秋说：“论语很像我们今天的微博，几
十个字一段，最长一两百字，这也很适合今人来
诵读，在时间碎片化的时代里，每一条都能传达
一个道理，而且任何地方都可以读。”

《论语》中的每一条内容都涉及做人、涉及
格物致知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道
理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出处，这让《论语》像
一部百科全书，也是难得的完整人生指南。

姚中秋以“经济内容”举例，在《论语》中，孔
子提到“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都是提醒人们要把“义”放在首位才能求
得大利。出身商人的子贡曾向孔子请教：“富
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而孔子以更上一层楼
的“富而好礼”对答。狭义的礼可以说是以礼
待人，不卑不亢，而广义的礼也可以引申为“好
礼乐”，用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文化的追求和
贡献。

《论语》是君子养成之书

读书管见

除了《论语》，海昏侯墓中还有《史记》。两
汉时期，《史记》是作为“谤书”而被贬低的，《史
记》成书于公元前90年，刘贺死于公元前59年，
至多相隔31年。也就是说，墓中的很有可能是
初版《史记》。

此外，海昏侯墓里还有《易经》。(本报综合)

除了《论语》，还有什么惊喜？

教育部《“十二五”发展纲要》中提出了“教
育国际化”的要求。为了能够进一步“引进国
际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国际化，探索高中
办学新思路”，在咸宁市政府和省教育厅的关
心和指导下，鄂南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得以
顺利开展。

我校国际实验班自2012年开始招生，短
短几年时间已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十几位同
学被世界排名前百强大学录取：吴妍、孙环、方
玥、陈岚等4位同学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录取，
钱安琪同学被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录取，徐新
星同学被澳洲国立大学录取，舒欣同学被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录取，王晨宇同学被加拿
大渥太华大学录取，贾雨榕同学被澳大利亚阿

德莱德大学录取，叶坤同学被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录取。

一、剑桥大学国际高中课程班
2017年，鄂南高中引进“剑桥大学国际高中

课程”，成为“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授权的
教学考试中心。剑桥国际高中课程相当于英语
国家的高考，已被国际教育界公认为世界声誉
最高的高中金牌课程体系。美国的哈佛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都确
定了直接对应剑桥国际高中分数的入学标准。

我校与剑桥大学合作引进国际高中通行教
学模式，采用全英文教材，全外教授课，双语中
教特色辅导及小班制教学。剑桥国际高中毕业
生将被世界前百强名校优先录取，而且与到国

外读高中相比节省近百万元人民币，还省却了
低龄留学给学生和家庭带来的诸多担心和困
扰。剑桥国际高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择3-4门课进行学习和考试，中国学生的理科
成绩突出而这些科目对英语的要求不高，所以
中国学生更能发挥特长，更容易取得好成绩。

二、剑桥国际高中录取模式
1、招生规模

30名优秀学子
2、招录条件

有志留学海外，中考成绩在咸宁市普通高
中录取资格线以上。

3、招录程序

①我校在中招网和鄂高网站上发布2017

年国际实验班招生简章，有意就读剑桥国际高
中班的学生填写报名意向表，发送至 eng-
zgjb@163.com

②要求考生必须填报“国际实验班”（代码
6001）的志愿。

4、收费标准

中国高中学费：12000元/生/年（由鄂南高
中根据省、市物价局批文收取）

剑桥国际高中：50000元/生/年（由提供课
程培训的专业机构收取）

联系电话：15272676274（黄老师）
2017年7月2 日（星期天）上午9:30在鄂南

高中报告厅，将举行国际实验班招生说明会，

欢迎广大考生及家长参加！

2017年鄂南高中剑桥国际高中班招生简章

2017年3月，王市长与程校长出访鄂
高友好学校-澳洲南港中学

鄂南高中国际实验班首届留学生欢送仪式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
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目送》龙应台

艺术品都是源于无穷的寂寞，没有比批评更难忘其
边际的了。只有爱能够理解它们，把住它们，认识它们
的价值。

——《给青年诗人的信》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买书，只有当人们在同时也买到读这些书的时间
后，才是一件善事。然而，通常情形往往是：购书便被认
为是占有它们的内容。

——《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叔本华随笔和箴
言集》叔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