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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热书榜

■网上阅读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草原书话

作者：陈先达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臧峰宇

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在新著《哲学与
人生》中深切探讨了哲学与人生的内在关
系，从理解哲学、思辨人生、生活智慧、历史
视野、文化反思、叩问信仰 6个方面呈现关注

现实、砥砺人生的沉思与断想，体现了厚重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应在面向现实的哲学沉思中理解人的
本质与使命，把握人生的价值与境界。作者
强调让哲学回归生活，认为哲学既不能没有
形而上的问题，也不能没有生活世界的着陆
点。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正是人的问题，
人字易认难懂，学以成人关乎我们毕生的实
践功课。人是在社会关系中相互创造的类
存在物。人生多艰，从纯然理想角度思考人
生历程，往往是无解的。人生的跌宕起伏都
要以现实的方式对待，无论身处顺逆之境，
都要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从而进退自如。

正是因为在面向现实的哲学沉思中读
懂人生，我们能够确认人生的理想与境界，
承担和履行必要的责任与义务，合理满足
正当的需要，在对象化中实现自我确证。
领悟人之生死、苦乐、荣辱，方能明晰生命
的有限与无限，获得正确的人生态度，确立
正确的价值导向，由此形成的人生观决定
着人生的航向和实践的目的。所以，在哲
学中深思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乃是要洞

彻人性的本然，确认人生经历的诸多事情
的本质联系，在对命运的领悟中把握人的
使命，达及自明、自得、自适的人生境界。

对人生的哲学解读需要生活智慧，以
合宜的生活智慧对待我们的愿望和选择，
方能以恬养知、知足常乐。作者认为哲学
问题不只停留在书本之中，而在生活中体
现为丰富多样的观念形态，往往为人们熟
知而不真知。我们在生活中既要向前看，
也要向回看，“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既
要总结经验与教训，也要形成合理的推论和
预测，从而在把握规律的过程中更好地走向
未来。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发
挥生命内在的潜能；才不至于昧于事理、外
重内拙，遭受生命外在事物的束缚。

在哲学沉思中形成运用自如的生活智
慧，才能体会哲学的妙处，从而涵养心性、
超越自我。哲学应当被运用于生活世界的
时代精神的精华。对哲学自如的运用才是
发自内心的理解，而对生活智慧的理解不
仅在于丰富处事的机巧，更在于通达做人
的智慧。为此，需要自觉地从生存走向生

活，在对尊严和幸福的领悟中把握生命的
意义，提高实践的效能，进而在平凡的生活
中创造不凡的价值。

历史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将历史
智慧转换为人生哲学，需要思接千载、视通
万里的学术底蕴。在陈先达看来，“历史宛
如浩瀚无垠的智慧和经验的大海”，历史的
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滚
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相信眼泪，对历史价
值的领悟全在于把握历史规律。“天行有
常”，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
规律则表现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关系
和政治关系，反映历史必然性和主体选择
性。实现厚重而丰盈的理想人生，需要读
懂历史规律，以历史进步的观念塑造高品
质的生活境界。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智慧是人类
实践经验的结晶。从历史典籍和历史人物
的奋斗与得失中获得启示，是丰富人生阅
历、提升人生境界的必经之路。

要在文化反思中形成自信自强的力
量，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信仰安顿我们的

精神生命。作者将文化视为有机的整体，
认为文化作品既应“入于俚耳”，又能“止于
众心”，强调在文化研究中确立真理性的信
仰。文化是民族自我认同的标志，文化自
信是对民族生命力的自信，文化研究要关
注民族命运和时代精神，因而具有现实的
理论品格。读书人既要坐稳治学的板凳，
又要倾听风声雨声读书声，关心家事国事
天下事。要有时代担当意识，不能仅仅作
为社会的旁观者，这是身处一定社会结构
的读书人的文化属性之所在。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精神
世界需要文化安顿，而哲学是我们的精神
家园。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生理想，要坚
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信仰，形成以事实为
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实现科学探索和理性
信仰的统一。掩卷沉思，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智慧确认人生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以问题为
导向的学术探索中塑造我们时代的人生观
和历史观，用鲜活形象的文字春风化雨、娓
娓道来，是该书最为重要的文化启示。

在哲学沉思中笃定人生坐标

□新花

《山本》是贾平凹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立传、为近
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巨著。

《山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到一
支地方武装在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中，以女主人公陆菊
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
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
悠远的秦岭地方志。

小说以秦岭中一个名为涡潭的小镇为起始，讲述
了杨家棺材铺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来了 3 分胭脂
风水宝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与井宗秀葬父后竟使涡
镇的世道完全改变，从而也引发了一幕幕激烈动荡的
战争。逛山、刀客、土匪、游击队，多股势力一时间风
起云涌，割据各方不断厮杀，同时井家兄弟之间的特
殊关系与阮家族群的刻骨仇恨也在特定的时期与地
点变化升级。

战争在《山本》一书中占有大量篇幅，并且被描绘
得异常惨烈，全书大大小小的人物有百人之多，其中
大部分人物的结局都是在战争与斗争中横死。描写
死亡时，贾平凹笔触并不委婉迷人，而是惊人的直白，
暴露出无限的原始生存状态。在叙述上，作者运用

“战争与和平”两条主线的不断交叉与变化对故事进
行延展，由人物引发事件，再由事件引出人物，往复中
带有强烈的史诗感。

在自序中，作者写道：土地上长出了一枝花，或许
这是恶之花，要写出这种恶之花，必然就得写出土地
的藏污纳垢，写出他们身上的毒素和一步步排遣这种
毒素。在那个环境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命如草
芥，死亡司空见惯。当我写的时候，也是一种恶心、一
种悲凉、一种哀叹，所以我写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是“世
界荒唐过，飘零只有爱”。

除了战争与死亡，贾平凹笔下的整个秦岭充满了
灵性与神秘，凡遇见德行好便会落下皂角的老皂角树，
能预感战争的老鼠，听得懂兽语的奇人，都在书中详尽
其说。此外，《山本》更可谓是一部秦岭志，书中悉数描
写了大量动植物的外貌特性，很多情节读起来颇有《山
海经》的意味，平添了更多与天地神灵对话的意境。

在《山本》中，贾平凹视角是宽广的，他将叙述延
伸至整个秦岭，把事件也置于更广阔的维度，然而这
种广阔并不简简单单是时间上的拉长，而是空间上的
浩然，涵盖天地百川之广，包罗万物生灵之全，大到一
山一水一树，中到一人一物一餐，小到一虫一草一石，
又皆为书中角色，让人称奇。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山本》第一个突出的特
点是“以小博大”，以涡镇这个当时中国政权最底层细
胞，顺着上溯到平川县、商洛地区、秦岭再到整个中
国，从中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剧烈的动
荡和变迁。其次是“以平博曲折”，不论是刻骨铭心的
爱情还是血腥残酷的死亡，作品叙事的节奏就是平平
淡淡的写，看的时候似乎不过瘾，再琢磨是有味道
的。再有“以文博史”，读的过程中并没有历史感，作
品中呈现更多的是小镇的日常生活，但其中蕴藏文
学、文化，合上书的时候你会深切感觉到这段历史。

为秦岭立传
勾勒近代中国记忆

编辑推荐：
长篇小说《平原客》中，以赫连东山警

官为代表的正义一方，克服障碍，坚决将案
件彻查到底。以李德林为首的一干人等，
均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小说歌颂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真善美、贬斥假恶
丑，彰显了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刘金鼎是豫中平原上一个老实巴交
的花匠的儿子，花客谢之长利用刘金鼎父
亲手中的一盆盆腊梅，帮助刘金鼎敲开了
一扇又一扇求学之门，刘金鼎的命运从此
扭转，刘金鼎自幼便深深明白“人际关系”
的含义。自从认识“老师”李德林之后，刘
金鼎更是在“权力场”中游刃有余，屡屡获
益，官至黄淮市副市长。当既是恩人又是
老师、同乡，并且仕途如日中天的李德林陷
入家庭危机时，刘金鼎是如何抉择的呢？

李德林曾经是“农科大”最吃苦的学
生，留美攻读博士回国后仕途一帆风顺，
官职升至副省长。然而，无论头顶多少光
环，李德林思想中的痼疾让其始终无法脱
离土地、故乡的束缚与缠绕。他试图与高

级知识分子的女儿组建家庭，教养、思维
方式等差异让他吃尽苦头；而当他再次选
择时，与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子结
合，更为巨大的差异让他感到无所适从

⋯⋯而此时，他似乎又遇到了真正的爱
情，在悔恨、犹豫、焦虑中煎熬的他是如何
抉择的呢？

副省长夫人失踪案，这是赫连东山刑
侦生涯中的最后一案。案件并不复杂，但
是案件背后扭曲的欲望和灵魂，却耐人寻
味⋯⋯

李佩甫笔下的人物如同一棵棵平原
上的植物，植物扎根土壤多深，人物的刻
画就有多深。“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始终是
李佩甫所深切关注的命题。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现为中国作家
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
席。著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等
等灵魂》等 9 部；中篇小说集《黑蜻蜓》《钢
婚》等 7 部及 4 卷本《李佩甫文集》；电视剧

《颖河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等
6 部。部分作品被翻译到美国、日本、韩
国等国家。其作品曾先后获“庄重文文学
奖”“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五个
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等；2015
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抒写时代蜕变与人性浮沉

□刘成

1998 年，内蒙古党委和政府决定编
纂《蒙古学百科全书》并申报立为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蒙古学百科全书》是蒙古族各学科
知识的汇总，是概述古今中外蒙古学基本
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的综合性工具
书，它是铸就草原文化的一块丰碑、是研
究游牧文化的一部巨典。全书用蒙汉两
种文字出版，总卷数为 20 卷，即古代史、
近现代史、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思想史、
科技、教育、经济、医学、宗教、军事、文物
考古、文献、法学、新闻出版、地理、风俗、
艺术、体育、国际蒙古学等卷。其中，近现
代史卷由内蒙古大学郝维民教授主编，
19位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组成本卷编
委会，先后有90位专家学者撰写词条，从
2000年开始，历经17年完成编撰工作。

本卷条文释文内容比较全面，事实
清楚，层次分明，文稿流畅，文字精练，
规范。涵盖了 1840 年至 20 世纪末，中
国、蒙古国、俄罗斯 3 国蒙古族历史，内
容极其丰富，涉及面特别广泛，鲜为人
知的史事甚多，从政治、经济、军事、教
育、文化、医疗、建制、职官、法规、宗教、
党派、社团、城镇、交通、文献、人物、事
件等方面遴选 1983 条词目，词条配图
763 幅，插彩图 40 页、配图 187 幅，形成
210 余万字、文图并茂的蒙古族近现代
历史巨型工具书，这是蒙古族近现代史
研究的首次创新力作。

中国是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国家，截
至 21 世纪头 10 年，中国蒙古族人口近
600 万，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内蒙古蒙古族人口占全国蒙古族
人口的 2／3。蒙古国近 300 万人口中
绝大多数是蒙古族。俄罗斯有蒙古族
约 100 万人。这 3 个国家是蒙古族人口
最多最集中的国度。本卷以此为基点，
记述了蒙古族近现代历史的轮廓。

本 卷 给 我 以 下 几 点 深 刻 感 受 ：首

先，以文图并茂的巨型辞书形式，反映
了中蒙俄 3 国蒙古族近现代史内容，迄
今尚属首次；其次，既以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为主线，又涵
盖与历史相关的诸多学科内容，基本反
映了历史的整体面貌，堪称蒙古族近现
代史简明读本；第三，既注重文献资料
的搜集利用，更重视社会历史实地调
研，先探访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散居
蒙古族状况，接着团队深入调研除内蒙
古之外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蒙
古族历史，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全
国蒙古族自治州县和散居蒙古族历史
条目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研究。第四，反
映了蒙古族苦难历史和民族解放斗争，
以及当代蒙古族辉煌的历史，记述了中
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的实施与经验。

《蒙古学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对本卷
给予高度评价，特意红字批注“谨以此书
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

本书主编郝维民先生是内蒙古近
现代史、蒙古族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主

要开拓者。迄今从研从教 60 载，主编了
《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
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通史纲要》《内
蒙古通史》《百年风云内蒙古》《大青山
抗日斗争史》《呼和浩特革命史》等 10 多
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
得国家级、省部级学术成果重奖多项；
目前还在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
中国蒙古族历史》和承担教育部重大委
托项目《当代中国蒙古族研究》。他毫
不畏惧陌生领域，勇于开拓创新，毅然
承担主编本卷，并与金海、赛航等合作
者精心编制全书框架结构，组织课题组
学习、研讨编撰辞书要令，规范编撰规
则，遴选词条，试写条目，编研辞书入
门。他率先撰写疑难、敏感及具代表性
条目 62 条，呈请总编委会审核，获得完
全肯定后，分发编撰人员参照操作。除
了肩负繁杂的统筹、协调等组织工作和
沉重的统稿、定稿外，还执笔撰写了 385
个词条，占全卷词条的 19.4％，撰写字数
达 57.6 万字，占全卷总字数的 27.5％，
是全书撰写分量最多的作者，而且诸多
重大词条出自他手，书中融入了他的大
量研究成果。

郝维民教授撰写了本卷开篇序文
《近现代蒙古族历史综述》，长达 6 万余
言。从 4 个方面综述了近现代蒙古族历
史：一 .近代内蒙古蒙古族历史——晚清
时期的蒙古族、民国时期的蒙古族、蒙
古民族的觉醒与民族运动、中国共产党
与蒙古民族；二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历
史——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与发展、蒙
古族社会民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中的
蒙古族、蒙古族经济发展、蒙古族社会发
展；三. 中国蒙古族自治州、县和散居蒙
古族历史——蒙古族自治州、县蒙古族、
其他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散居蒙古
族；四.蒙古国和俄罗斯蒙古族历史——
蒙古国蒙古族历史、俄罗斯蒙古族历
史。从而勾勒出蒙古族近现代历史的
基本面貌，为人们了解近现代蒙古族历
史提供了清晰的历史线索。

蒙古族近现代史研究的创新力作

编辑推荐：
《华为创新》是一本揭秘华为式创新实践与方法，

深度剖析任正非创新思维与哲学的著作。本书以任
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的企业创新的思路
和对华为的疑虑为切入点，为读者揭示蒸蒸日上的华
为是如何凭借创新驱动力，成为行业翘楚。本书入选
2017 中国好书主题出版类图书。

华为公司的发展史，是一部融合了华为创新的理念
与逻辑、光荣与梦想、经验与教训、故事与传奇的“炼狱
史”。在华为的创新体系中，任正非的企业家精神是华
为创新的思想之魂，“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是华
为创新的动力之源，全体奋斗者是华为创新的成功之本。

在“双创”背景下，不少企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迷
茫，而华为就是实体企业践行创新驱动发展的好案
例。本书作者从多个角度为读者描绘出华为的创新
逻辑和创新方法，并用独特的视角、翔实的资料展
现华为是如何凭借不断的创新和不懈的努力，在自己
的“主航道”上成为行业领头羊的。

作者周留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北京
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学博士后，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东土科
技集团副总裁。曾在华为集团、力诺集团、当当网等企业
工作，具有近20年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2015年出
版专著《华为哲学：任正非的企业之道》，市场反响热烈。

编辑推荐：
《遥远的向日葵地》是李娟书写最普通的中国农人

的故事。他们依偎大地的生活，艰苦、琐碎、平凡却又
神性十足，情感浓烈却不肆意，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书里描写的“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
古河南岸，是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瘠土
地。李娟一如既往用她细腻、明亮的笔调，记录了劳作
在这里的人和他们朴素而迥异的生活细节：她勤劳乐
观的母亲，高龄多病的外婆，大狗丑丑小狗赛虎，鸡鸭
鹅，以及日渐华盛、却被鹅喉羚毁了再种、种了又毁的
90亩葵花地⋯⋯刻画的不只是母亲和边地人民的坚韧
辛劳，更是他们内心的期翼与执着，也表达了对环境的
担忧和对生存的疑虑。呈现出一种完全暴露在大自然
中脆弱微渺的，同时又富于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体验。

本书 40 余篇文字，10 余幅摄影，再现北疆阿勒泰
大地耕作者的别样人生。真诚贴近大地脉动，关于万
物生长的来龙去脉，展现极端恶劣环境下生命的悲伤
与怒放，原生态地呈现人类生存与大自然的演变。

李娟，1979年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虚构散
文作家。出版有散文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
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记一忘三二》，长篇
散文《冬牧场》及《羊道》3部曲，诗集《火车快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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