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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浩

中国智慧，是沉淀于我们心中的传统的思
想文化，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气质、精神与性格
特征，而多彩的文学艺术、思想习俗、意识形态
以及文化表象，正是它的表征和反映形式，并从
我们的思维模式、智力结构和文化心态上表现
出来。

王蒙自幼熟读“孔孟老庄”，深刻领悟中国先
哲的中国智慧。近 20 年来，王蒙结合自身丰富
的人生阅历，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先后出版
了《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天下归仁：王蒙
说<论语>》《得民心 得天下：王蒙说<孟子>》等
作品，致力于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研究、解读和
传播。

王蒙的《老子的帮助》，是对《老子》典型的
“我注六经”式的个性化解读著作。作者用自身
的历史体验、社会体验、政治经验、文学经验、思
考历程去为老子的学说“出庭作证”，用自身的

亲见、亲闻、亲历与认真的推敲思忖，为老子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理论提供一个当代中
国人的人证、见证、事证、论证和反证，由此让读
者获得老子给我们带来的智慧、从容、深刻、宽
广、耐心、自信、气量和定力。

王蒙幽默风趣地说，《庄子的享受》是藉题
发挥，谈庄是一，藉庄谈人生谈生存环境谈老王
是二，藉庄谈哲学谈思想方法谈世界包括主观
世界与客观大千世界是三，藉庄谈我相对熟悉
一点的文学文字是四，藉庄与读者聊天自娱自慰
自己扩张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五⋯⋯这既借鉴和
集纳庄子研究之长，并融汇自我评价与评析。

所以，王蒙说，庄子讲人生的选择与态度，
庄子的方式更文学，读庄子实在是难得的精神
享受，“就一个庄生化蝶的故事，够你凄美地苦
笑一生；鲲鹏的故事，则使渺小的你突然牛了一
家伙，自我扩张了一回；还有混沌的故事呢，这
才够得上老子所说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这
是故事的巅峰、思辨的探底；大树大瓢的故事
呢，迷茫之中有大解脱焉；藐姑射之山上的冰雪

神女，不知道包含了多少代中国知识人的隐秘
的幻想与激情⋯⋯”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凝结着
古代圣哲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
慧结晶。《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承载了王
蒙80载的人生心得，再现了《论语》的微言大义，
尽展了大师风采⋯⋯

《孟子》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被朱熹列入“四
书”。《得民心 得天下：王蒙说<孟子>》深入挖掘
孟子“民本”“仁政”思想对于当下社会的现实意
义，将《孟子》激活成一部有针对性、有现实感、贴
近你我人生的“新书”。

磨铁图书在出版了王蒙先生研究“孔孟老
庄”的一系列专著后，向王蒙先生提出，创作一
套通俗易懂的、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接受
的“中国智慧”系列丛书。现该丛书第一辑 4
本书已经完稿，中文简体版定名为《极简论语》

《极简老子》《极简孟子》《极简庄子》。本套丛
书中，王蒙用他 80 余年的人生体验做注脚，以
渊博的学识做解读，向全球读者讲述“孔孟老

庄”的文化智慧，和将中国传统智慧运用到当
下生活的方法、艺术。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世界名片，是中国对全球智慧的重要贡献。“中
国智慧”丛书，打破对“孔孟老庄”常用的沿袭原文
的解读方式，而是从与现代人关系密切的学习、工
作、交际、修养、情感等角度入手，让古代文化先哲
学问典籍“古为今用”，真正融入当代人的生命、心
灵、生活。

王蒙非常欣赏“极简中国智慧”这个名字，
他说：“中国的经典必须简化，而且这是这些经
典对应的圣贤的追求。⋯⋯我们的经典天然追
求的是用最简约的语言来表达人生最深刻的道
理，要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只有
极简，才能够最好地传达中国智慧、中国经典的
精神。”

中国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可贵的创
造 力 与 凝 聚 力、民 族 自 尊 心 与 自 信 力 ，蕴 含
着巨大的精神与物质的力量，它是中华民族
之魂⋯⋯

与王蒙共悟“中国智慧”

□李晋

稻盛和夫被称作日本的“经营之圣”，他不仅
创办了两大世界500强企业，同时还在古稀之年后
用3年时间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日航公司，创造了世
界企业经营史上的奇迹。这位享誉世界的名人，谈
及母亲时，总充满感恩。

《稻盛和夫：母亲的教诲改变我的一生》是稻
盛和夫83岁时所著，这部近9万字的回忆录，被稻
盛和夫视为“寻找自己灵魂成长之路的源头”。他
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部教人如何做人的记录。

稻盛和夫小时候是个一哭就是3个小时的“熊
孩子”，每当他大哭时，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都会来
到小和夫身边，温柔地安慰他，几次安慰无果后，母
亲便不去管他，哭累的小和夫只好爬到桌子底下去

看木质花纹，趴在窗外看风景，“不言之教”的方式
培养了小和夫的想象力。

在和孩子们的相处中，稻盛和夫的母亲一直
把自己勤奋努力的样子展示给孩子们，她的言传身
教，滋养了稻盛和夫的心灵，成为他一生的宝贵财
富。

14岁时，稻盛和夫的家庭经历变故，战火摧毁
了家园和印刷厂，家中存储的纸币因经济改革而化
为废纸，一家人只好住在疏散点，开始与艰苦生活
苦苦作战。坚强的母亲带着自己的和服，来到偏远
的农村，去换取米粮等生活必需品。晚年的稻盛和
夫回忆到此时，写道“原本娇小玲珑的母亲体内，怎
么会蕴藏着那般无以伦比的勇敢和刚毅之气”。母
亲用自己的力量带领家人走出困境。

繁重的家庭负担，没有让母亲放弃对孩子的
教育，她用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供孩子们继续上学，

稻盛和夫在初中毕业后，还想上高中，但父亲觉得
没必要再上了，父子发生了冲突，但在母亲的支持
下，父亲最终卖了祖父手中的一块土地，给他凑足
了学费。上了高中的稻盛和夫一度沉迷玩棒球，但
母亲用一种平静的循循善诱的口吻规劝他，甚至没
有让他不要再玩棒球，也没有要求他帮家里的忙，
用宽厚和善良把玩物丧志的他引领上了正途。

爱之伟大，情之真诚，忆之深刻，母亲的光辉，
在稻盛和夫笔下持久闪现。这是一位平凡的母亲，
她性格开朗，胸襟博大，她教会了稻盛和夫诸多人
生道理，让他能够摒弃欲望，以“利他之心”在世间
行走，让他把人文关怀的理念运用于实践当中，使
创办的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稻盛和夫的成功，在于他深刻体会到母亲“以
心传心”的观念，并将之和管理相结合，形成了独特
的“稻盛哲学”。

编辑推荐：
《胭脂》是作家张翎的中短篇小说

集，收录有《胭脂》《心想事成》《都市猫
语》《家贼》4 部近年新作，曾获《十月》

《长江文艺·好小说》《花城》等文学期刊
的力荐。其中《胭脂》是她篇幅最长的
一部中篇小说。

小说《胭脂》分 3 个篇章，分别讲述
了“穷画家与阔小姐的故事”“女孩和外
婆的故事”以及“土豪和神推的故事”。
3 个故事貌似独立，却用一幅画作勾连
起从民国至当代 3 代女人的爱情与被大
时代裹胁中女性的顽强命运。其他 3 篇
有关当代都市生活的故事是张翎近年
来开始着重观察并书写的，也承继了她
一以贯之的赞叹生命力的文学主题。

《心想事成》和《都市猫语》两部小
说，是张翎将关注的目光从大历史中抽
离出来，凝定在中国当代都市小人物生
活中的作品。

《家贼》的主角依然是边缘人，只是
故事发生在国外的中产阶级家庭。万
事残酷，却总有暖到你的那一瞬间。

编辑推荐：
《奈飞文化手册》是对奈飞文化进

行深度解读的力作。2009 年，奈飞发布
了一份介绍企业文化的 PPT 文件，在网
上累计下载量超过 1500 万次，被 Face-
book 的 CFO 谢丽尔·桑德伯格称为“硅
谷 重 要 文 件 ”。 本 书 是 奈 飞 前 CHO、
PPT 的主要创作者之一帕蒂·麦考德对
这份 PPT 文件的深度解读。

本书系统介绍了奈飞文化准则，全
面颠覆了 20 世纪的管人理念。书中，帕
蒂·麦考德归纳出 8 条奈飞文化准则，从
多个角度揭示了奈飞为什么要对传统
的企业文化理念发起冲击，以及它在创
造自己的企业文化过程中究竟提出了
哪些颠覆性的观点。

本书通过特别的章节设计，方便企
业管理者将之运用到自己的企业，创造
属于自己的“奈飞文化”。

作者：张翎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美】帕蒂·麦考德
译者：范珂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王忠范

诗人邵燕祥先生中英文对照本的短诗集《邵燕
祥短诗选》，封面极其精巧、简单、淡雅，却流露出浓
浓的诗意。

这部短诗集所选的诗是从作者 1947 年至
1981年34年间诗歌作品中选出来的，共31首，每
首最长不超过20行。跨越时间这样长，所入集的
诗如此少，表明优中选优，确是精品的结集。首首
诗作全都精短却内容丰富、尖锐且特别深刻、纯朴
尚明哲至理，形象、生动、鲜活，颇具感染力与亲切
感。品读诗人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诗句，去联想

去思索，感受变化的社会、生活和人生，意韵深深，
情趣浓浓，妙然也。

诗集选中的每一首诗作，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
志或象征寓意，作者都注重自己的感觉与直觉，激
情而又独特地表达，产生一种迸发和直击心灵的力
量。如《记忆》：“记忆说：我是盐／别怨我撒在你的
伤口上／让你痛苦／把我和痛苦一起咽下去／我
要化作你的血／我要化作你的汗／我要让你／比
一切痛苦更有力！”谁没有痛苦心酸的记忆，谁又能
死死关闭记忆的大门？那么，面对记忆，就该有朴
素、精明而超然的选择。证实自己，神往未来，甩开
膀子奋斗向前。读这般简短的诗，简直就是精神与
艺术的享受。再如《断句》：“走在／秋天的田野上

／我问老托尔斯泰／一切／成熟了的／都必须低
垂着头么？”短短的6行诗，娓娓叙述，充满哲理，扯
动起读者全部的想象和思绪。我们不知道老托尔
斯泰是怎样回答的，但理解作者深层次的思想意
识：成熟是没有统一模式的，可所有的姿势都展示
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和意义。又如《嫉妒》：“一棵
树看着一棵树／恨不得自己变成刀斧／一棵草看
着一棵草／甚至盼望着野火延烧。”仅仅4行短诗，
形象而生动地把那种嫉妒的心理与情绪刻划出来，
尖锐泼辣，精深透彻，入脑入心，着实令人叹服。

读《邵燕祥短诗选》，自在轻松，体验着生命与
精神现实，就觉得爽振、痛快。若懂英文，对照阅
读，可能格外美矣。

意韵深深 情趣浓浓

□沈艳丽

《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是香奈儿
前全球 CEO 莫琳·希凯所著，本书是她回首自己
从普通职员到职场巅峰的进阶之道。她有一串
闪亮的名号：《财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50 位商
界女性”之一，《福布斯》“100 位最具影响力的女
性”之一，《华尔街日报》“50 位最值得瞩目的女
性”之一，《魅力》杂志“年度女性人物”。

本以为这只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工具书，仅
仅适合职场女性。读完后，很意外。作者的文
字轻松明快，感情真挚饱满，构思在平淡中泛着
新意，枯燥乏味的职场生活，在她鲜活的文字
下，变得生动有趣。她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
告诉我们，深度思考才能深度学习，才能深度工
作，才能更好地生活。读时，不自觉地，我们就
会反观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

读完这本书，让人深刻明白了：深度思考前
的盲目勤奋，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徒劳。大脑

中走得越远，现实中走得越稳。
《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告诉我们要

认清人生的方向，找准自己的定位，你可以暂时不知
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得时刻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

作者在参加律师考试时，开考20分钟后，她很
清楚自己不想做律师，就果断自信地离开了。这本
书还告诉我们要学会放下身段，从底层做起，珍视
每一个岗位；要努力打破舒适区，才能让自己走得
更远；要时时自省，遇到困惑，要遵从自己的本心；
要大胆怀疑，在肯定的同时学会否定。

深度思考——人生最靓丽的风景

作者：【日】稻盛和夫
译者：邓超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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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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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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热书榜

中国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可
贵的创造力与凝聚力、民族自尊心与
自信力，蕴含着巨大的精神与物质的
力量，它是中华民族之魂⋯⋯

沙发 从以心传心到稻盛哲学

□贾登荣

美国人索尼娅·法乐琪所著的《农场》，是一部
精彩的纪实作品。作者通过对世界上8个国家、数
十家肉食品农场的探访，揭开餐桌上食物来源的
真相，提醒人们：工业化饲养、人工授精、滥用药物
等，不但改变了动物的基因，还有可能威胁全人类
的健康与生命，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与重视。

全书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笼里的永
夜”，作者主要讲述了她在加拿大米勒农场、布瑞克
养鸡场、查理养猪场、哈雷农场、克拉尔克家禽公
司、皮尔斯小牛肉农场、黑水屠宰场的所见所闻；而
在书的第二部分“另一个世界的曝光”中，则讲述了
她奔波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
伯利兹、美国等国家，深入走访肉食品生产基地的
经历感受。首先，作者揭开了“有机食品”的真相。
作者写道，这些年来，“有机产业就像是热气球似的
一飞冲天。在75%的美国和加拿大杂货商店都可
以买到有机产品，而调查也显示，将近半数的美国
人正试着将有机食品纳入自己的饮食之中，而有
五分之二的加拿大人每周都会购买有机食品”。
但是，作者在通过了加拿大有机食品认证的米勒
农场时却发现，“乳牛被关在牛栏里，面对着灰暗的

墙壁。颈部的锁链、排便训练器和粪沟困住它们，
使其无法向前、向上及向后移动”。同样，在另一家
供应有机鸡蛋、肉鸡的布瑞克养鸡场，她发现：鸡生
活在“没有太阳，也没有窗户”的笼子里，“它们尖
锐、凄厉的鸣叫在金属之间回荡愈来愈大声。蛋
鸡一窝蜂地涌向鸡笼昏暗的后方，彼此相互踩踏”；
而“它们吃的是一粒粒黄褐色的饲料”。仅从这两
家肉食品生产基地就可以看出，他们出品的“有机
食品”，既不是在天然环境中生长的，更没有吃绿色
饲料，而纯粹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食品。

《农场》一书的作者通过潜伏到大大小小的农
场当“卧底”，发现了有机食品只是农场主们的宣传
噱头、其实并不真正具备有机食品的内涵。除此
之外，她还发现，农场的一些饲养方式，也是值得商
榷的。一是人工授精。作者在走访大量农场后发
现，“在今天美、加地区，有90%都已经采用人工授
精的方式”。通过人工授精，“当今1头荷士登品种
的乳牛，平均每年生产大约2万磅的牛奶”。产量
虽然是大大提高了，但它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可估
量的。作者写道，“对任何物种而言，长期的物竞天
择依赖的是基因多样性”。然而，“当今世上，全球
几百万头的乳牛全都只是区区数十头公牛的后
代，这就好比原本复杂、多样的基因池只留下针孔
般的一滴。如此狭窄的基因筛选，过去从未在大

自然里出现”。那么，这中间蕴藏的危机，谁又能预
料会在哪一天爆发、危及人类的健康呢？！二是药
物的过度使用。在查理所办的养猪场，进门便有

“一股有毒的臭气环绕着我们，空气中弥漫着混杂
氨气、硫化氢、甲烷和其他难闻的粪便气体”。同
时，查理对刚刚生产的母猪注射抗生素。还对作
者说，如果母猪吃得不够，就会打一针盘尼西林。
由于经常打针，这些母猪“对于打针毫无反应，和打
针以前一样木然、无感，甚至已经没有意识到每天
都要挨上这一针”。天天注射药物，让查理养猪场
的“母猪缺乏胃口，该吃东西的时候不吃东西，一副
死气沉沉、了无生气的模样”。所以，作者面对农场
滥用药物的情况无比感叹道：“这一座养猪场和北
美洲其他无数的养猪场一样，都是深陷歧途的实
验室，它们把人变成怪物，把动物变成半死不活的
物体。”

正如《农场》的作者在书中说的那样：“真相
是一颗很难摘下，也很难抛出的苹果。”“幽暗不
会独立永存，只是因为缺少了光。”只有更多像
作者这样的人关注人类自身安全，才能揭开那
些隐藏在食品背后的肮脏与秘密，从而通过政
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改变那些影响人类健康
的食品生产方式，为全人类筑起一条牢固的食
品安全防线。

直击动物生活实况的心灵震撼 读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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