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赵娅琼 副刊读书 11

《世间欢喜消遣人》 是这
样一本凝聚朱光潜人生智慧的

超然之书，书中精选了众多能
够展现其思想精华的文章，集
合成册，精装锁线装帧，并配
以精美的西方名画，让读者能
够在艺术的氛围中，欣赏大师
那典雅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
当读过这本书后，便会明白

“尘世喧嚣，生活繁忙，我们
需要偶然停驻，丢开一切，远
望遐想，为自己置一处留白，
做一个悠然消遣的人。于是，
心中便会蓦然似有一道灵光闪
烁，无穷妙悟便源源而来”。

晚综

《世界极客任正非》全景展
现真实的任正非，深入剖析华

为高速发展的内在基因，堪称
解读任正非与华为密码的扛鼎
之作。在狼性文化熏陶下，任
正非一直没有忘记并强调企业
发展中要时刻存有危机意识，
即“惶者才能生存”。华为就是
这样一家自己唱衰自己、在不
断自我唱衰中快速成长的企
业。避免盛极而衰的唯一方
法，就是拒绝机会主义，不断否
定自己，不断清零，不断让自己
回到当初的小帐篷去。华为上
上下下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我
们永远在创业。 晚综

李东洋 何静 著
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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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无悔入华夏，国家宝藏是荣耀，是隽永，是传承。8亿人次收看、海量话题讨论的
央视重磅综艺《国家宝藏》，让珍藏于历史长河的文物走到聚光灯下。从这些珍贵的文物
里，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历史从哪里走来，我们的家国何以铸建，我们的精
神拿什么培育，我们的未来需要何种眼界与胸怀。”近日，《国家宝藏》独家授权的同名书籍
出版，用汉字书写的方式来表达国宝的前世今生以及国人对国宝的关注和热爱。

央视重磅综艺《国家宝藏》同名书籍出版

感受国宝背后的中国温度

新书推荐

探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本源

这本书沉淀着中华文明。
《国 家 宝 藏》 可 以 令 读 者 在
《千里江山图》 的壮美中一窥
先人背影，在“曾侯乙编钟”
的华夏正音里聆听千年妙吟，
在“越王勾践剑”前感受中国
剑魂……九大博物馆馆长甄选
27件镇馆之宝，讲述国宝的前
世今生，带领大家探寻中华文
化的精神本源。

这本书集成着国人智慧。
文物铭记过去的历史，也成就
今天的故事。数十位国宝守护
人无论职业背景、性情性格、
学术成就，他们与27件国宝命
运交织，诉说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传奇。每一位国宝的创造
者、挖掘者、守护者都成就了
中华民族的基因宝库。

这本书普及着文物知识。
书中全部内容经故宫博物院等
九大博物馆专家审校修订。书
中收录大量节目未播出内容，
结合史料文献和专家研究成
果，梳理文物知识，揭开文物
背后的故事与历史，让更多人
在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

时，了解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和
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

通过书籍完整地捕捉和
探索历史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自
称是故宫的“看门人”，幽默
而 真 诚 的 风 格 深 受 网 友 喜
欢，被称为“一枚隐藏的高
级段子手”。他和故宫工作人
员 一 直 尝 试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

《国家宝藏》让九家国家级重点
博物馆都拿出了镇馆之宝，也
让更多的年轻人越来越了解和
喜爱文物。如今，同名书籍的
出版让他愈发欣慰，他希望通
过图书这一载体，让大家能够
再度静静地品味和欣赏这些文
物，也能够完整地捕捉历史，
从而完善自己对文物、文化的
认知。

《国家宝藏》总策划朱彤则
说：“和更多人一起探索历史，
是 《国家宝藏》 这本书推出的
理由，文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能够提供更多的深度和广度，
能够给读者带来启发和思辨，
于电视节目而言，各不相同，
但各有精彩。”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
文化远在器物之上

《国家宝藏》 展示的是藏
品，但更重要的是一件藏品里
所包含的我们的文化和精神。

《国家宝藏》所演绎的，是
当我们看到一件文物的时候，大
脑应该如何思考、如何产生脑电
波。即便在我们还不具备这种
历史知识积累的时候，也应该保
持这种好奇心去贴近他们，这才
是一件文物应得的尊严。

我相信在此之后，我们会
换一种方式看文物——文化远
在器物之上。

虽然我一直为故宫博物院
在节假日暴增的游客发愁，但
我知道博物馆和人们的距离
还比较远，参观博物馆并没能
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的生活方
式。

在一定程度上，这和博物
馆原有的“冰冷”姿态有关。

我曾经说过，如果不能让
更多观众看到更好的藏品的
话，那么即便存有世界上最多
中国文物的故宫博物院，也并
不值得我们骄傲。

《国家宝藏》的出版是一场
文化盛事。27 件文物背后是绵

延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和信仰。希望通过我们的
努力，能让大家打开书籍，了
解文物背后的中国温度，能让
更多父母和孩子理解中华文化
的精神本源，也希望有更多人
走进博物馆，亲身感受上下五
千年的中国温度。

于蕾（《国家宝藏》节目制片
人、总导演，《国家宝藏》书籍主
编）：以更温润持久的方式，丰
富更多人的日常阅读

随着一个个泰斗级人物的
参与，而慢慢地变成了理解、
认同和赞誉。开放包容的心
态，实现了两个少有交集的领
域的碰撞、拥抱，最终完美地
实现了我们共同的目标——零
门槛的文化普及，用最适合大
众传播的方式把最有价值的故
事和观点讲给更多的人听。

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创作
的成果立字 成 书 ， 让 这 些 伟
大的文明、灿烂的智慧，不
仅可以在节目中点燃众人沸
腾的热血，还能以一种更为温
润持久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的生活，丰富更多人的日常阅
读。 据《广州日报》

他们眼中的“国家宝藏”

单霁翔单霁翔

《《国家宝藏国家宝藏》，》，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出品综艺频道出品 ，，于蕾于蕾、、吕逸涛主吕逸涛主
编编，，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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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
它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
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的接
吻。”这是燕山出版社2010年
出版的《泰戈尔散文诗全集》
里面的一段诗。

读泰戈尔的诗，心灵仿
佛受到了洗涤，变得澄清。整
个人如同沐浴在春日午后的阳
光下，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生活中所有的疲倦与懈怠全都
烟消云散，整个世界也变得美
好起来。多少个无法入眠的夜
晚，我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默
念着泰戈尔的诗句，在《吉檀迦
利》轻快、欢畅的笔调中获得慰
藉，或是在《新月集》轻盈、优美
的意境中流连忘返，躁动的心
绪也逐渐恢复平静。

学生时代，最早是从《中
学生阅读》 摘录的《飞鸟集》
的一些片段中接触到泰戈尔
的。第一次读这些诗句就被深
深感动，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我用笔将这些充满神性与灵性
的诗句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笔记
本上。由于感触太深，仅一遍
就将这些诗句烂熟于心。“果
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
是甜美的，但还是让我在默默
献 身 的 阴 影 里 做 叶 的 事 业
吧。”一定要做一个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的人，以后生活
中有关名与利的所有困惑，我
都从泰戈尔的这句诗中得到了
解答。

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地读
了不少有关泰戈尔的诗，他是
在用灵魂歌唱，用生命创作。
诗句中包含着隽永深邃的人生
哲理，涵盖了人一生中的各个
阶段。读这些诗，犹如良师益
友，指点着生活前进的方向。
当我终于有了一本《泰戈尔散
文诗全集》 时，简直如获至
宝，爱不释手。在书中，泰戈
尔告诉我：“生命因了‘世界
’的要求，得到他的资产，因
了 爱 的 要 求 ， 得 到 他 的 价
值。”他在诗句中流淌着对世
间万物无比深沉博大宽广的
爱，是这本书，教会了我去
爱，以及如何爱人。

泰戈尔的诗句，闪耀着智
慧的光芒。当心生抱怨时，想
想“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
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当
缺乏进取之心时，想想那句

“我们在热爱这个世界时，便生
活在这个世界上。”；当踟蹰不
前时，“离你越近的地方，路途
越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
苦的训练。”给你指引方向。

1913 年，泰戈尔以诗歌集
《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实至名归。他清新优美的
诗句，犹如春日降下的甘霖，滋
润着每个读者的心田。他的散
文诗中处处是春天，处处是乐
观、童心、善良、希望，与圣洁的
爱。读这样的诗句，是一种美
的享受和精神的疗养，它是医
治心灵的良药，让精神的后花
园始终花团锦簇，美不胜收！

医治心灵的良药
——《泰戈尔散文诗全集》品赏

《世间欢喜消遣人》

朱光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世界极客任正非》

读书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