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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评传》

近日 ，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了先秦诸子研究领域
专家 、
历史学者王长华教授的社科专著《孔子答客问》。
王长华现任河北
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
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
河北省中国畿辅学研究中心主任 ，
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孔子答
家、
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 。
王长华在先秦诸子领域深耕数十年 《
客问》一书便是其研究成果的结晶 。
在充分占有史料并严谨辨析论证的
基础上 ，
采用活泼生动的“问答”文体 ，
系统全面地呈现了孔子的生命历
程和思想脉络 。

[美]聂华苓 著 刘玉杰 译
凤凰壹力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沈从文评传》
英文版第一版于1972年由
美国纽约传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聂华苓是著
名的华裔女作家，
在华语文学世界拥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力。
在
《沈从文评传》
中，
作者不仅
介绍了沈从文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
讲述
了沈从文从士兵到作家、艺术史家的人生
历程，而且还从美学与艺术性的角度，论
述了沈从文及其作品对中国文学的独特
贡献，对沈从文作品的现代主题、风格和
意象进行了评论与分析，旨在帮助读者
读懂这位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
响，
至今仍备受推崇的文学大师。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马识途

专业性+趣味性

与孔子跨越时空
“面对面”
交谈

一尊圣贤塑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
格的人。

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
全新审校修订
家、教育家，孔子被尊为“至圣”
“万世师
光环之下的真实面容
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及其思想 “看见”
《孔子答客问》全书分为十一个章
不仅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长期居
节，一问一答间，仿佛孔子循序渐进地
于核心地位，更对东亚、东南亚各国乃
至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我 “引领”我们深入他的世界。首章《生命
的历程》如同一部人物小传，依时间顺
国，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热潮长期延
续，广大读者热衷于通过阅读儒家经典
序完整铺展孔子的生平经历，使读者首
及相关著作了解这位“至圣先师”。然而
先对孔子其人有基本的了解；其后六章
有关孔子的作品中，学术著作往往精深
分门别类阐述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
教育、美学以及经济、军事和历史思想，
晦涩，令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故事、传
将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进行系统梳理，
记等形式的知识普及读物则难免浅尝
帮助读者在宏观把握孔子思想框架的
辄止，难以充分满足读者进一步探索研
究的需要。在此背景下，
《 孔子答客问》
基础上，进一步往深处探索；最后四章
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可谓独树一帜：
则介绍孔子的弟子、友人，以及孔子的
在内容方面，本书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
思想学说在国内外的发展和影响，由
此，对孔子形象的呈现不再局限于孤立
理念，蕴含丰富史料的同时展现了诸多
的个体，而孔子的思想如迸涌的清泉，
创新研究成果，立论严谨，逻辑清晰，对
源远流长，也充分得以展现。
孔子的身世际遇、思想学说等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梳理；在形式方面，本书更是
对于孔子的思想学说，许多未深入
独出心裁，通篇以问答方式写就，使读
研究的人或许亦有误解——
— 那些不是
者化身“门客”，孔子则“亲自”答疑解
封建的“僵化教条”吗？在现代社会，孔
子的儒家思想还能有多少积极作用？本
惑，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生动直观。阅
书准确把握孔子的思想脉络，对孔子以
读本书，仿佛跨越时空，与孔子展开面
对面的交谈，这位圣哲似乎不再仅是高 “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进行了细致剖
高在上接受崇敬与膜拜的存在，而成为
析。孔子的观点最初是怎样的？儒家思
我们身边亲近的老师、熟悉的长者，令
想在历朝历代如何发展演变？那些被抨
人倍感亲切。
击的内容，有多少真正是孔子自己的主
张，有多少是后世学者基于自身理解或
本书中，
“ 门客”的提问反映出学
出 于 不 同 目 的 而“ 阐 释 ”
“改
界、坊间关切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常年
进”后的理论，又有多
争论不休的热点、难点；
“ 答问”则基于
详实的史料、审慎的考据分析以及对孔
少是世人附会、
子精神气质的准确把握。本书有助于消
曲解的结果？
除对孔子的刻板印象——
— 孔子或许是
我们最熟悉的人之一，却也可能是我们
误会最深的人。教科书、文艺作品中可
能只展现出孔子性格的部分侧面，谈起
孔子，许多人脑海中或许只有由“智慧”
“谦逊”
“善良”等元素构建的模糊影子。
而通过本书的阐释不难发现，较之温和
无棱角的模糊形象，历史资料中的孔子
个性鲜明，不时展现出自信、乐观、果决
的一面。孔子也曾年轻气盛，有过初生
牛犊不怕虎并因此受挫的经历；变为成
熟的成年人后，面对内心反感却必须登
门拜谢的人，孔子也会使用圆滑的“小
技巧”，特地挑选对方不在家的时间前
去拜访。对于具体的学生，他会有自己
的偏爱；对于朋友，他会不留情面地“吐
槽”……阅读本书，透过种种令人会心
一笑的“自白”，我们认识的孔子不再是

本书一一分析作答，还“孔子的儒家思
想”以本来面貌，展现孔子思想的学术
命运，继而揭示出孔子的思想历经时间
淘洗，
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原因。
本书1997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首次出版，很快售罄，1998年3月第二
次印刷；2010 年中华书局重排出了新
版，因为当时杂事较多，王长华一时腾
不出手修订。
“ 从中华书局版面世距今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本人仍不时收到学
界信息，说市面已很难买到是书，特别
是一些青年朋友，很希望这本小书再次
出版。”王长华表示，
“为了弥补缺憾，这
次出版我又认真审读了全书，对前面两
版中存在的个别错字和欠通畅的句子
一一加以修改，文中夹注一律统一体
例，个别文字也做了小范围调整。
”
距离本书初次出版已过去了二十
三年，但书中的基本观点，特别是王长
华对孔子及孔子思想的基本判断仍未
改变。
“我依然坚持认为，孔子是中华民
族伟大的文化先驱，孔子思想是可入世
界民族思想之林的伟大思想，但孔子也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古时期老人。”在
专为本书新版本书写的后记中，王长华
教授如是说。阅读这样一部“祛魅”之
作，相信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孔子的独特
人生和他生活的时代，看见光环之下真
实可亲的面容，充分感受这位梁启超口
中“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伟大”的先哲独
特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107岁高龄的马识途所作首部甲
骨文著作。
是唯一公开出版的西南联大甲骨
文笔记，
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兼具文学性、
知识性、
思想性和趣味性。书中鲜活再现
了国立西南联大语言文字学家罗常培、
唐兰、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妙趣横生的
授课场景，
生动展示了大师们精勤治学的品
质、
谦逊严谨的人格魅力和自由开明的名校
教学风貌。
全书包含上、
中、
下三卷，
从不同角
度全景式展现甲骨文魅力。

《百年百篇新诗解读》
叶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百年新诗发展的进程，众多诗人繁
星散布，诗作更是浩如烟海。本书试图在
诗海中探寻明珠，在众多诗人中选择了
胡适、艾青、穆旦、卞之琳、徐志摩、戴望
舒、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昌耀、北岛、顾
城、舒婷、海子等人的一百首佳作加以点
评，期于从对诗歌作品的感悟中，体现人
性中对美的追求和对时代脉动的体验。

《深时之旅》
[英]罗伯特·麦克法伦 著
王如菲 译 新经典丨文汇出版社

“深时”是地质时间概念，是地下世
界的计时单位。在萨米族传说中，地下世
界像是人世的颠倒镜像，地面就是镜面，
“生者直立，而逝者行走时上下颠倒，二
者的脚彼此接触”。
本书讲述的是黑暗之旅，
是对深时世界的
深海实验室、
求知之行。
从中石器时代藏骸所、
森林菌根网络，
到双生地下城、
地下无星河、
战
时万人冢，
再到洞穴岩壁、
冰臼、
核废料处置
库……我们脚下的世界，
不只安顿着黑暗和死
亡，
也珍藏着隐秘的人性、
漫长的文明。

《海边的房间》
黄丽群 著 理想国丨河南文艺出版社

《海边的房间》
是中国台湾新生代小说
家黄丽群的短篇小说集。
十二个坏掉的人，
十二个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好故事。
小说家
熬制典雅细密的汉语，
精巧布局，
将人间悲
欢斩落整齐，
写出一个城市畸爱者的幽冷世
乡间卜算师与
界：
老公寓里的弃女和养父，
患病的儿子，
梦游的宅男，
中年独居女人和
三花猫……语言的俏皮与一个个意料之外
被冻住的结尾，
以及对平凡人事细致入微的
体察，
构成作品特有的文字张力。
无常往往
最平常，
黄丽群的世情书写，
温热冷艳，
拨动
平凡市井里的人心与天机，
失意人的情欲与
哀伤，
我们日常的困顿与孤独。

王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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