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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因为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
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它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
定的。《礼记》 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著作，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
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超《荀子》。

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
重要经典。唐代设科取士，把 《左传》 和 《礼记》 列为大经，《仪
礼》《诗经》和《周礼》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较通畅，难度
较小，且被列为大经，虽然它比 《仪礼》 的字数多近一倍，攻习

《礼记》的人还是很多。明代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
为什么 《礼记》 越来越受重视呢？因为 《仪礼》 记的是一大堆

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而 《礼记》
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
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
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
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
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秩序从而获得“长治久
安”的不容忽视的方针。这就是 《礼记》 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
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礼记》中的很多篇章，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都曾见到，如：“虽有
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
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
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意思是说：教授别
人和自己学习，共同构成自己学习的两半。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荀子

《劝学篇》的起止，甚至能看到后来韩愈的《师说》的思想源头。
《礼记》 中还有这样的话：“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

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
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
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
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可见
当时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当完备，没有那样的教育，哪里会有光耀千
古的诸子百家和春秋精神？

《礼记》中也有对当时的教育的批评：“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
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
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
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又说：“善学者，师逸
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
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
善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
后尽其声。不善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礼记》 在今天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是迫切的需求。任何一个
国家，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各行各业，各种场合，若是没有全面的、
普遍而自觉执行的礼仪，绝对不能称之为文明。大至国家仪式，小至
待人接物，无论生活方式还是伦理思维，都
需要健康而完整的程序和规矩，这些程序和
规矩，就是礼。今人当然不能照搬古人的
礼，但需要有自己的礼，需要可以操作的形
式。见死不救、受到慷慨救助后扬长而
去，甚至编造瞎话污蔑救人的人，这些都
是一个社会不能容忍的非礼行为。

《礼记》：

儒学礼仪之圣典
王兆军

“请给我一对‘绢花’。”一位美国女游客听
了介绍后，一字一顿地读出这个新奇的名词。

“小宝，这是古琴，好好摆个造型。”一
个小胖子听从妈妈的指挥，乖乖地手抚在琴
上准备拍照。

日前，为纪念曹雪芹诞辰 300 周年，北
京市曹雪芹学会、海淀区委宣传部在北京植
物园曹雪芹故居，联合主办了一场以“梦回
红楼，狂欢西山”为主题的“红迷嘉年
华”。众多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外游客穿
一身古装、酌一杯黄酒、涂一只风筝，重温
名著《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亲身体验做

“红楼梦里人”的乐趣。
活动共举办58场体验活动，包括红学家

讲演、赏汉服、观越剧、品茶艺、绘曹氏风
筝等。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游客在这里可以全面地了解各种与 《红楼
梦》相关的古典文化。主办方还设计了“金
陵十二钗”盖章抽奖活动。游客在入口处领
到一本红色小手册，每浏览园区的一个部分，
就会获得一个盖章认证，集齐之后可以参与
抽奖，其中3处需要答对题目才能“通关”。题
目自然都与《红楼梦》相关，例如“秦可卿房中
所挂唐伯虎画的名称”“《红楼梦》中下的是什
么棋类”等。游客们表示，这样的互动游戏能
增进读者对《红楼梦》的了解。

孟繁强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大四学生，作
为学生志愿者，他的工作任务是扮演贾宝玉
与游人互动。他头戴金冠、身穿古装、手捧
诗书，在曹雪芹纪念馆周围走走停停，常有
游客跑来与他合影留念。“虽然已经扮演3天
了，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小孟笑着说。

京城举办“红迷嘉年华”
李 贞 谭思宇

一位外国朋友在活动现场一位外国朋友在活动现场

唐河有了文化新名片

韩国总统朴槿惠曾说：“在我最困难
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
塔的，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

《中国哲学史》。”其实，冯友兰家族出了
不止一个文化名人。《冯门望族》（中州
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书，以120多万字的
篇幅，真实记录了河南省唐河县冯家这
个在学界大名鼎鼎，直到今天仍有巨大
影响的名门望族。

康熙五十五年 （公元1716年），山西
高平一个名为冯玉文的农夫带着儿子到
唐河寻找生路，不意竟蹚出一条宽阔道
路。这条路延伸到第四代孙的时候，却
陡然狭窄，几近中断。第五代孙含羞忍
辱在院中栽下一株腊梅和一棵银杏后，
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使得道路渐阔渐
坦，将世人梦寐以求的“耕读传家”“书
香门第”的匾额牢牢地挂在了冯家的门
楣上。到第七世孙时，冯友兰、冯景
兰、冯淑兰 （沅君）“冯氏三杰”享誉学
术界。冯门家族的发展演变也衬托出中
国传统社会的变迁。如今，《冯门望族》
一书成为唐河县委、县政府对外推介唐
河的一张文化新名片。

（金少庚 鲁新建）

为纪念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成立 60 周
年，日本侨报社根据
日本是漫画大国、日
本读者无论男女老少
和年龄大小都喜欢阅
读漫画的特点，日前
出版了第一本用漫画
介绍新疆的书《新疆
物 语》。 书 讯 发 表
后，很快入选日本
Amazon 网购书店中
国图书类第一名。日
本著名记者八牧浩行
评论说，该书图文并
茂地介绍了新疆的历

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经济发
展、旅游资源，有助于读者理
解中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
带一路”思想。创价学会参议
兼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
研究员三津木俊幸在长篇读后
感中称赞在日本出版漫画版

《新疆物语》 是个创举。该书
由中国漫画家联合会会长王麒
诚著、日本日中翻译学院本田
朋子翻译。

（段跃中）

用
漫
画
向
日
本
介
绍
新
疆

《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出版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主编的《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中
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 收入了他50多年来从中国大陆和香港、台
湾以及日本搜集的 100 多种珍贵史料，约 37 万字。很少有人知道，
日本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办于1925年3月，同年8月，由日本“关东州
递信局”开办的大连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使用的是日本无线电台的
呼号，并强制中国居民购买只能听日伪广播的廉价收音机，强令没
收可以收听外台的短波设备。日本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
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共开办60多座日伪广播电台，开展殖民地奴化
教育、毒害中国听众、侵犯我国广播主权。

（沈兴耕）

《大同经》和《信仰经》出版《大同经》和《信仰经》出版

落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作北风
呼。黄杨倔强尤一色，白桦优柔以半
疏。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
书。拟约三九吟梅雪，还借自家小火
炉。

——宋·紫金霜《立冬》张铜彦书

书法家简介：张
铜 彦 ，1958 年 10 月
生，河北高阳人。中
国书法家协会五、六
届理事。能写多种书
体，尤擅隶书、行楷
书。书法作品先后入
展“三晋杯全国首届
公务员书法大展”“第
二届北京国际书法双
年展”、第二届中国书
法兰亭雅集“兰亭书
法双年展”“第八届、
第十届、第十一届国
际书法交流大展”“情
境书法大展”“第十一
届国展名家特邀作品
展”等，多次担任全国
书法大展赛的评委、
监委。2008年隶书作
品荣获“第三届中国
榜书大展”一等奖；巨
幅隶书作品《苏轼词
赤壁怀古》被人民大
会堂收藏；“情境书法
大展”隶书对联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隶书
作品被中央档案馆收
藏，颜楷、魏楷作品入
编全国高校书法教
材。

“以英文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的
官方版本，这还是第一次，可谓‘零
的突破’。”10 月 21 日，在 《中国抗
日战争史简明读本》英文版出版座谈
会上，该书中文版编写组的首席专家
支绍曾如是说。

25 万 字 、 60 余 幅 珍 贵 历 史 照
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央编译
局专家组数月辛勤工作的成果。它向
世界讲述了中国抗战历史的真相。

弥补历史空白

中 央 编 译 局 的 外 籍 专 家 Holly
Snape 是英国人，她有一个美丽的中
文名：桃李。她与美国专家及很多中
方专家一起，全程参与了《中国抗日
战争史简明读本》的翻译工作。

在桃李所受的教育中，中国抗战
几乎是一个空白。“说起来真的特别
遗憾，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基本
不会学到中国在二战时的贡献，更不用说重大的贡献了。很多西方人可能根
本都不知道中国是二战盟国的一部分。很多国外研究用的都是日本资料。”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桃李这样说。

支绍曾表示，这种情况也和中国关于二战的研究、译介、宣传长期滞后
有关系。

正如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所言，在西方人眼中，中
国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盟友”。外界对于中国在漫长抗战中付出的沉重代
价、作出的巨大贡献缺乏认识，即使知道中国参战的人，也往往将其视为

“次要战场”；同样，不懂中国抗战的读者，也很难理解这场战争给现代中国
进程、中国社会与民族心理带来的深刻改变。“了解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贡
献，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当代‘过敏’的一些情绪，包括中日关系、中国当前
的政策都有帮助。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桃李说。

负责本书出版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告诉本报记者，在法兰克
福书展上，一些德国朋友给予本书很高的评价。他们告诉我，以往二战“欧
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主战场在欧洲，往往忽视东方主战场尤其是中国的地
位。通过这本书，西方读者可以对此有新的认识。

艰辛的翻译历程

翻译工作是艰辛的。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英文处处长王丽丽告诉本报
记者，从3月底接到任务，到7月初交稿，中间只有70多个工作日，加班加点
是常态。而在翻译过程中，该书的中文版本还经历了两次修改。

单看书名，就能看出翻译工作的创新。本书英文名为“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内含深意。

桃李说，“抗日”以前有过很多译法，比如“anti-Japanese”，不但无法体
现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而且也体现不出“抵抗”的意思，听起来更像是

“反日”“反日本人”，和这场战争的本质相差甚远。因此，他们选用了“resis-
tance against”这一西方读者都很熟悉的词组。在二战史语境中，“抵抗纳粹”
用的就是“resistance against the Nazis”。

“中国人从小就知道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但西方读者不一定知道。所以，
在翻译过程中就要体现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王丽丽说。对于日军“侵华”
战争，书名中使用的是“aggression”。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用“invasion”的译
法，但这个词更强调是军事入侵，而且可能还是合法的；但用“aggression”，
就能体现出日军对中国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的全面侵略，表明战争的
根源不在中国。

词语的变化，体现出话语体系转变的意味。这本书非常注重与国际语言
对接，有时甚至为此改变句子的结构、改换方式进行表述。“我可以很自信地
说，翻译之后的这本书，西方读者读起来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非常顺
畅。”桃李表示。

翻译组还在历史细节的考证、术语的翻译上花了大量时间。在中文版
中，几乎每一段文字中都会出现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而其中很多术语都

被 日 方 翻 译 过 ， 比 如 “ 九 一 八 事
变”，日方的翻译是“Manchuria In-
cident”（满洲里事变），看上去很中
立。桃李甚至对“Manchuria”（满洲
里） 这个词语表示了疑问：“我们以
前读书看到这个词，根本不知道这是
中国的领土。”

因此，翻译组进行了大量日文、
俄文、英文和中文相关史料的交叉查
证，求证了许多原始材料，更正了许
多错讹、衍生和丢失的说法译法。

“只有这样，才能把这本书做成真正
的信史。”编译局英文处副处长刘亮
说。

突破性的创新

虽然是翻译，但在支绍曾眼中，
这本英文版的中国抗战史，还是有很
多“再创造”。

“主要是从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出
发，提出了很多中文语境中可能顺理成章、一笔带过的问题。比如细菌战、
化学战的罪证问题，不同语言史料之间存在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证。而
一些历史上的地名，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都有变化，也需要去跟踪。这次翻
译，其实也给中国的抗战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课题，督促我们加强研
究，逐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支绍曾说。

编译局资深翻译童孝华告诉我们，在中文语境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表态性
质的修饰词，比如“大好河山”“宝贵生
命”“胜利会师”“错误政策”等，落实
到英文里，就显得逻辑不顺畅、表达冗
余。西方读者不喜欢在历史叙述中加入
评点性质的表达，所以在翻译中，这些
排比、限定、修饰性的词语，能去掉的
就去掉了。

“我们希望在历史翻译中尽量做到客
观中立。”桃李表示。这种“客观中立”
也体现在对抗战史的全面叙述中。本书
正面肯定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正面战场
的作用，也详细记录了其在抗战初期的
消极政策和相持阶段的动摇甚至挑起摩
擦和内战的行为；也展示了中国远征军
开赴缅甸，与英缅军并肩作战的历史，
表现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性。

该书电子书将在亚马逊等一些国际
电子商务平台上面向全世界读者销售。

“这本书一定会在国外的政界、学界、思
想界产生积极影响。”刘明清说。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英文版问世

向世界讲述中国抗战真相
本报记者 申孟哲

世界知识出版社日前出版了巴湘经学论著 《大同
经》和《信仰经》。

《大同经》是阐述大同思想的时代精品，它追溯了
尧舜时代倡行“天下为公”思想的最初蕴涵，揭示了一个

东方民族千古兴亡的内在规律。而 《信仰
经》 是信仰哲学的延伸，也是崇尚和学的高

度体现。 （祝 龙）

饥寒交迫中战斗了14年的东北抗日联军之一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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