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国民需要的读书品位观念导引

读书的品位
- 作者：梁启超 - 分享者：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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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热身

问：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大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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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热身

答：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大量阅读？

从认识自我

（阅读+实践）

到构建自我的知识和精神体系

（大量阅读+大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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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热身

问：从图片你能读出什么信息？从文字中你读出了什么信息？

正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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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热身

答：读出正三角形的性质

1. ∠A=∠B=∠C=60°

2. AB=AC=BC

3. h=a • sin60°=a • √3/2

4. S= a² • √3/4

5. 中线、高线、角平分线，三线合一

6. 重心、内心、外心、垂心，四心重合

7. 内切圆半径r=a •cot(π/3) •1/2= a • √3/6=h/3

……
正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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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热身

答：从《关雎》这首诗中读出画面感
1. 雎鸠求偶关关而叫，说明是春天的故事；

2. 缓水方能成洲，故事发生在浅水缓流的沙洲；

3.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的叶子是漂浮

在水面上的水草类植物，生长于平静流淌

的小河。展开了春日在平静小河边的画面；

4.   短诗讲述了男子邂逅、钟情、思念、行动，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他取悦之法，

不装大款，不送美玉，而用“礼”和“雅”，

表明周朝人追求一种自然、浪漫、阳光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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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目录

1.引子 - 《读书指南》讲什么

2.选书 - 读书的品位

3.读书 - 读书法的择取

4.为人 - 读书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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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目录

1.引子 - 《读书指南》讲什么

2.选书 - 读书的品位

3.读书 - 读书法的择取

4.为人 - 读书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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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问：读书话题，为何选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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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答：读书话题，为何选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的书？

1）晚清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会通；

2）政治新旧交替，人文学术勃兴；

3）梁启超一生经历横跨政治、学术、教育多领域，

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就在其时代均为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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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答：读书话题，为何选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的书？

陈
寅
恪

郑
振
铎

胡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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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问：《读书指南》的内容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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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答：《读书指南》的内容和内涵？

1）内容：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附录（读书治学短文若干）

《梁启超全集》21卷

出版：北京出版社

页数：6303

定价：¥ 2180

年份：1999.07

《饮冰室合集》40册

出版：中华书局

页数：11368

定价：¥ 1365

年份：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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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答：《读书指南》的内容和内涵？

1）内容：《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目录如下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丙）韵文书类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戊）随意涉览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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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答：《读书指南》的内容和内涵？

1）内容：《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目录如下

一、论语孟子 二、史记 三、荀子 四、韩非子

五、左传国语 六、诗经 七、楚辞 八、礼记大戴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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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答：《读书指南》的内容和内涵？

1）内容：附录题目如下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治国学杂话》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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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答：《读书指南》的内容和内涵？

2）内涵：

选书之品位——选经典，不带时代性的书

读书之方法——下笨功夫苦功夫，钞录或笔记

为人之要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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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目录

1.引子 - 《读书指南》讲什么

2.选书 - 读书的品位

3.读书 - 读书法的择取

4.为人 - 读书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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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问：人的时间生而有限，如何面对读书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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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答：人的时间生而有限，如何面对读书效率问题？

有选择性的阅读。

知识点：读书速度的两个瓶颈——

1）人脑接收信息的带宽。

2）人眼识别文字图像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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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问：什么是品位？如何高效构建自我的读书体系？

典故：

已故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首晟教授曾经上过杨振宁先生的文献阅读课。

杨先生当时提到了“品位”一词，杨振宁先生说：一个人习惯读什么样的物理学论文，

决定了他在物理学领域走多远。品位不够，了解的知识点再多，也做不了大学问。

如果满足于随便找论文就读，看一个热门的课题就去研究，那你的论文写得再多，

也只能是二三流的研究者。能在众多文章中迅速找到品位高的，是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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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答 1 ：什么是品位？

读书的品位是土壤——有什么土壤种出什么样的植物；

最深层的阅读是树根

——根要扎得深，根系要发达，才能吸收养分长出大树；

比深层次阅读稍微浅一点的细读，是树的枝干；

大量的浏览是树冠树叶。

百科：品位在矿冶概念里，是矿石中有用元素的百分率；

品位在生活概念里，泛指品质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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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答 2：如何高效构建自我的读书体系？

例如，构建某一领域高品位知识体系的科学途径：

第一步，从阅读“正统”书籍或文献开始（找到基准线）；

第二步，阅读权威的综述文章（近十年的成就和研究进展）；

第三步，阅读一些有趣的专著书籍或文章（多方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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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例1：梁启超从国学入门书目遴选列举最低限度必读国学书目，

若能依法读之，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

《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

《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

《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

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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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例2：读5篇综述文章，可大致了解某一领域，获得不被忽悠的判断力。

在美国，不同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权威期刊定期有综述文章。

科学领域：《科学》（Science）

医学领域：《展望》（Perspectives)在线杂志

工程领域：《频谱》（IEEE Spectrum）

金融领域：《巴伦》（Barron’s)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PS:《福布斯》和《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水平一般，

只能算消遣性质的杂志，不能他们的内容做投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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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书
例3：找到了阅读的基准线，有趣的专著可引起潜在读者持续关注。

历史领域：《明朝那些事儿》《丝绸之路》

文学领域：《金瓶梅》《菜根谭》

科学领域：《别闹了，费曼先生》《从一到无穷大》

经管领域：《中国式管理》《马云内部讲话》

PS:如果对某一领域不了解，一开始就读观点鲜明的专著，虽然有新意，

但多事一家之言，很容易被作者个人思想误导和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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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目录

1.引子 - 《读书指南》讲什么

2.选书 - 读书的品位

3.读书 - 读书法的择取

4.为人 - 读书人的目的



MOST

29

3. 读书

问：对于扩充知识方面，我为什么反对“樊登听书”？

答：一本书被主讲人压缩归纳，

并带有个人主观看法的

商业音频，听众真正能

保留的内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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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书
曾国藩的读书法

一、读书要交友拜师

二、读书先立志

三、书分为“看”和“读”两大类，分别对待

四、凡读一书，必须通阅全书

五、读书要结合实际，强调理解记忆，反对死记硬背

六、读书须多作札记



MOST

31

3. 读书
梁启超的读书法

一、所读之书分为精读的和浏览的（鸟瞰式和解剖式）

二、勤做笔记

三、读书要有经纬（主动读书，自设主题）

四、常常复习和总结（与人讨论和总结最能掌握一书价值）

五、有些内容做到“熟读成诵”（有价值之文学作品，有益身心之格言）

六、读书要有述作（以为创作做准备的心态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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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书
毛泽东的读书法

一、广收博览，发展创新（多读：读书数量种类多）

二、领悟真谛，掌握方法（多思：读书认真思考多）

三、大量批注，言如珠玉（多写：撰写札记心得多）

四、考察社会，读无字书（多问：读书不耻下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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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书
张五常（为知识）的读书法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二、思想集中才有兴趣（兴趣是集中思想盎然而生的）

三、问比答重要（what问事实，how问方法，why问理论）

四、书分三读——快读大意、慢读细节、选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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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书
樊登的读书法（知识的自我反刍）

一、读书先建立底层积累

经济学、心理学、国学、管理学、逻辑学、哲学、人生经验

二、知识的自我反刍

阅读时少画重点；读完后间隔一段时间；回忆全书；把自己作为传播者

三、注意事项

阅读切忌间断；放下目的心，增加阅读与大脑摩擦；重复第二条，把书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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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目录

1.引子 - 《读书指南》讲什么

2.选书 - 读书的品位

3.读书 - 读书法的择取

4.为人 - 读书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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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人——摘自梁启超《为学与做人》

问：读书人的目的在何处？

答：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其圆满状态，

先哲名之“三达德”——智，仁，勇。

智仁勇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具备此三样，才能成为一个人。

问：如何评判一个人做到“三达德”？

答：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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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人

问：怎么样才能不惑呢？

答：首先要养成判断力——

第一步，最好须有相当的常识；

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或学识）；

再进一步，有遇事能断的总体的智慧。

一般常识为小中学所教，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是这项专门学识，

智慧需要磨练粗浮的脑筋，叫他变得细密而踏实，将养昏浊的脑筋，

叫他变得清明。一件事到面前，能从容莹澈的判断他，则不至于惑。



MOST

38

4. 为人

问：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会不忧呢？

答：仁——普遍人格之实现（子曰：仁者人也）；

大凡所忧之事，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

普遍人格可引申为“人生即是宇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宇宙进化几万万里，人生只挪一寸两寸，仁者看透道理，相信只有不做事，
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

仁者只为学问而学问，只为劳动而劳动，没有拿学问劳动为手段换取某种

目的，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和艺术化，自然不忧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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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人

问：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答：不惧是意志方面的事，

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

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若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则万劫沉沦。

孟子又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虽千万人吾往矣”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之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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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人

问：梁启超如何劝人为学？

答：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部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

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

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

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练，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

自然会有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

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

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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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问：我以后的思客读书会分享计划？（路线——博雅 Liberal Arts）

答：1，科技史纲（已讲） 7，经济、金融与管理

2，读书品位（已讲） 8，政治学与军事

3，文学与创作 9，哲学与宗教

4，历史文明 10，国学与符号学

5，人文地理 11，具体艺术（音乐、电影、建筑）

6，数学与逻辑 12，具体科学（化学、物理、信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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