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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       文科选仕，文化育民，毕竟也支撑

了中华三千年的文明史，然而国策上的

重农贱商，贵仕轻工，扬文抑武，毕竟

缺失了国运动力的开发，数据的精准。



Ⅰ  营养篇



导语

     这么辽阔的版图，这么悠久的历史，

这么有效的管理，总有些让域民凝聚向

心的引力，顽强成长的营养。梳理一下，

会增强地域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格局自信。



¡    中华地大，但可耕地面积少，占全球1/10

的耕地，却要抚养世界1/5人。

¡   海洋面积有限，且不断被挤压。航线曾经抵

达非洲，却被岛链锁卡。



¡第一章 文化与承接

¡     第一节 文化与地理



¡一、水域安家
¡二、流域兴邦
¡三、疆域强国



黄河、帝都文化

长江、海洋文化

森林、渔猎
文化

高原、采集文化



黄河、帝都文化：炎黄文化，秦汉文化，
河洛文化，关陇文化……

森林、渔猎文化：萨满文化，黑土文化，
关东文化，松辽文化……
草原、绿洲文化：游牧文化，长生天，
满蒙文化，军旅文化……
长江、海洋文化：江淮文化，商贸文化，
水运文化，海域文化……
高原、采集文化：神秘文化，吐蕃文化
宗教文化，交融文化，……



水域安家
    伴溪流、傍淖泽、沿河流、追湖泊……

    逐水而居，择水而筑，是自古以来人类

的天性……



善于汲取、学习

¡       有平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草原文化的辽

阔、驰骋，森林文化的递进、幽静，高原文

化的傲然、神秘，海洋文化的开拓、包容，

绿洲文化的搜寻、珍重……这才使得这方文

化汲取了道家老子的超然，孔子的务实，张

骞的博望，郑和的开拓，释迦牟尼的精进，

伏尔泰的理性……



   依河、临河、追河、治河而建……
   城、镇、市、贸尽量选择靠河，所以我们才有那
么多“阳”，洛阳、淮阳、濮阳、汝阳、沁阳、泌
阳……



治水圣贤

¡      有了对河的依恋，我们更有了治河、

理河、开河、连河的经验和圣贤。大禹，

李冰，郑国，孙叔敖，西门豹，王景，

范仲淹…… 



家国情怀，主权神圣。





我国耕地面积18.37亿亩，全世界现有耕地
13.6911亿公顷，中国占全世界现有耕地面积
的7%左右

    我国耕地面积18.37亿亩，全世界现有耕
地13.6911亿公顷，中国占全世界现有耕地
面积的7%左右
    世界人口2019年为75.94亿，中国人口2019年
为14亿 ，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约1/5。



贡献：经济总量排名

       2019年经济总量排名：美国为

20万亿美元，中国为136000亿

（13.6万亿）美元，日本为49706亿

美元（4.9万亿）美元，德国为4万亿

美元，英国为2.8万亿美元……



小结
地域文化遗产：
  1.缺陷：地形复杂，耕地缺失，海域受限，
通道退让……
  2.优势：有战略纵深，利于反弹，多种地
性地貌，利于战术演练……



第二节  文化与历史

¡ 要点：
¡ 一、宗法与分封
¡ 二、皇权与吏部
¡ 三、分割与统合
¡ 四、包容与排斥



一、宗法与分封
（西周分封诸侯）



   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
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
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

5b21de3666d16



二、皇权与吏部



三省六部

     “皇权”（御批把控）、“三省”（中书

拟写诏令，门下颁布审核，尚书贯彻执行），

“六部”（工部农、水操作；兵部制械、运

作；吏部提拔亲疏；户部税收财政，刑部司

法断案；礼部典制奠仪）



三、王命与国运



“皇权”不下乡
¡     “庙堂”之上，决定政治权力，乡里之间，

决定宗亲疏密，常言说“皇权不下乡”，郡

县制，国家权力只控制至“县衙”，其余则

由县衙交付“乡绅”、“宗族”管理。“礼

乐制”作为“政治权利”、“宗法权力”共

同的维护工具。



南北朝

春秋



王位与国运

     春秋时代至清末民初，“霸权”与“仁

政”之争贯穿国史，从春秋五霸，到诸王之

乱，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更迭，到五代十国，

从东晋、南宋偏安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

看似王位之争，实则是国策之变。



                   小结    
     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英雄征战，也不

是农民起义，而是士的管理，民的凝聚。

     欧美靠掠夺、殖民、贩卖军火发家，

也靠上述国政，助力经济发展，霸势扩张。



第二章 文化与管理

第一节   组织与演变



                     导语

    中华是管理文化，有拓展，但文化普

及面受限，“皇权不下乡”。

    英法是殖民文化，重在原料的占有，

    美国是霸主文化，重在经济军事的制裁。 



¡要点：
¡ 一、部落与天命
¡ 二、天命与王命
¡ 三、独立与共和



巫  

师

帝   

王

一、部落与天命



“命”与“旨”

   部落听命于巫师，因为他传达

了“天命”，

   王国听命于“国王”应为他本

身就是“天子”。





二、王命与法制

      宋襄公因“按礼数打仗”而被列为

“春秋五霸”。







文景之治

¡    文景之治，“不是无为而治”，更不是“垂手而

治”主要措施有：

¡ 1、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

¡ 2、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 3、厉行节约，禁止浪费。

¡ 4、通过“贵粟”政策，提高农民收入。

¡ 5、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加强中央集权。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
          ——  《道德经  道经 第二十五章》



儒、道学说

儒 道 融合

处世 入世 顺势

风格 刚健 并济

取向 进取 使命

作为 有为 求同

显像 凸显 民生



第二节  排斥与包容

要点：
  一、分割与统合
  二、排斥与包容
  三、独立与共和



一、分割与统合



大汉帝国



二、政绩与商路

¡      秦皇海外访仙，张骞凿通西域，班固

开创地理，玄奘西天取经，郑和七下西

洋……或为寻药，或为联络盟友，或为

创立学说，或为探索真经，或为搜寻血

亲……不管初衷如何，但结果都促进了

商路的开发，后继者历代万千。





吏法与法理
五、共和与精英



二、排斥与包容
中国不等于中原，华人不等于汉人



国家起源

    神权论认为，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国家的权

力来源于神（天、上帝）。

    暴力论认为，国家起源于掠夺和征服，强调暴力是社

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上的奴役先于经济发展的过

程，国家的产生不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

    契约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说，它把国

家的产生说成人们订立契约并共同遵守的结果。16～18

世纪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都用契约论说明国家的起源和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唐与契丹

¡     唐朝前期,契丹各部归附唐朝,接受唐

朝册封,双方保持密切往来,期间虽然发

生过战争,但同中原地区联系不断加强,

最终融入到多民族大家庭中。



宋辽澶渊之盟

      北宋打了胜仗却签下“澶渊之盟”，之

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和平，这对

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

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为中原与北部

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赢得一

百多年的平衡。



三、独立与共和
（五族共和并非源于辛亥革命）

¡     辛亥革命开始，宣布的是duli，就是汉族从满洲

统治下duli出来，使用的国旗也十八星旗，即表达

的就是要求汉族传统的十八个省。但革命党始料未

及的是，清朝的军事大权等也被汉族袁世凯等人把

握，清朝政权有解体的趋势，外蒙古也宣布独立。

加上在袁世凯的促进下，清室和民国开始谈判和平

让国问题，于是口号才转变为五族共和。



民国初期口号“DULI”

¡      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

四个要素组成的，国家也是政治地理学名词。

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

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

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

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





小结

¡  负能量：统一与分裂比为1:2。   
¡      实际统一时间合计为953年（从公元前841年西周有确切

纪年起），其余均为分裂时间，共1908年。即三千年文明史，

两千年在动乱，分裂。

¡ 正能量：对辽阔疆域、多个民族的统一管理。

¡    56个民族，5千多个宗教团体，分裂则国弱，统一则国强。



Ⅱ  发展篇



导语
     西方至今仍爱干涉别国内政，目的                                           

是为训练“听话”的政府。

   “中华”始祖是两人（炎、黄）意味起始

便为“共和”。

  “五族共和”是“血缘”政治经战争、和

亲，挣扎2000年后改政的结果。



第三章  文化与国力

¡第一节   问天与巡天



¡要点：
¡一、驾云与穿云
¡二、望月与探月
¡三、摘星与揽星



一、驾云与穿云

¡ 1.“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升空和投入使用，如
果说地面量子通信构建了一张连接每个城市、
每个信息传输点的"网"，那么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就像一杆将这张网射向太空的"标枪"。当这
张纵横寰宇的量子通信"天地网"织就，海量信
息将在其中来去如影，并且"无条件"安全。
“墨子”笑傲太空，让“星际大战”的“信息
把控”成为泡影。







二、望月与探月





   揽月

  “嫦娥”、“玉兔”在月亮规道上的精

准对接，“月壌”送回地球……寂寞嫦

娥舒广袖，完整的现代科技，终于把祖

先“奔月”、“问月”、“揽月”等初

心由梦想变为了现实。



三、摘星与揽星





      第二节 下海与探海

要点
一、拜地与洞地
二、观海与巡海
三、钻井与绘层



一、拜地与洞地









二、巡海与探海









三、
钻
井
与
绘
层



科学家揭示

塔里木盆地深层-超深层

海相原油成因



塔里木盆地
沙雅隆起北部震旦纪地层特征

与锆石U-Pb年龄约束
¡         
¡           韩强 杨子川 李宗杰 朱允辉 
¡                 韩勇 曹远志 陈绪云
¡  
¡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第四章 文化与科技

¡    第一节    经典与型制



¡ 要点：

¡ 一、经典与型制

¡ 二、游记与地貌

¡ 三、天工与物理



一、经典与型制

¡  “经”是哲学，是“大道”，是思
想、道德、行为标准。

¡    如: “儒经”，“道德经”，“佛
经”，乃至“茶经”。

¡  





  “典”是标杆，是示范，是文献
依据，如“字典”，“法典”，
“词典，“冠典”……
   是祈愿仪式，如“出征”，“祭
祖”，“开国大典”……





¡     既树立标准，又示范实操，才更利于
当今——

¡       整饬民风，端正国风，
¡     彰显国力，祭祀国魂，
¡     强化国祚，振兴国运。







烫样



  烫样，也离
不了精准造型；
  扫描，更注
重比例、层次
的精准。



二、游记与地貌



《徐霞客游记》开篇

　  癸丑（公元１６１３年）之三月晦（每月

最末一天为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

人意山光，俱有喜态  ……

                            ——《游天台山记》



（宁海据此为当地争得“旅游节”资源）





三、天工与物理





物理学发展

¡ 经典物理学：牛顿   原子论  

¡ 相对物理学：爱因斯坦   相对论

¡ 量子物理学    普朗克   量子论





相对3.JPEG&access=215967316

相对3.JPEG&access=215967316



第二节    蓄势与夯实

¡ 要点：

¡ 一、雕版与活板

¡ 二、梦园与技艺

¡ 三、写意与工笔



一、雕版与活字





西夏文活字印刷实物



二、梦园与技艺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

沈括(1031-1095)撰，

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

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

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

记体著作。

   该书在国际亦受重视，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

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

程碑"。





《梦溪笔谈》内容
   《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

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

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

    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

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

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







三、写意与工笔







吏法与法理

吏法 法理 融合

所属 管理方法 哲学立论 理论联系实际

分支 应用法学 理论法学 法律指导应用

思维 演绎法 逻辑思维 归纳、演绎、
类比综合

侧重 实践性 理论性 实践真知

作用 规范行为 指导立法 适合地域实情

突出 针对性 说理性 合理合情





中欧班列三条线，西线、中线、东线……
中亚商路三条线，丝绸、茶马、张库……
海上商路三条线，广州、泉州、宁波……



张库大道，
经张家口、
大境门、
乌兰巴托、
恰克图抵
圣彼得堡



结语

¡ 1.没有雕版，便没有典范，没有活字，便没

有灵便；

¡ 2.没有梦园，便没有笔谈，没有技艺，便没

有规矩；

¡ 3.没有写意，便局限了格局，没有工笔，便

没有了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