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皇子七岁上开始读书，聪明颖悟，绝

世无双。 皇上看见他过分灵敏，反而觉得担

心。他说：“现在谁也不会怨恨他了吧。他没

有母亲，仅为这一点，大家也应该疼爱他。”

皇上驾临弘徽殿的时候，常常带他同去，并

且让他走进帘内。 这小皇子长得异常可爱，

即使赳赳武夫或仇人，一看见他的姿态，也

不得不面露笑容。 因此弘徽殿女御也不欲

摒弃他了。 这弘徽殿女御除了大皇子以外，

又生有两位皇女， 但相貌都比不上小皇子

的秀美。 别的女御和更衣见了小皇子，也都

不避嫌疑。 所有的人都想：这小小年纪就有

那么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真是个非

常可亲而又必须谨慎对待的游戏伴侣。 规

定学习的种种学问， 自不必说， 就是琴和

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 这小皇子的

多才多艺，如果一一列举起来，简直如同说

谎，教人不能相信。

这时候朝鲜派使臣来朝觐了， 其中

有一个高明的相士。 皇上闻此消息，想召

见这相士，教他替小皇子看相。 但宇多天

皇定下禁例：外国人不得入宫。 他只得悄

悄地派小皇子到招待外宾的鸿胪馆去访

问这相士。 一个官居右大弁的朝臣是小

皇子的保护人， 皇上教小皇子扮作这右

大弁的儿子，一同前往。 相士看了小皇子

的相貌，大为吃惊，几度侧首仔细端详，

不胜诧异。 后来说道：“照这位公子的相

貌看来，应该当一国之王，登至尊之位。

然而若果如此，深恐国家发生变乱，己身

遭逢忧患。 若是当朝廷柱石，辅佐天下政

治呢，则又与相貌不合。 ”这右大弁原是

个富有才艺的博士，和这相士高谈阔论，

颇感兴味。 两人吟诗作文，互相赠答。 相

士即日就要告辞返国。 他此次得见如此

相貌不凡之人物，深感欣幸；如今即将离

别，反觉不胜悲伤。 他作了许多咏他此种

心情的优美的诗文，赠与小皇子。 小皇子

也吟成非常可爱之诗篇，作为报答。 相士

读了小皇子的诗，大加赞赏，奉赠种种珍

贵礼品。朝廷也重重赏赐这相士。此事虽

然秘而不宣，但世人早已传闻。 太子的外

祖父右大臣等闻知此事， 深恐皇上有改

立太子之心，顿生疑忌。

皇上心地十分贤明。 他相信日本相术，

看到这小皇子的相貌，早就胸有成竹，所以

一直不曾封他为亲王。 现在他见这朝鲜相

士之言和他自己见解相吻合， 觉得此人实

甚高明， 便下决心：“我一定不让他做个没

有外戚作后援的无品亲王亲王的等级是一

品到四品，四品以下叫作无品亲王。 童年封

亲王，规定是无品亲王，地位甚低。 ，免得他

坎坷终身。 我在位几年，也是说不定的。 我

还不如让他做个臣下，教他辅佐朝廷。 为他

将来打算，这也是得策的。 ”从此就教他研

究有关此道的种种学问。 小皇子研究学问

之后，才华更加焕发了。 教这人屈居臣下之

位，实甚可惜。 然而如果封他为亲王，必然

招致世人疑忌，反而不利。 再教精通命理的

人推算一下，见解相同。 于是皇上就将这小

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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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是日本不朽的“国民文学”，开启了“物哀”的时代，对后世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 被誉为日本文学的灵感之源和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

作品成书于大约公元 1001 年至 1008 年间。 小说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以源氏家族为中心，前两部描写了光源氏

与众女子种种或凄婉或美好的爱情生活，第三部以光源氏之子薰君为主人公，铺陈了复杂纷繁的男女爱情纠葛事件。 全书原文近

百万字，400 字稿纸用了约 2400 张，共五十四回，涉及三代人的生活，历经四代天皇，历时七十余载，出场人物近五百位。表现出平

安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北宋时期）宫廷生活的百态，为平安盛世的贵族生活留下了翔实而丰富的剪影。 故事秀逸出众，心理描写巧

妙入微，结构精巧细致，行文之美和美学意识之前卫均堪称“古典中的古典”，是日本文学史上最高杰作。

《源氏物语》素有日本“红楼梦”的美誉，与《红楼梦》《唐诗选》等并列为亚洲文学十大理想藏书。

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史以《源氏物语》为界，划分为“前期物语”和“后期物语”，另有唯独《源氏物语》是与之并称的“中期物语”

的说法。 后续的王朝物语大部分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

从体裁看，《源氏物语》类似于我国唐代的传奇或宋代的话本。 全书行文典雅，颇具散文韵味，书中引用白居易的诗句 90 余处

以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并巧妙地隐伏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之中，使该书具有浓郁

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故而深受我国读者的欢迎。《源氏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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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式部（むらさきしきぶ）

本名和生卒年不详， 日本平安

中期的女作家、歌人。 “中古三十六

歌仙”“女房三十六歌仙”之一，诗作

入选《小仓百人一首》。 是大学者大

诗人藤原为时的女儿， 嫁给藤原宣

孝，生有一女，丈夫去世后，奉诏入

宫， 在一条天皇的中宫藤原彰子宫

中兼任女官“藤式部”和家庭教师两

职，在此期间创作了《源氏物语》。

紫式部自幼学习汉文和和歌，

熟读中国典籍， 擅长乐器、 绘画。

1005 年底入后宫，官名藤式部，后改

称紫式部。 著有《源氏物语》《紫式部

日记》等。

《源氏物语》之外，另著有《紫式

部日记》、和歌集《紫式部集》。

为什么流落到荒岛上的沉船幸存者，

仅有部分人活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有着独特的面孔？ 交友是一种天生的倾

向吗？ 什么样的群体才能在沉船事故中幸

存下来？ 为什么试图重建人类社会的努力

都失败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一小群狩猎

采集者变成星际遨游的现代人？

从沉船事件中幸存者的故事， 到南

极洲探险的科学家的故事； 从人们努力

创建一个脱离于现实社会的乌托邦的故

事，到科幻小说的故事；从哈扎人和图尔

卡纳人的故事， 到人类与黑猩猩友谊的

故事，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在这

本包罗万象的著作中， 向我们讲述了好

社会的八个特征， 以及对这些特征背后

原因的追溯。

融合了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

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经济学、流行病

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作者克里斯塔基斯提

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基因不仅影响

着我们身体的结构与功能，影响着我们心

智的结构与功能，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更

影响着我们我们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我们

每个人都天生携带着进化的蓝图，可以用

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 进化使我们天生

良善。

本书作者为（希腊）尼古拉斯·克里斯

塔基斯（NicholasA.Christakis）：医学博

士、哲学博士，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斯

特林教席，同时在社会学系、医学系、生态

学系、进化生物学系、生物工程系等任教。

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掌门人。 人性实验室

旨在理解友谊的进化、遗传和生理基础，绘

制世界各地的社会网络图， 探索社会交往

对人类的影响。 社会网络研究学者，因研究

社会网络如何形成与运转而享誉世界。

人类天生携带进化的蓝图

《蓝图》

(希腊)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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