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经详解与应用》周锡
市面上关于《易经》与「易

学」的著作繁多，唯《易经详解
与应用》卻在考《易经》写定年
代的基础上，运用当时的音韻、
语法、义理、象数、考证、占筮多
元结合的方式，并利用近年出
土材料，对其卦爻辞重新进行
标点、释义，纠正了不少前人断
句、解读之讹误（402 页）书号
YFL-20013 Rp.2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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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物
《老子》提出了很多关乎宇

宙本体存在、人生意义和社会
理想的哲学问题，内容丰富、深
邃而统一。而“道”在其中居于
统领和知名品牌地位。《老子》
给我们提出一个什么样的“道”
论？展示一个什么样的“物”
观？这就是本书所要呈现给大
家 的（全 二 册/1275 页）书 号
YFL-20000 Rp.1.152.000

《淮南子》陈广忠 译
保存了先秦时期光辉灿烂

的文化，又开启了两汉以后的
文化。它以道家为宗，综合了
诸子百家的思想，构筑了一个
以道论为主体的哲学思想体
系。它主张积极进取，对无为
而治作了新的解释，对治国之
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全本全
注 全 译 丛 书 全 二 册）书 号
YFL-20001 Rp.356.000

《前汉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著

出生在敌国的嬴政如何成
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出
身名门的盖世英雄项羽为何会
在群雄争霸中惨败，而不务正
业的浪荡子刘邦却能够夺取天
下？异族降人金日?为何得以
七世不衰，同受顾命的大功臣
霍光显赫一时却身死家亡？读
《前汉通俗演义》，品三百年治
乱兴衰（全二册/824 页）书号
YFL-19964 Rp.224.000

《两晋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著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到
达延安后不久，专门致电党中
派驻在西安工作的联络局局长
李克农代买此套《历朝通俗演
义》，后来将其带到北京，置于
卧室床头，以便随时翻阅；读中
国历史，先读蔡东潘（全二册
789 页 ） 书 号 YFL-19965
Rp.232.000

《南北史通俗演义-绣像
本》蔡东潘 著

南北朝一百七十年间“乱
臣贼子盈天下”的分裂对峙局
面，演用唐李延寿旧例,把宋、
齐、梁、陈归为南史，魏、齐、周、
隋为北史。行文对于南北历史
平行叙述，不为帝王颂德，不遗
漏小人物的闪光点。堪称通俗
史著的经典（全二册/832页）书
号YFL-20002 Rp.232.000

《唐史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著

身为隋炀帝姨表兄的太原
留守李渊，如何取得隋室江山，
建立大唐基业？秦王李世民如
何扫灭隋末群雄，靖边突盖天
下，内外归心？集万千宠爱于
一身的武昭仪如何革命称尊？
开创开元盛世的明皇李隆基怎
么就被阉寺逼迫迁蜀？唐宪宗
以后的九位皇帝，为何大都由
宦官废立？（全二册/831页）书号
YFL-20003 Rp.232.000

《宋史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著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到
达延安后不久，专门致电党中
派驻在西安工作的联络局局长
李克农代买这套《历朝通俗演
义》，后来将其带到北京，置于
卧室床头，以便随时翻阅（766
页）书号YFL-20004 Rp.224.000

《元史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著

民国时期最有分量的历史
演义小说，当属蔡东潘先生的

“历朝通俗演义”了。历史演义
是指以史实为基础，加入一定
的艺术虚构，多以章回体的形
式，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王朝兴
废、朝代更替等历史事件的小
说（单册433页）书号YFL-20005
Rp.112.000

《明史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著

揭史纲开宗明义困涸辙避
难为僧；投军伍有幸配佳人捍
孤城仗义拯主帅；攻城掠地迭
遇奇材献币释嫌全资贤妇（全
二册 716 页）书号 YFL-20006
Rp.224.000

《清史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著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以正
史为经，逸闻为纬。一套书写
尽中国2000多年历史百态。本
丛书以1935年上海会文堂新记
书局铅印本为权威底本，同时
集齐石印線装本的绘图。保留
自序、世系图、蔡东藩先生自己
批注的注释、夹批和后批。倡
道原汁原味的阅读感受，最大
限度地呈现原书风貌（全二册
746 页 ） 书 号 YFL-20007
Rp.224.000

《民国通俗演义-绣像本》
蔡东潘 许廑父 著

以正史为经, 以轶闻为纬,
蔡东藩先生以史家的眼光, 小
说家的笔法, 勾勒出自秦至民
国两千年间的历史. 本丛书以
1935年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铅
印本为底本, 同时集齐石印线
装本绣像, 为青少

年读者提供一套堪称经典
的读懂中国历史的入门书（全
三 册 ） 书 号 YFL-20008
Rp.344.000

《道德经》罗贯中 著 范文
章 译注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
经》，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
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
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李耳所
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
来源（305页）书号YFL-20009
Rp. 120.000

《唐诗三百首》罗贯中 著
范文章 译注

《唐诗三百首》是我国古代
的一部唐诗合集，作者是清朝
的蘅塘退士孙洙。全书共选入
唐代诗人77位，计310首诗，其
中五言古诗 33 首、乐府诗 46
首、七言古诗28首、七言律诗50
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
首，诸诗配有注释、译文及赏析
（296 页）书号 YFL-20010 Rp.
120.000

《三国演义》罗贯中 著 范
文章 译注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
大名著之一，是历史演义小说
的经典之作，作者是罗贯中。
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
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
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
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
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
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
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
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304页）书号YFL-20011
Rp .120.000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六
卷：国共內战》林桶法 著

本冊书主要围绕1945年至
1949年国共之间自抗日战爭胜
利后的谈判，到国共展开內战，
并对此，及其在此期间的重大
事件进行更为客观理性的评价
（465 页 ） 书 号 YFL-20012
Rp.560.000

《汉字学论稿》李守奎 著
汉字构形表面上看是文字

构形单位与所记录语言单位音、
义之间的联系，其深层实际上是
通过字形结构，逆推古人造字时
的思维过程。“倒写构形”是指利
用字形或构字部件上下颠倒以表
意的文字构形方式《汉字学论稿》
是作者李守奎多年对汉字学研究
的 理 论 结 晶（245 页）书 号
YFL-20014 Rp.308.000

《说文解字札记》周树人
今年为章太炎、鲁迅逝世

80周年，鲁迅诞辰135周年，《说
文解字札记》则为1908年章太
炎在日本讲授《说文解字》时鲁
迅听讲的笔记。原稿分藏国家
图书馆与绍兴鲁迅纪念馆，本
次影印则据 1986 年珂罗版复
制，为首次公开面世，具文献及
收 藏 价 值（45 页 ）书 号
YFL-20015 Rp.1.320.000

概述壬寅猛虎流年趋势霜钟流夜玄思潀,
凝汇笔尖饷同好。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再
过几天, 就是农历的正月初
一壬寅年了。 公历二月四
日那天, 那只与壬水一起到
来的猛虎, 随着立春日那天,
出现在人间。 这老虎给人
们带来了许多想法。 有人
欢喜有人忧。 有的人把希
望寄放在勇猛的虎威之上,
希望这是个大好的年头, 可
以给人们带来了大跃进, 希
望猛虎可以把新冠疫情吃
掉, 让人们恢复了原有的生
活。 但是有人反而担心, 不
管怎样老虎终归是头猛兽,
担心牠太过凶恶, 反而会给
人们添加麻烦, 反映出一个
动荡不安, 一个不平静的二
零二二年。

无知的人们, 就是喜欢
把生肖的兽性拿来跟现实作
比较。 什么肖虎的女孩是
虎姑婆, 会吃掉男人; 什么肖
兔的男人花心, 会是个负心
汉; 什么肖牛劳碌, 出生白天
不好, 要生在晚上才好; 还有
肖猴子聪明调皮等等, 这些
都是似是而非的胡言乱语,
一点意义也没有。 看命如
果能那么简单, 那就毫无价
值了。 这样的生肖错误观
念, 在社会底层根深蒂固, 拂
之不去, 每当过年就跑出生
肖运程的谬论, 流言蜚语满
天飞舞, 就像满山遍野的野
草, 春风吹过又长了笌, 辟之
不洁, 除之不去, 真是拿他没

有办法。
看个人的运程也好, 看

国家的国运也好, 看世局的
趋势也好, 都是要以本身八
字配流年来看, 不是单用一
个年的生肖就可以解释的了
的。 解读八字, 是一套非常
复杂, 非常困难的学问。 据
祥瑜多年来一直在教导孩子
们看八字的经验, 如果你得
到门路了, 你至少需要三至
五年基础学识, 加上不停地
反复练习及研究, 才可以准
确地掌握好解读八字的功
夫。 若再接再厉, 不懈地苦
苦钻研下去, 才能达到精准
的境界。 如果摸不对门路,
任你苦读数十年, 那怕是研
究 一 辈 子, 也 难 以 登 堂 入
室。 当解读八字时, 也必须
半解半猜, 得出来的答案是
有时准, 有时却不准。 这就
容易误人误己了。

其实二零二二年是一个
比 较 好 的 流 年, 因 为 早 自
1984 的甲子年, 宇宙气机已
经达到了以西方为代表的阴
性之极 (木火为阳, 金水为
阴, 东方为阳, 西方为阴), 那
个时候,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 已经达到了旺盛期的极
点, 当时凡是老美想要的东
西, 必然伸手得来, 攻无不
克。 这样一个气机巡回的
小周期为 60 年, 一个中周期
为 180 年, 一个大周期约有
540 年左右。

大约 500 多年前, 那是
公元 15 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
西方, 从欧洲开始出现了一
个很大的转折点, 金之 '革'
的特性开始凸出, 那就是开

始了西方对全球其他地区征
服的时候, 进而推动了 17 世
纪的工业革命, 及 19 世纪以
美国为主的霸权主义。 就
是到今天, 大势已不如前的
美国, 处理事情方式还是霸
气十足的。 这种情形, 在今
天数字科技推动下的讯息进
步时代, 我们可以非常明朗
的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 是
如何的自私, 如何的霸道及
表里不一的双规处事方式,
赤裸裸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世局的气机, 从 2015 后
已经进入了阴气的底谷。
申为阴气临官之地, 这在世
界各地都能觉察得到, 尤其
是 在 我 们 这 里, 2016 这 一
年, 印度尼西亚首府发生了
移山倒海、借助宗教的恶势
力示威浪潮, 到了 2017 丁酉
年, 阴气得到旺地, 恶势力成
功推倒首府省长, 令其代表
得权。 到了 2019 己亥年阴
气成形, 化出一个以己土代
表的新冠病毒。 2021 阴气
归墓, 却又透出一个辛金, 当
未月到来冲开了墓, 便爆出
一个强悍的 Delta 变种病毒,
令损失无数人命。 今年壬
寅絶了金, 病毒在临絶的挣

扎下, 全力繁殖下代, 令杀伤
力变弱了, 这就是目前蔓延
西方的 Omicron。 这也就是
祥瑜之前曾经说过:“Omi-
cron 并不可怕”的原因。 只
要我们把健康照顾好, 不染
上牠就好了。 即使不小心
染上了, 只要赶紧医治, 很快
就会痊愈的, 所以不必吓坏
自己。

下面是 2022 年的立春
八字:

寅有突发的突然发作的
特性, 今年有三个寅字, 彷佛
埋下了三颗炸弹。 至少应
该 有 三 次 突 然 发 作 的 事
件。 但是在最后, 东方还是
赢家。 静观世局演化, 西方
应该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东
方的导弹实在太快了, 可以
达到后发先至速度。 只要
西方不乱启事, 东方就不会
随便发射导弹, 毁灭性的大
战争自然就不会发生了。
从壬寅的纳音金箔金来看,
发生金木交锋是很有可能的
事, 但是范围并不会广, 应该
只是区域性的小事件而已,
大家不必多心。 在民间金
木之伤多主交通事故, 所以
壬寅年中, 大家驾车要多加
小心为是。

壬寅有水面浮木的象,
可以看做是交通工具, 两个
壬寅是多的意思, 交通工具
太多了, 会发生归库合并的
事, 同时小型车队会不断增

加。 在印度尼西亚流转的
不只是车轮, 还有寅申冲击
的 金 融 流 动 之 象, 那 是 好
事。 戊子是虚挂水面的土
地, 只要有木来克, 暴雨行
雷, 就容易发生石流土走的
塌方事件, 包括水犯尤须注
意。 所以在自然灾害方面,
并不是安宁的大好流年。
后面那个甲木是一根喜金雕
刻的乔木, 可以代表东方强
国, 越是受到西方强金克害,

越能造出精美的木雕, 这是
流年显现的讯息。

在风水方面, 流年五黄
入中, 文昌星四绿飞到东南,
可在那个角落放个文昌塔,
或者长青竹, 箫子, 木棍等瘦
长的东西来催旺文昌, 在这
里排放给小孩子做功课用的
写字桌, 办公桌或书房等等,
都是非常吉利的排设; 今年
的财星八白在东北方, 可以
放些金银珠宝装饰品, 财神
像, 招财猫等来催旺, 大门开
在此方的人尤其吉利; 六白
偏财星在西北, 这是体力或
技术性工作得来之财, 也可
以用以上催旺财星的方法来
增加旺气, 但同时也必须脚
踏实地, 实实在在地去实行,
才能得来财利; 九紫喜神到
南方, 可以添加喜庆, 婚喜添
丁, 搬迁等事, 可以用玉如意
排饰, 财子寿神像等添加贵
寿之气; 一白桃花星落在北
方, 这里所指的不只是男女

情欲上的桃花, 还有人与人
之间的情感, 人缘等。 可用
花朵盆栽等催旺之; 接下来
的就是东方的是非星, 除了
口角是非之外, 也容易引起
生意上的竞争, 需要用火的
五行来化解。 可以用三角
形的东西, 红色的灯泡或其
他红色紫色的色彩来化其杀
气; 七赤破财星到了西方, 会
带来没有必要的花费, 遭洗劫
等等不利。 可以用一杯清水
化之。 千万不能用鱼池什么
的。 水不需要大, 一杯即
可。 也可以用黑色灰色或蓝
色系列的色彩来化解; 最后,
二黑病符星飞到西南方。 此
星影响身体健康, 令心神疲
劳, 斗志低落。 必须用金属
品来化解。 可以用铜葫芦,
五帝钱或其他金属做的艺术
品也可以。 还有, 风铃和圆
形的壁钟也很实用。

流年情况已经大概交代
清楚了。 至于流年生肖的吉
凶, 那是似是而非的东西, 还
是拿出个人八字来看流年比
较实在, 在此就省略了。 祥
瑜合家也顺便借用这个栏地,
向大家问候。 祝贺广众读者
好友们水虎年快乐, 财运广
进, 心身健康, 出入平安。

Jakarta, 20 Januari 2022

祥瑜（0816 192 6783）

韋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