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人民大会堂，歌舞 《金蛇狂舞闹
新春》拉开了中国文联春节大联欢的帷幕。莫言、刘洋光
耀全场，秦怡、王昆、郭兰英、梅葆玖等老艺术家抒发情
怀……这台联欢会的总导演、总策划，就是郁钧剑。

#%%& 年，当演出中环绕身边的十二三岁孩子喊他
“郁叔叔”的时候，他倏然惊醒：一个时代过去了！所谓
艺术青春长存只能是欺骗自己的心理暗示，他希望给观众
留下的，是最高的艺术水准、美好印象和人格魅力。当他
向亦师亦友的丁关根部长谈到这些时，丁部长很认真地看
了他好长时间。

!""! 年底，身为春晚常客的郁钧剑激流勇退，担任
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他动用自己的广泛人脉，辛勤努
力，使文联春节联欢晚会从无到有，一年一度，影响日益
扩大，成为文联鲜活的名片。

看到郁钧剑，和他聊天，才知道仅从舞台上了解他，
是多么的片面。印象中的郁钧剑，音色圆润优美，他唱的
《小白杨》、《说句心里话》、《当兵干什么》等军旅歌曲，
因感情真挚让人记忆犹新。舞台上的他，性格偏于内向敏
感，甚至略带腼腆。可眼前的他，放松自然，目光温和，
语言直率，直言 '(岁时考入桂林文工团是为逃避去边境
种橡胶，坦坦荡荡，毫无矫饰。

郁钧剑的父亲出身于江苏南通世家，有很高的文化素
养。郁钧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挂的字画，是随着季节时令
更换的，春天挂紫藤，夏天是金鱼图，秋天是老虎下山，

冬天是梅花。父亲教导他说：年少多读唐诗，老来多念宋
词。他年少即喜作五言七言律诗，上世纪 &"年代独自到
北京，格外思念父母和故乡，觉得惟有填词才能弥补感情
的缺欠。

他认为人生有三乐：读好书、交好友、喝好酒。家里
)" 个书柜中，陈放着上万册书，“这里头可能有三分之
一只是浏览了一下，有三分之一仔细读过，有三分之一翻
都没翻过。”很早，他就在《北京晚报》 开辟专栏，写从
艺生涯的点点滴滴，还将写文章的“起承转合”用到了歌
曲处理上。

我问他，如今对舞台是否还有依恋？他说，总有一
天，你会为春晚不找你而失落，为排名先后介怀，为多唱
几句少唱几句忧心。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读了书是
要落实到行动上，作为指导自己的准则。

如今的他，重拾少年时的种种爱好，读书、倚声填词、写
文章，画水墨画，有一次居然从第一天早晨八九点画到了第
二天凌晨三四点。功名如梦如烟，$"年求师进取终至辉煌
的歌唱生涯，似乎只是生命中岔出去的一段。如今，他又回
到传统文化温暖深厚的土壤里，生命里，充满欣悦。

链接 郁钧剑，江苏海门人，!"#$年生于广西桂林，

%"&"年考入总政歌舞团。是国家一级演员、男高音歌唱

家，多次立功并享受作家津贴。%"'#年毕业于中国音乐

学院，())! 年获北京大学艺术系硕士。*))* 年转业任

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

逯耀东先生过世 *年了，他
留下的美食记忆却常让人回想。

第一次读逯耀东先生的书，
就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那本《肚大
能容》，一遍又一遍地被他笔下
的吃食引诱，他说的焖肉面，我出差路过苏州时还专门去找来吃过。讲吃喝的
书能说到如此味道、如此情趣，实不多见。后来又读逯耀东先生的 《寒夜客
来》，才悟出他的饮食是有境界的：“所谓饮食境界，就是由环境、气氛和心
境形成的饮食情趣和品味。和饮食的精粗无关，也不是灯火辉煌，杯盘交错的
宾主尽欢。”

逯先生是从台湾来的一介书生、一介草民，不是中国大陆今天在酒席宴上
为了某种目的暴殄天物、纸醉金迷的官或商，他对中国饮食是欣赏、是品味、
是感觉，杵于街边，蹲于廊下，尝遍不同的苦辣酸甜。“我是一个馋人，常常
两肩担一口，东西南北走。无他，觅食而已。但吃的也不是珍馐美味，只是平
常百姓家的日常之食。”

这位怀旧的老人在北京菜市边的小吃摊子停下来，“小吃摊子都集在一
起，有炒肝、杂碎、豆腐脑、江米粥、馄饨、炸糕、炸油饼、油炸鬼、饦饦馍夹酱
肉，还有四川的肥肠面，种类不少，而且现在也不必排队要粮票，随到随坐，随坐
随吃，非常方便，我都先后一一品尝了。”从台湾来大陆，他有时仅仅是为了亲尝
一口美味。在香港教书，到京沪讲学，也到处寻美食。去苏州“为的是想吃碗焖肉
面”。一次在苏州小住，一家一家餐馆品尝、比较，只有六宜馆楼下的“面和汤

与焖肉依稀有旧时风味，喜的更是
汤不甚咸，真的是破落人家留下一
只好的旧饭碗……”走前“低头暗
暗盘计，来此三月，前后竟吃了近
四十碗的焖肉面”。

因为是历史学教授，逯先生的吃喝文字将饮食生活的琐细放在社会的变迁
之中，更醇厚、也更感世事沧桑。“折腾多年，如今终于囤有余粮，大锅换小
灶，有口安生饭吃了。如果再有闲情吃点小吃，日子就可以凑合过了，中国人
民原来本分，奢求不高。”我们这些从那个饥一顿饱一顿、没有安生饭吃时代
走过来的人读到这里，不由得有些心酸。

而逯先生后来一些年的寻访常常是失望———宋嫂鱼羹酸得难以继匙，炸响
铃绵而不脆，酱爆春笋的笋老似竹；“打开纸包一尝，肉烧得很‘柴’，颇为
失望，真的是见面不如闻名了”；“小桥流水的枕河人家，没了……数百年积
聚的悠闲和宁静，已无迹可寻了”。“红色的条幅上，写的不再是革命的口号，
而喊着要大家注意‘文明’了。我从上海城隍庙经苏州的玄妙观，到南京的夫
子庙一路吃来，总觉得其中缺少些什么。没有想到那缺少的，竟又变成一个口
号，被写在那红色的条幅上了。”

当年陆文夫先生去世时，逯先生曾写道：“当今
文化人知味者又弱一人。”逯先生喜爱的中国饮食境
界离我们渐渐远去，逯先生也带着舌尖上的中国随之
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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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书可谓洛
阳纸贵。这样一本探究 '&世纪法国
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
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
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
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

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

化的处境，与法国大

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

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
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
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 （主
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
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
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
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
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
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
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
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
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
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
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
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
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
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
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
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
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
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
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
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
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
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

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

繁荣的时期，物质财

富的增加，催促了人

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

敏感，对特权、腐败、

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
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
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
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
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
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
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
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
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
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
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
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
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
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
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
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
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
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
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
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
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
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
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
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
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
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

求社会平等，而不惜

牺牲自由、秩序的民

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

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

实秩序的落差时，人

们应保持理性，改革

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
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
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
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

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
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
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
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
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
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
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
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
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
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
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
“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
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
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
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
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
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
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

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
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
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
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
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
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
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
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
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
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
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
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
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
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
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
度怎样变革， 《旧制度与大改革》
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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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

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

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为何推荐
《旧制度与大革命》？

张广昭

站在书架前，目光拂过排排书脊，不由恍惚，因为那些书名的背后，是我

的精神成长史和逝去的青春岁月。

买书，大概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吧。一个月 !.块钱的生活费，所以买起

来很仔细，《朦胧诗选》、《围城》、《悲剧的诞生》……都是特别喜欢、准备

看无数次的书。犹记当年躺在上铺翻到手酸的《四世同堂》，似乎是同寝室的

爱凤从图书馆借来的，因为总也轮不到她看，几次威胁要拿这本砖头厚的书砸

人。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都很通俗，这让我勇气倍

增，居然去买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发现碰上了坚硬的金刚石———所有

的字都认识，可他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呢？临毕业时候去校医院看牙，等待叫号

时似乎从那些佶屈聱牙的字眼后、行缝里看出了一些意思，也许那只是错觉？

最近才看到有人说，看书是需要背景的，如果你不具备相应的基础，就无法看

懂特定的著作。

真正撒开来买书，是工作之后了，有几年工资比物价涨得快。 《艺术哲

学》、《莎士比亚全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次浪潮》；《红楼

梦》、《白鹿原》、《史记》、《儿子与情人》、《梁实秋散文》……基本可分为

哲学历史和文学两类。那是一段读书

入迷的岁月，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

说，数次看到东方之既白，知道了什

么叫废寝。

再后添置的书就比较实用功利

了，词典、桥牌书、医术、菜谱。

一本本的书，有的读着费劲，有

的读着愉悦，有的半途而废。语词进

入眼睛，如泥牛入海，精髓化作了

“三观”，影响到一辈子做人做事的态

度和方法。

反思起来，我的读书带有严重的

时代印痕———随潮流和推荐而动（好

在早年受到推荐的基本是好书），知

识体系不完整；偏重于西方文史哲，

而中国古代经典留下了很多漏洞，以

至于今天仍将教材书《古代汉语》和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珍而重之地

留在书架上，因为里面的篇章给我留

下了美好的印象，可惜我却没能溯流

而上，窥其全貌。再如一直觉得逻辑

是自己的弱项，却没能补课。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缘故，每

日大量浏览书刊杂志和网页，业余时

间也看网络小说消遣，更多的是在消

费信息引发的各种情绪，自我几乎被

信息之海淹没，精神如无舵之舟。生

命如此短暂，而我们却在浪费时间，

摄取没有意义的信息。

对于阅读，《现代汉语词典》的

定义简洁清晰：看（书报）并领会其

内容。

但我总觉得，在广义的阅读之

上，还是有一种更高的阅读存在。这

种阅读不是用碎片化的信息填充时间

的缝隙，也不是为了考试升职过日

子，而是进入伟大者用深邃文字构建

的另一个空间和世界，引领心灵超脱

琐屑现实利益的拨弄，仰望思想的星

空，让精神变得自主、广阔、丰赡、

深刻，无视脚下的磕绊和陷阱，从容

淡定地行走此生，充满人的尊严。

所以作家冯唐说：一年至少要读

) 本严肃书籍。严肃书籍的定义是，

通常在机场是买不到的，不是近 (年

出的，不是你看了能不犯困的。

读书是一生的事。让我们沉下心

来，检点亘古以来人类留下的经典书

籍，一点点地品味分享前人积淀的大

悲欢、大智慧，体会先人的人格境

界，完善并拯救自我，给生活增加情

趣，给生命增加密度，让心灵自由、

平和、谦卑。

有
一
种
阅
读

叫 严 肃

张稚丹

饮食境界

郁钧剑：书剑斩断名缰利锁
小 章

让我们从容优雅地老去
无人陪伴的孤独感、经济拮据的恐慌、社会地位的丧失，总是让

中国的老年人无所适从，何谈从容、优雅地度过晚年？人口学与老龄
学奠基人邬沧萍的《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 （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
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积极老龄化。在邬沧萍看来，中国老年人的种
种困惑归根结底是源于传统文化特质。中国五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
会，形成以家庭为原点相互联系的熟人社会网络，所以讲究“多子多
福”、“养儿防老”。而美国人最初就在“新大陆”上
开疆拓土，远离家族，彼此不相识的人，只能靠建
立社会契约与法律来约束彼此的行为。所以美国
人更讲求个性独立与个人奋斗，即使父母和子女
间也不会过分依赖。邬教授认为，人在年轻时就
应有一个自强不息的信念，为今后的养老早早做
好物质和心理的准备。 （刘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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