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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进城》 日前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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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热
门励志连续剧《女人当官》的姊妹篇，该剧以轻喜剧的形式真
实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妇女在进城务工浪潮中坚韧不拔、顽
强拼搏的曲折经历和酸甜苦辣的艰苦创业过程，富有浓郁的生
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东北某村，妇女们不满各自丈夫务工还乡后的种种趾高气
扬，在女村官王红艳的带领下，马玲等妇女进城打工，勇于
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演技派明星潘雨辰出演漂亮泼辣
的女村官王红艳，是村中妇女们的主心骨儿，也是全剧的核
心人物之一。潘雨辰表示，剧中倔强、执著的王红艳为美好
生活而进城奋斗的故事，让她回想起自身的经历，深有感触，
所以这部剧是其本色出演。同时李菁菁、秦卫东这对荧屏搭
档第三度合作，彼此心照不宣地默契配合，创造出又一对观
众喜爱的角色。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是新中国逐步兴盛的历程，同样也是
农民进城务工发展的历程。作为一部展现农村生活的电视作品，
《女人进城》以农村人口流动和进城打工潮为时代背景，展示出
农村女性的精彩经历，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各类人物关系，主要描绘了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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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活的色彩斑斓的全景群像，真切
反映了进城务工浪潮中农村妇女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她们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新风貌、新形象，引人深思、催人奋进。

马年央视综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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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进城》：
关注新农村 聚焦新女性

杨丹伊

迎国庆集宁公安举办歌咏赛
近日，内蒙古集宁公安机关举办了以歌唱祖

国为主题的歌咏赛，以此迎接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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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局
机关及各所、队的干警们组成十多个歌咏方队，
引吭高歌，满怀豪情地以《歌唱祖国》、 《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广为传唱的歌颂祖
国的经典歌曲，歌唱祖国，抒发对党、对祖国、
对人民的热爱之情，激发和振奋全体干警维护社
会稳定大局的决心，激励大家为建设北疆安全稳
定屏障做出新的奉献。

担负着社会治安和北疆维稳重要任务的集宁
公安局近年来非常重视机关的文化建设，尤其重
视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的开展。用文艺丰富干警
的文化生活，促进机关精神面貌的改变，已成为
该局全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邢景平 孟 梦）

京演集团进驻民族宫大剧院
日前，北京演艺集团宣布进驻位于长安街的民

族宫大剧院，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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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将该剧院打造成一个立足
于海内外民族文化，原创作品与引进精品兼顾，开放
包容、百花齐放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演艺平台。

北京演艺集团运营民族宫大剧院后的首场演出
是《京韵华彩》综艺晚会。晚会由京演集团所属中
国杂技团、北京歌舞剧院等国内一流表演院团担
任，同时邀请“非遗”艺术传承人加盟，汇集歌
舞、民乐、杂技、魔术、曲艺等十几个精彩节目。
其中既包括原生态演唱、蒙古长调和呼麦、维吾尔
民间舞麦西来甫等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也包括舞
蹈《龙腾鼓乐》、《风流华彩》、《武生》等推陈出
新的节目精品，更有多次获国际大奖的 《圣斗·地
圈》、《俏花旦》、《移形幻影———三变》 等杂技、
魔术节目。 （伊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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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

宁。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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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

命，追求幸福；尊重生命，道德约束；敬畏生命，终极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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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生命的安立”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精神

的安顿”问题。在一个信仰、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族。

日前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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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节目资源推介会在京召开，
白岩松、欧阳夏丹、陈伟鸿、毕福剑、朱迅、撒贝宁、
张斌等央视十大名嘴轮番登场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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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央视新节目。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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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 《舞出我人生》、 《开门大吉》、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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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等数十档全新的综艺节目，同时对 《星
光大道》、《梦想合唱团》等品牌栏目进行改版升级后，
明年央视将继续加强对综艺节目的改革、创新和开放。
台内以哈文、许文广、毕福剑、过彤为代表的综艺新势
力，与灿星、唯众等社会制作力量全面合作，推出更多
全新的综艺节目：选秀类节目《功夫好男儿》中，梅花
桩、十八般武艺、轻功、少林武当等各项绝技，将结合
综艺秀方式在舞台上一一呈现，节目还将邀请成龙、冯
小刚坐镇导师席，选拔未来的功夫之王； 《梦想星搭
档》中，参加的歌手包括齐秦、齐豫、杨宗纬、沙宝亮
等，他们将采取音乐搭档的组合形式，现场演唱经典歌
曲进行比拼，为孩子们的公益梦想而奋斗； 《幸福账
单》将邀请普通人讲述手中账单背后的故事，并参与为
其量身定制的大型游戏，以赢得账单报销的形式，展现
了当今百姓生活中的幸福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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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谢天谢地
你来啦》也将推出选秀节目 《喜剧王》，从草根中发现
真正的喜剧之王。

知道南怀瑾先生是著名的文化
大家、国学大师，他的著述涵盖
儒、佛、道及诸子百家。他能立足
时代科学精神，将古老的中国传统
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文化层面，开拓
新的学术视野。
但说实话，在这个忙碌的快餐文

化流行的年代，我还真没来得及安静地
坐下来，认真地读完他的一本书。就像
南老所忧虑的，“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
是要背的。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
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
你一把的。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
子忘不了。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
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哲人其萎，其言
犹存，在南老面前，我其实不如当年的“小
朋友”啊。
大概由于我长期从事宗教工作，南老托人

带话，盼与我一见。
于是，

!&&)

年底，我专程去太湖大学堂拜
访他。初次见面，却也似曾相识，并无老幼尊卑
的分隔，直言不讳，相谈甚欢。
他开门见山就问，你当了十多年宗教局长，对

宗教有何心得？
我说，宗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观，基督教讲

“永生天堂”，伊斯兰教讲“再生天园”，佛教讲“无
生涅槃”，道教讲“长生自然”，在在离不开一个
“生”字。

他一笑，未置可否。我便心里打鼓，是否班门弄
斧，失之浅薄啊？

次年，我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他立志“以传统
书院之传习为基础，配合现代前沿科技研究方法，希望
综合同志者之力，发掘固有传统文化之精华，在认知科
学、生命科学主流方向上有所贡献，以冀为人类文化之
前行，探寻一条正途。”原来他的思虑与抱负，并不限
于宗教的生命观，而是志在“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

以后我再去看他，就更亲热了。他带我去看他的药
房，讲解他亲自配置的大概可以医多种病症的奇妙的药
丸；摆一桌家常菜，看着我大吃大嚼；甚至和我嬉笑，
开心得像一个孩子。

后来才知道，先生也不是对我偏爱，而是“友天下
士，读世间书”，颇具古侠义之风。常是“座上客常满，
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
均留下就餐。凡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常常席开
四五桌，先生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午、晚两餐各吃一
碗红薯稀饭，各色菜肴仅浅尝而已，酒几乎是点滴不
沾。

我知他儒释道皆通，“佛为心，道为骨，
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

手 ， 能 在

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

便以“儒释道相通之要义何
在”为题，向他请教。

他却反问，你考我啊？你怎么看呢？
在这个平易近人、不端架子的大学问家面前，我也

就“童言无忌”，“抛砖引玉”了。我说：现代化使人

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
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
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
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大
家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
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
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
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
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
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
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
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
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
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
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
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
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人，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
时，才能急着找出诊治心灵

的 药 方 。”

例如，儒释道都赞成“孝道”。继承和弘扬孝文化之合
理内核，有助于找回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这两条约定，
治疗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孝的本质之一是“生命的互相
尊重”。孝文化所倡导的“善事双亲”、“敬养父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仅要求我们尊重自己父母的生

命，也要尊重、关爱他人的
生命，从而扩展为对上孝敬、
对下孝慈、对亲友孝悌、对
国家孝忠，将“亲其亲、长
其长”的家人之孝升华为
“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大
爱。孝的本质之二是“敬
畏”。人不应敬畏鬼神，但不
能没有敬畏之心。宗教的原
理是敬畏神，孝文化的原理
是敬畏人———敬畏父母、敬
畏长辈、敬畏祖先，“家有

近祖，族有宗祖，慎终追远，直至始祖”。如果说金钱、
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薄”，那
么，“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

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也
写过 《道德情操

论》，意在市场经济必须有道德约束。但如何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克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唤回人们对生命的尊
重和敬畏，始终是一道未解的难题。今天，我们正多方
努力，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妨打开视
野，有容乃大，包括回首孝文化，肃清其附着的污泥浊
水，找出其相通之普遍价值，发掘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可用功能。爱乡方爱
国，尽孝常尽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
治而后天下平”。
我讲了这许多，先生都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点头称

许。等我说完，他画龙点睛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好，西方文化的贡
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
是幸福；说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
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
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
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今天的世界
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得不成器
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
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
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我常回想先生这些透彻精辟之语。我们讨论的“生
命的安立”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
“精神的安顿”问题。

在一个信仰、信念的荒漠上，立不起一个伟大的民
族。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
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
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
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
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
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
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
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
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
物。

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
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
重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中华
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
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
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
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
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化，中华
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
出中华文化新的辉
煌。

我们的生命，
在此中安立。

哈文：负责《开门大吉》、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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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等节目，央视

龙年、蛇年春晚总导演

许文广：负责《梦想合唱

团》、《梦想星搭档》、《舞出

我人生》等节目

过 彤：

负责《正大

综 艺 墙 来

啦》、《谢天

谢 地 你 来

啦》、《吉尼

斯 中 国 职

业》、《博乐

先 生 微 逗

秀》等节目

毕福剑： 《星光大

道》、 《梦想剧场》、 《五

一七天乐》等节目主持人

生命的安立
叶小文

左上：南怀瑾与本文作者

上：南怀瑾给本文作者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