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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16 年 （周敬王四年），
周王室内乱。身为周朝“守藏室之
史”的老子便辞了官，骑了头青
牛，西出函谷关 （今河南灵宝市
北），准备去秦地“游学”。被函谷
关的“关长”尹喜软磨硬泡地留
下，非要他写点什么“留言”，以
资纪念不可。也许这正合了老子的
心意：留一部书，写下自己的学
说，供后学流传，乃至发扬。

他留了下来，日夜刀笔，费时
3天，留下一部 5000字的著作，分
为两册。一册起于“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故称作

《道经》。一册由“上德不德，是以
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开
始，以至终篇，叫做 《德经》。二
册合称《道德经》，与《论语》《易
经》一起成为中华古典文明最基本
的经典。据说，《道德经》 在世界
流行，销售量仅次于 《圣经》。需
要说明的是：“世界”这个概念及
内涵来自佛家。在佛教传入中国
前，同样的意涵在中国称之为“宇
宙”。

是什么思想使这部书超越了古
今，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岁月，而且
还要继续流传下去？只有真理才有
这样的魅力，深入一代代人们的内
心，不分民族，穿越国界，让人们
信服，让人们践行。

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雅思贝
尔斯说：在公元前 800 年特别在前
500-200 年，人类处在“文明轴心
时代”。那时人类的先贤包括希
腊、以色列、罗马、印度和中国的
哲人，就对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终
极社会有了理智的或哲学的判断。

这种判断分为
两类：一个是有神
论，一个是无神论。

有神论认为有
一 种 超 自 然 的 伟
力，创造了世界和
地上的一切，这就
是神。如果人类不
能按照神的意志行
事，将遭惩罚，就
不能抵达人类理想
的终极社会。于是
开 创 和 发 展 了 宗
教，渴望依靠神的
教导和指引，一步
步 地 进 入 美 好 的

“伊甸园”。无神论
认为是物质世界本
身创造了自己。

老子就是人类史上第一位无神
论的哲学家。他说：“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
天地之间的关系依据规律，而规律
来自自然本身。道即自然，自然即
道，道生万物。自然界的一切都是
道的产物，无道外之物。人类也是
自然界的产物：有天地然后有万
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
后有夫妇。

按照老子的理论，宇宙万物包
括人类，都有自然的属性。只要圣
人即理想化的统治者、执政者“守
道”，那么，臣民就会按照自然的
属性化育自己，行使一个百姓的义
务，这就是老子的哲学在那个时代
现实层面的显示。

我国古代先贤从老子始，接着
是孔子等春秋诸子百家，都走在一

条哲学的康庄大道上，那就是努力
认识和维护自己的地球家园，塑造
理想的终极社会而健全人类自身。

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大哲学家，
可说是中国哲学之父。他在中国也
在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树起了无神
论的大旗，强调人类本身的健全，
特别嘱咐人类要做到内心的健全。
他说的“无为”是说不要对“道”
动手脚、胡作为。人们应当做的恰
恰是老老实实地“循道而行”，这
样就能办成所有的事情，“无为而
无不为”了。

他用洋溢着诗意的辩证法论述
了人类要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理想的
境界。虽然他的辩证法缺少了对立
的双方互相转化的条件，好像随时
可以转化，但他的对立双方可以相
互转化的思想，还是站在了世界思

想史的前列，不输那些希腊的辩证
法大师们。他的睿语流传至今，譬
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
之台，起于累土”“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惧之”“金玉满堂，莫之能
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
身退，天之道也”。了解那时的人
类还处在大自然的奴隶状态，就会
理解老子哲学的某些粗疏。他的学
生庄子因丧妻鼓盆而歌，看来矫
情，但他对老子理论正确性的坚
信，却溢于言表。

今天，老子的理论也可资借
鉴。既然自然界的一切都来自自然
界本身的“道”，那么，研究探讨
大自然的规律就成为我们建设和发
展的必要工作。

历史唯物辩证论认为，认识掌
握客观规律，就达到了自由境界。
红旗渠就是在掌握了流水的规律
后，创造条件，使山西之水穿山越
岭流向了河南。而老子关于个人修
身悟道的睿语，今天对所有的人都
具有警戒、督促和教悔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中
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
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具有相当
的稳定性。

老子关于重天道以及因此而修
身的思想，是我们应当认真选择继
承，以适应时代要求的。回望两千
多年前老子著书的辛劳与真诚，想
到庄子的鼓盆而歌，仿佛依稀看见
他们的身影徘徊在云端，发出长长
的叹息，问道：你们理解我们探索
的苦闷和快乐吗？大自然创造了自
己，也创造了人类，要好好地爱护
她呀！

《 燃 情
书》（上海三
联书店出版）
是江苏盐城
作家孙曙的

散文集。经年积累，38篇文章，今纳
于一籍。山水行迹，风土人情，冷暖
人间，文化思辨……其中一篇《与一
块土地的瓜葛》，我觉得，它比《燃情
书》意象更明确、要旨更恰切，更能
表达孙曙的故园深情。

《与一块土地的瓜葛》 开头写
景：“有水塘，半亩一亩，不圆不
方。清浅的水，深蓝。几杆短苇，
瘦硬。”短而急促，近乎白描，寥寥
数语，情景交融。后面气息稍缓，
句子变得长，转而叙述亲人的亡故。

《咸》写盐城小吃，咸菜·酸菜·
菜干，酱油脚子·苋菜咕·辣椒糊，
萝卜干·瓜纸，麻虾子·蟹蚱·泥螺，
无一不是市井饮食，的确适合充作
围桌而坐闲话家常时的佐物。我猜
想孙曙钟爱此二文，他的写作植根
于脚下的土壤，是从这块地里生出
来的绵绵瓜瓞。大河堤、蟒蛇河、
洗把澡，往昔烙在骨子里。

人命如芦苇。水塘是大地睁开
的眼睛，看尽了生生死死。《身体里
的黑暗》 更让人痛彻。肾、腺体、
淋巴、胃、血、骨、肠、心、臀与
肛、脑、肝、肺、子宫，一个一个
器官，牵连一场一场疾病，带动一
次一次哀恸。孙曙以写作翻捡旧影
像，叩问命运的寡恩残佞。我的家
人前段时间经历了同等折磨。人到
中年，心有戚戚，我们终将迎来亲
人的一一离去。回头再品那些吃
食，恍然活着还是很好的。

吴地多俊才，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当年汪曾祺先生亦曾乐道 《故
乡的食物》，讲了一通咸菜和茨菰的

“坏话”，最后却说“我很想喝一碗
咸菜茨菰汤”。说到底，抚慰我们
的，终究是一碗一碗家常的热汤。
这是“天凉好个秋”的慨叹。

这几年，游记的名声不算很
好，似乎作家们随时随地都能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千秋逆旅，面对名人
住过的屋、睡过的床，蘸一些史
料，添一点八卦，即成就一篇宏大
的“文化苦旅”。这种写法或有些道
理。阿兰·德波顿亦说过，旅行是哲
理和文化层面上旅者的心灵与旅行
地之间的共通和默契。不经人文之
酝酿，旅行只是走马观花。但倘若
一味沉湎故纸堆，那干嘛要出门呢？

幸好孙曙拿捏得当，主观审美
有相当力度。凝视寒雨连江的漆黑
夜景，观望红叶满山的栖霞丽色，
最撼人当属《北》。不说北方而唤之
以“北”，这是一个南人伫立在崩落
飞流的壶口瀑布，为眼前美景所激
荡，升腾而起的对话欲望。秀丽江
南陶育的文脉，遇见莽阔荒朗的北
地，经受撞击引出的对浩浩苍穹的
感慨，自然衍发共鸣，而非硬掰扯
的夹生的掉书袋。

文集收录三篇批评：《晚期青春
期女人萧红》《公民鲁迅》和《胡适
身 份 认 同 性 别 认 同 的 “ 徽 州 叙
事”》。时隔几年，再次见到孙曙飞
扬遒荡的剥洋葱式随笔。这几篇文
章的共同特点，抓住了“身份认
同”这一核心命题，通过文本分析
和人物经历重新审视作家的形象。
当然，孙曙眼中的作家之“身份”
未必就如此，他所依赖的弗洛伊德
式的推断未必就确当，但他从前在

《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 里所表白
的，因“预知地火即将喷发而战栗
而放声”之愿望更见清晰，这是他
作为批评家的职责。

“在咱们怀柔，彩虹叫绛，吃东西
叫打尖，带花纹的松鼠叫花了棒槌儿
……”71 岁的朱宝伦是土生土长的北
京市怀柔区人，5 年前因参加整理本
地方言的工作，对方言收集上了心。
此后，他遛弯儿的次数多了，怀柔的
沟沟坎坎跑了大半，街头巷尾的谈话
成了“上心的事”。5年时间，朱宝伦
集录了一本15万字、6000余词条的怀
柔方言词典，涵盖节令时辰、称呼称
谓、动物植物、民俗礼仪等各个方面。

15万字的“方言词典”蕴含着他
的汩汩热血和文化情怀。可这部“方
言词典”想出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需要自费，出版后的传播也是一
大问题，谁会购买这样的词典？

这部“方言词典”，既有方言演变
的过程，也有方言和现代语言的对应
解释，可以说是难得的文化宝贝。随
着普通话的普及，不少地区方言使用
减少了，甚至在一些地方，方言已经
消亡，年轻人不知道当地的方言如何
说了，即使有老人说出方言，年轻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方言正在以极
快的速度消亡和迷失。

想起我们当地，方言在我小的时
候还有人使用，比如“夜魅”是“夜
晚”的意思，比如“恒恒”就是“早
晨”，可是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听不懂
了。倒不是说，让人听不懂的方言就
有意义，也不是说人们都必须会说方
言，而是说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方
言和普通话不是天敌，不是“不是你
死就是我活”的不共戴天的关系。

即使生活中不需要使用，最起码
我们也应该记录下来，作为一种文化
演变的记忆，留在我们的资料库里；
建立必要的方言博物馆，让后人知道
世界上曾经有这样的“语言文化”，让
他们知道现代语言对应的方言是什么。

方言是区域文化的载体，是文化
多样性的体现，保护方言也是对当地
传统文化的传承。近几年，有关政府

部门也在保护方言上有所行动。比如
福建一些地方正在拯救“闽南方言”，
在课堂上也学习“闽南歌曲”。仔细想
想“粤语歌曲”就没有一点意义吗？

“粤语歌曲”就是方言歌曲，也有一定
的价值，而且我们听出的是不同的感
受和快乐。

民间集录的方言词典，虽然具有
一定意义，但是由于民间收集者大多
文化程度有限，收集方法和梳理注解
难免不够专业。拯救方言，编写 《方
言词典》应当有“国家力量”“专业力
量”“文化力量”。

没有仔细清点过，约计 1 万多本
吧……40 多年的阅读生涯，十多年的
阅读版编辑，两年的小绘本馆生意
人，我的房子成了真正的小图书馆。

最珍贵的书自然是家传的 《鲁迅
全集》。爷爷当年读北师大中文，班主
任是“沉钟社”名编顾随。顾随是鲁
迅的铁粉，惟马首是瞻，鲁迅的 《呐
喊》《而已集》甫出，班主任即大力推
荐，两元钱左右，差不多是那时学生
一个月的饭钱，爷爷省得起，从此一
生，架上书总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鲁迅
的书。我在童年，于父亲的书箱里，
在不同的卷本中遇见不同的鲁迅，从
小熟悉。某次小学语文老师提问：鲁
迅原名叫什么？一众农场子弟学生
中，一个面目邋遢的小姑娘明亮地答
道：周树人。

每个人的常识都是不一样的，我
的常识就是谁写了什么书，书里有哪
些痛。及至做编辑，靠文字吃一碗清
饭，写时评，作社论，更比较出鲁迅
之迅、之鲁、之鲁迅。人到中年，世
事略经，对鲁迅的婚姻、文字与忧桑
更有一番参照，也是滋味良多。

大量的新书来自出版单位的赠
书。上海译文、广西师大、华章同
人、蒲蒲兰绘本馆、海豚出版社、浙
江大学出版社……因为要做采访，有
些书读得仔细，有些书一直未拆，算
是福利，也有一点无奈。编辑之上有
主编，主编之上有总编，总编之后是
读者，读者据说要读的是 《无后为
大》《官场笔记》，韩寒与郭敬明……

许多珍贵的老书来自朋友的馈
赠。一位爱书的好友搬新房，将家中
书全盘搬来我家，8 大箱子，一半都
是诗。我将家中最主要的书柜放这些
书，《女神》《十二木卡姆》《宋词三百

首笺注》、泰戈尔诗集、苏联短篇小说
选……这些书里，夹着银杏叶，压着
玫瑰花，别着小年历片，采访活动的
小证件，漂亮的字迹写着某书某人购
于某地。有岁月的书，免不了有故事。

稍微让我忐忑的是那些绘本，开
小书馆留下的纪念。实在太多了，三
四千册。有人要买，却出价极低，以
为关闭书店的主人必然会因为创业失
利迁怒于书，扫其出门，况且网上 5
折及特价书也很多。偏在我看来，这
一堆中国绘本是一版一刻，那一丛外
国绘本美术价值较高。最普罗大众的
小熊宝宝，暖茸茸的煞可爱，起码可
以作女儿画画的小启蒙范画，低价卖
出去怎么也不值当。于是送。却送得
似乎有点尴尬，毕竟是二手书。

我在卖房与不卖房之间犹豫，不
舍得房，更不舍得这一屋书。房呢，
虽然光线不足，家徒有书，却也是住
了十多年的我的热窝。我爱我这屋子
的黑，这屋子的味，这屋子的乱，这
屋子的自在与凉快。书呢，有一半可
归于“断舍离”，一半可放“孔夫
子”，我还是可以在喜欢的图书馆拎回
它们不同的替身，但毕竟恓惶。

而我与它们的道别，是越来越近
的事情。我的小姑娘算是一个小书
虫，也算一个初步的图书馆爱好者，
只是，她已然看出我房间的孤独：妈
妈，你这儿太像图书馆了。你怎么把
图书馆开在家里了？

有人说：“给娃留一间屋，不如给
娃留一屋书。”留一屋书的意思，首先
是有一间屋不是吗？逻辑这么悖反的
一句话居然那么有市场，可见有多少
人语文不及格。

岁月留我一屋书，人老不知书何
去。

2015年，中国各省级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共6250人，高级专业
人员4180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11项，主办专业期刊177种，
推出专著成果 1209 部，完成学术报告 15691 篇……新近出版的 《全
国社会科学院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绘制”了
我国社科院系统的学术地图，摸清了中国社科院系统的家底。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党组决策开展“年鉴工程”。经4年
努力，目前规模已达28种，其中一级学科年鉴12种，展示了社科研
究的全貌，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年鉴品种包括 《世界经济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文
学年鉴》 等老牌年鉴，《东西方哲学年鉴》《中国民俗学年鉴》 等首
创年鉴，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文学、考古学、经济
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一级学科以及生态
学、民俗学、边疆学等重要领域。未来，拟形成品种达40种的社科
类学术年鉴品牌。

《全国社会科学院年鉴·
2016》 是社科年鉴阵营的新
军，也是这一年鉴的创刊号。
全书 230 万字，“特稿”部分
收录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献；“中
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区市社
会科学院”部分下设“历史沿
革”“组织机构”“年度工作概
况”“科研活动”“重点成果”

“学术人物”“大事记”7个栏
目；“附录”部分概括了各社
科院的基本信息，体现年鉴实
用性强的特点。

（孙铁楠 张昊鹏）

天界地界，时界空界，物界意界，生界死界，灵界肉界，善界
恶界，神界俗界……两两对应，相辅相成。作为一部哲理含义丰富
的虚拟文学叙事作品，《两界书》（商务出版社出版） 作者士尔以中
国元素为核心，融合东西方神话、寓
言、传说、民歌，配以百余幅插图，
尝试着以新的文体和语言修辞表达自
己多年的文化思考。

《两界书》 的故事贯通古今神话
传说，归纳出“敬天帝 （天地） ”

“孝父母”“善他人”“守自己”“淡得
失”“行道义”等要义精粹，蕴涵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敬孝之
道”“仁者爱人”“修齐治平”“知行
合一”“四海一家”等传统文化内
涵，采以跨界思维，力图突破历史、
神话、哲学等传统叙事范式，对人与
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以
及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等问题，进行
理性辨析。 （魏 薇）

道家思想之于今天
苏叔阳

道家思想之于今天
苏叔阳

苏叔阳谈《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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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两界书》文学叙事《两界书》

社科年鉴添新军

我们能出版《新华字典》，能留
住《康熙字典》，何不也像模像样地
出版一本《方言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