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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集解

颜氏家学渊源深厚。颜真卿
的先祖颜回安贫乐道、达观自
信，“孔颜乐处”被后世儒家学者
奉为至高的人格理想和道德境
界。颜真卿的五世祖颜之推，深
知“忠孝”“立身”“慎言”的重
要性，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处世
之道写成《颜氏家训》，希望对子
孙后代有所启示。“德行、书翰、
文章、学识”是颜氏家族历代传
承不衰的优秀文化传统。《颜氏家
训》 中的谆谆教诲，在颜真卿身
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颜真卿 （709年—785年），为
官近 50 载，一生对国家忠心耿
耿，清正廉洁。他的书法刚毅雄
特，体严法备，庄重笃实，将颜
氏忠义人格与严谨法度融为一体。

《颜氏家训》中说，“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认为
善于经营家业之人，不用出门生活中所需物品就足够了。这对颜真卿
来说，看似是一个难题。他在升州刺史任上等待交接工作、准备前往
京城担任刑部侍郎时，全家竟然陷入了饮食之忧，“阖门百口，几至糊
口”。幸好有此前的僚属蔡明远前来援助，才解决了一家人的吃饭问
题。为了感谢蔡明远的恩情，颜真卿写下《蔡明远帖》，赞扬他的辛劳
诚恳，字里行间，充满感激之情。

有人说颜真卿的生活窘迫是偶然的，但实际上，这种拮据常常发
生。一年，关中大旱，江南水灾，农业收成差，颜真卿全家几个月只
能吃粥。颜真卿此时已是刑部尚书，看似官高权重，但当时京官俸禄
微薄，自己又清廉。他不惜降低身份，向他人乞米，写《乞米帖》。帖
子透露出颜真卿全家生活拮据，在困难到极点的时候，也只是渴求

“惠及少米，实济艰辛”，期待的米量不多，来一点就好。足见颜氏清
廉背后的真诚。这种真诚，正如 《颜氏家训》 所言，“以一伪丧百诚
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又一次，为了给生病的妻子求鹿脯熬药，颜真卿向他人乞讨少许
鹿脯。《鹿脯帖》正是记录这一事件。这次也只是讨要一点点，够药用
即可，“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京官俸禄少
但地位高，如果向地方官员索取钱物，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颜氏家训》指
出，很多人有了清廉之名后就开始聚敛财富，“清名登而金贝入”。颜真
卿践行家训，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北宋欧阳修对颜真卿发出“书如其人”的感叹，他认为颜真卿的
忠义气节出于天性，书法雄健刚劲，挺然奇伟，似其为人，同时也认
为颜氏“人如其书”，即其为人尊严刚劲，如其笔画。

俗话讲，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
颜真卿一生承继祖训，坚贞一志，真正做到了对国家忠诚、个人干
净、敢于担当，对于今人来说无疑是一面镜子。

颜真卿践行家训
□ 张利国

◎家风家训

“艺术没有国界。尽管语言不通，但人们的表情、姿态、语言都很
美，艺术就在其中。”日前，马耳他艺术界人士如此形容访华时的切身
感受。

今年7月，贵州省文化厅与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联合组织“合作伙
伴访华”和“来华创作艺术家”项目。马耳他圣詹姆斯艺术中心艺术
总监托尼·桑特、马耳他艺术研究协会主席伊万·博奇、《马耳他时报》
摄影记者马修·米拉贝利等人前往贵州参观采风，10天的经历给他们留
下深刻印象。

“贵州的自然地貌丰富多样，文化更是如此。”托尼·桑特日前在马
耳他中国文化中心播放了一段视频短片，直观展示贵州风景和文化，
同时也讲述了他在贵州的所见所思。“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比如苗族侗族的音乐那么动听，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得很好，让人佩服。”桑特说，马耳他今年刚刚加入《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有很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值得马耳他
学习借鉴。

马修·米拉贝利将自己拍摄的照片配上贵州的民族音乐，制作了一
个有声有色的小短片。在他眼里，贵州古村镇别具魅力。“我去过很多
地方旅游，有些商业气息很重。然而在贵州的乡村城镇，我看到很有
生活气息、很自然的场景，特别美好。”

伊万·博奇则用既诙谐又充满艺术气息的语言，和观众分享了他在
贵州感受到的风土人情：“我们去了很多城镇、乡村，清晨是安静的，
有人在河边唱歌；到了晚上，人们享受啤酒、美食、音乐。那样的场
景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电影。”

“中国的故事，让外国人来讲，更有说服力。”马耳他中国文化中
心主任王彦军说。据悉，经过几年运作，“合作伙伴访华”“来华创作
艺术家”项目已经在马耳他取得较大反响，尤其是“灵感中国——来
华创作艺术家作品展”今年首次在马耳他实现全国巡展，进一步促进
两国文化交流和民众相互了解。

马耳他艺术家

讲述“中国故事”
□ 袁 韵

马耳他艺术家

讲述“中国故事”
□ 袁 韵

贵州从江县小黄村妇女齐唱侗族大歌 新华社记者 李黔渝摄

文化自信大家谈⑤文化自信大家谈⑤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
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
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请问您如何理解？

楼宇烈：这句话提到了两个问题，这也是
中国传统宗教所走过的道路。所谓中国化就是
本土化问题，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时代化
问题。其实不仅宗教，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
两点。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有很多，但是能够融入

中国文化，并生存下来的宗教，必然走过本土
化和时代化的路子。最典型的就是佛教，伊斯
兰教也在明代就已经中国化了。当时，伊斯兰
教里有著名的经学家，把伊斯兰教义与我们儒
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结合，用中国的语言和文
化来诠释伊斯兰教教义。不仅是教义，伊斯兰
教的教堂，在明以后都叫做清真寺，清真寺外
形建筑和我们佛庙、道馆差异都不大。所以，
一个文化要想在异地生存下去，必须适应时代
的本土文化。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真理，在当

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记 者：为什么宗教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在

当下更有现实意义？
楼宇烈：因为这些年，许多人恰恰往本土

化的相反方向引导。研究佛教，就要去印度，
研究伊斯兰教，就要去阿拉伯，这是脱离中国
化的。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追根溯源，了解
发展历史，但是讲到中国的宗教，就要看到已
经中国化的宗教。

我此前已经呼吁，现在研究中国佛教最大
的任务是要去印度化。有些人拼命把中国佛教
变成印度佛教，印度现在哪里还有佛教？本土
化本应该就是宗教自觉、自愿。一个本土化一
个时代化，任何文化都必须如此，否则没有办
法生存。

楼宇烈：文化强民族强
采访人：本报记者 任飞帆 赖 睿

嘉 宾：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报记者独家对话楼宇烈教授，听他畅谈如

何正确认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楼宇烈近照 本报记者 任飞帆摄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
时代条件。您如何理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楼宇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可以理解为
要自觉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文化的主体意识
非常重要，只有有了主体意识才能拥有跟其他
文化对话的资格，才有辨别自己文化和其他文
化相同和不同之处的能力，才能在这个过程中
吸收营养弥补自己的不足，进而发展自己。

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意识，就只能盲目
地跟着别人走，成为其他文化的附庸。人类文
化丰富多彩，全世界不只有一种，不能用单一

的文化去思考，多样性才是文化不断发展的动
力。上世纪 80 年代，学界曾提出“越是民族
的，越是世界的”，我是非常认同的。这种世界
意义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每一个
地区的文化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传统。

记 者：您可以举例阐释一下吗？
楼宇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结晶

——中医。中医是最深刻、最具体、最全面地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然而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近百年来不断用西医的理
论来解构中医，结果中医沦为西医的附庸，在
许多理论方面落后了。

有些人说，西医强调精确，中医似乎有些

模糊。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医的一个理念是，
任何病状都应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这才
是最精确的，因为这符合个体事物的实际情况。

而西医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精准疗法”。西医在治疗癌症中发现，一样的
癌症，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相同的药作
用不同，有的起正面作用，有的起负面作用。
于是西医通过基因分析，哪些适合服用这种
药，哪些不适合，把药精准到每个个体身上。
这不正是和中医的理念是一致的么？现在西医
已经表示不要用标准化的、统一的理念看病，
而我们却不强调这一点。别人变了，我们反而
还在跟着走。

所以学习外来文化，只有在我们有主体意
识的情况下，才能学好。尤其是在今天，世界
已经变成地球村，信息相互交流快速，不学习
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辨别，要有坚持，从

“我”出发来学习，不要丢掉自己。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是如何理
解的？

楼宇烈：中国特色说明必须有中华传统文
化的根基。继承传统文化不仅仅要在形式上，
更要从根本精神上继承。我认为，中华文化的
根本特点就是自觉自律。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人
类本身与万物的不同；自律就是要求人类管理
好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也称之为
人本主义或者人文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也提出了要重
建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建立、
发展这种人文精神要到东方、要到中国来寻
找。这是因为西方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从中
国文化中得到的人本精神，与西方中世纪神本
的观念做斗争，破除了西方中世纪以神为本的
观念，才有了近代理性智慧的发生与发展。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现代科技的高速发
展，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社会问
题。科技是物的力量，在很多情况下，人已经
被发明的机器或者信息工具所支配，已经越来

越丧失人的主体性、独立性，陷入物质的大坑
里出不来。所以在今天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人本主义更有意义和价值。

记 者：现在许多年轻人非常熟悉外国的
文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楼宇烈：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对自己的
历史、文化介绍得就不够多，也不够透彻。加
强传统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历
史，也要包括很多自然的常识。其实中华传统
文化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深刻理论非常多，只是
我们没有好好发掘。

比如，中华文化对一年四季的变化，有很
多生动、直接又深刻的表达，都是从观察、实
践中得来的认识。我们通常说的年、月、日这三
个概念与地球、月亮、太阳关系密切。一年就是
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一月就是月亮绕着地球
转一圈，一天就是地球自己转一圈，这多生动。

有人说，中国使用的是农历，其实这并不
准确，我们使用的其实是阴阳合历。古人既看
到地球绕太阳转，也看到月球绕地球转，将两
者结合到一起形成阴阳合历。我们有四季，有
八节。八节包括四个“立”：立春、立夏、立
秋、立冬；两个“分”：春分、秋分；还有两个

“至”：夏至、冬至。这八节中，气候变化是最
明显的。八节下还有 24个节气，72候，5天一
候，这个候叫做物候，经过五天就会发生变
化。如果我们每隔 5 天带孩子去同一个地方看
看，就发现许多微小的变化。

中国人观察自然界的变化非常细致，也非
常精确。因此，在世界历史上，记载第一次日食
的是中国。中国历史上有很高的科技成就。研
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此赞叹不已。

这里还包含一个问题，即李约瑟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那么高的科技成就，为什么还缺乏
科学思维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如果套用
西方近代科学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理性的、分
析的、逻辑的推理，那么中国的科学就是凭借

实践的直观表述。比如，中国的谚语“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在一个地方长久，变换一个地方
就一下子不适应，可能出问题。中国的鲤鱼到美
国就成灾了，中国的螃蟹到欧洲就成灾了，美洲
的牛蛙到中国就成灾了。就连人到一个新的地
方，也可能会水土不服。这最普通的话里包含
着最科学的道理。所以说，中国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总结出来的直观、简明扼要的科学道理。只
是我们自己不把它们当回事。我们应该让孩子
们多学生活中的智慧，少去啃书本上的教条。

又如，中国的汉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
的。全世界都走过写象形文字的路，但觉得太
麻烦，绝大部分都放弃了，开始使用拼音文
字。而中国的汉字拥有表形、表意、表音三个
功能。因为读音是会变化的，所以拿音记录下
来的不一定会流传下来，西方就出现过这样的
问题。而我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就会稳定得
多。现在许多人提笔忘字，孩子写不好字，连
笔顺都不知道，这些都是大问题。

记 者：近几年，全社会都非常重视中国
传统文化，您认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宇烈：学习传统文化不能急于求成，社
会要形成良好风气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需要
一段很长的时间。

目前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不
了解，存在很多曲解和误解，总认为传统文化
里有一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现在发展和前进的阻
力。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要你一定接
受某些东西。接受什么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的选
择。如果总是把眼光盯着那些腐朽、落后的东
西，就会觉得传统文化一无是处，甚至是包
袱、阻力。

比如鲁迅说“吃人的礼教”，但礼教都是
“吃人的”吗？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只是
在他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会这样觉得罢了。如果
我们转换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在传统文
化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对我们今天有启发意义的
东西，那么传统文化就是动力了。

我们也不能着急，一时把国学搞得轰轰烈
烈，结果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人甚至打着国
学的旗号发财、牟利。国学应该不绝如缕来继
承，学习其中最精华的东西，最根本的精神。

正确认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图为
长春市一家“童学馆”里，身着汉服的
孩子学习茶道。张 瑶摄 （中新社发）

宗教工作应坚持本土化、时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