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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别来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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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从来不会停下她的脚步，不知不觉又到夏

至。

古人说：“日长之至，日影短至，至者，极也，

故曰夏至。”

炎热的仲夏即将到来，空气中涌动着燥热与烦

闷，喜怒无常的暴雨也蓄势待发，这是一个张扬而

令人无法躲避和忽略的季节。

听那此起彼伏的蝉声，夏季的“领唱者”正在

开一场不间断的夏日音乐会。或高或低的音调，牵

动着人的心弦。

很久没好好地去聆听蝉声了。

其实夏季应是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响，

蛙声、鸟鸣及蝉唱，那是一首首美妙而又动人的乐

章。但是夏日的高温燥热，让我们主动选择躲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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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舒适的活动空间，那里温度适宜，惬意凉快，

却也远离了自然界的一切声音。

我们沉溺于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过得

忙忙碌碌，关注自己，关注工作，关注生活，关注

自己所关注的人和事，暗暗自喜于自己能足不出户

却已尽知天下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

何尝不是对外面的世界闭上了眼睛和耳朵。

正如简媜所说：“我们只是太忙罢了，忙得与

美的事物擦身而过都不知不觉。也太专注于自己，

生活的镜头只摄取自我喜怒哀乐的大特写，其他种

种都是一派模糊的背景。”

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一直在

错过。

让躁动的心适时平和下来，慢下脚步，看一下

外面的天地，这时你会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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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一幅幅图片，一个个视频片段，那夏日的音

乐会是如此的美妙动听……

夏至之日，是为之记

《读·享 | 九州》编辑部
2020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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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述要》与钱穆的新心学（十）

嘉宾：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宋明理学、《孝经》学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

地点：京师大学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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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

提    问：非常感谢刘老师！读钱穆的书，我有

个感觉。因为我博士论文做黄宗羲，他也是从明入

清，读《明儒学案》会感到他的有些话也是比较隐晦。

那么，到钱穆他们那一代的新儒家，如果没有大的

历史变革，我觉得这种激发力也很难出来。我觉得

读钱穆先生的书确实非常平正，从他和胡适的一些

辩论能够看出来，我们今天大学体制基本是按照胡

适那种模式。我们今天读钱穆的意义确实非常大，

他们那一代学人所经历的思想的困苦，其实我们这

一代人也感受到了，但是我们这个是假装的、假定

的，《阳明学述要》一书我觉得他的用意是很深的。

所以，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觉读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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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挺难的，我一直感觉像他们对心学的表达，

尤其是从钱穆这里能看出来，能感觉到他们的不同。

黄宗羲认为“盈天地之间皆心也”。把“心”泛化

了，然后天地万物都是心，我们还要承认各家学说

的不同，我觉得到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妥协了，可

能还是以历史眼光来看更好一些，刚才刘老师已经

分享了，如果没有历史积淀而单纯来分析“心”的

话，可能就又陷入到王学后面那些争论了，又争论

不休，因为很难实证，我们讲文化包括今天读钱穆，

可能对我们思考会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性或者土壤性

的一种东西，我也非常感谢。

刘老师：说的挺好，大家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

法，大家讲讲，让我听听也挺好，每个人都可以讲

讲。读这个书的体会，大家都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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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提   问：《阳明学述要》这本书主要是说的阳

明学这块，这些年阳明学非常火。从您个人建议来

看，如果学阳明或者读阳明学的话，从哪个角度合

适？

刘老师：你是说读王阳明的原著吗？

提    问：就是学阳明学。

刘老师：读阳明的话，钱穆他的入手书就是读

《传习录》，其实我们读的最多的也是《传习录》，

读今人的书的话，有一些书可以作参考，比如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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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师吴震教授，他有一本《传习录精读》，其

实就是相当于“《传习录》导读”，对我们理解王

阳明思想的发展还有《传习录》中的主要内容，这

本书写得都非常深入浅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参考

书。

另外，清华大学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那

本书是比较专业的，写得很精彩。相对来讲，《传

习录精读》是比较深入浅出的。《有无之境》的话，

比如我们提到的在钱穆心中困扰的“四句教”问题，

陈来那个书写的是比较好的，要把四句教的第一句

放在境界论的意义上去理解它，放在境界的意义上

理解有和无的关系，我们一般总是说儒学只讲有，

不讲无，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先秦儒学也讲无，并

不是不讲无，这是我们理解儒学的另外一个面相。

好像陈先生认为这本书是他写的最好的一本书。至

于其他的书的话，现在市面上关于阳明学的书太多

了，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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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问：陈荣捷先生有一本书，专业一些，太

厚了。因为之前这个书没有出版的时候，我写博士

论文，我复印了一版。

刘老师：陈荣捷先生算是研究阳明学最早的人。

吴震老师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做阳明学的研

究是受了吴老师影响的。陈荣捷先生的著作《传习

录详注集评》，比较扎实专业，他做了很多特别基

础的工作，对学界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故影响

甚大，他在书中会对《传习录》里面的东西做注解，

还会把王阳明在《传习录》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做一

个参考，如果做研究的话会需要这个，更加深入一

些。当然，国内研究阳明学的有很多人，还有一个

是浙江的学者钱明教授，他也有几本书，比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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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另外，他有一本书是王阳明

传，是专业学者写作的阳明的传记。当然，钱老师

的书也基本都是专业性的，我就不多介绍了，另外，

钱明先生还翻译过好几本日本学者的书，其中一本

是《王阳明大传》，这个书是非常详细的，也是比

较深入浅出的，两本，上下册非常厚，其实我个人

也还没有看过。

阳明学特别热，热到什么程度？西方也在看，

西方有一个学者是德国人，叫耿宁，耿宁写了一本

书《生命中第一等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

王阳明说过一句话，就是人生的第一等式是要成为

圣人，学以致胜。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应

该是两年前出版的，大陆出版了。这是倪梁康翻译

的，倪梁康是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所以大家就

知道阳明学有多热，西方的汉学家也在看，中国人

就更不用说了。我知道的学生跟我说他爸也在看。

可能就是吴老师的书，还有日本那个学者《王阳明

大传》，我觉得这是适合大家看的，而且它也有学

术性、通俗性。杜一鸣先生是青年王阳明，杜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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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研究比较早的。

推荐阅读：《阳明学述要》

作者：钱穆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宋明六百年理学至王学而达到顶点，王学的价

值和地位，是宋明理学中尤为重要的内容。钱穆先

生把王学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勾勒王学之

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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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式解决宋儒留下的“ 万物一体”和“ 变化气质”

问题，贡献了独特的“ 良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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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草

◎卞之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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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钟贴一角夕阳

六点钟挂半轮灯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

墙头草长了又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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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责任和自由

◎徐复观 /文

有人拿自由来抵抗责任，也有人拿责任来

抵抗自由。其实，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

隶的责任，结果也一定会取消掉责任。没

有责任的自由，是暴乱的自由，结果也一

定会取消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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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先生）

有一群自称为“现代的青年”，创办了一个刊

物；开宗明义宣称他们只追求个人生活的快乐，而

不接受任何价值判断，或规范意识。我看完后，立

刻发生两点感想：第一，他们生活的快乐，是他们

每一个人在孤岛或孤洞中去追求呢？还是在人与人

的群体生活中去追求呢？一片面包，一条短裤，四

叠半席的房子，都是一连串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

他们难道说连这点常识也没有？不承认某种价值判

断，或规范意识，则起码的社会秩序如何维持？他

们的快乐从何处获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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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没有价值判断，便不可能发生“人的行

为”，不接受任何价值判断，唯我独尊，这是一种

生活态度，所以依然是一种价值判断。这批人，既

否定了一切价值判断，当然也没有权利要求社会接

受他们的价值判断。然则他们为甚么要向社会发行

刊物以宣扬自己的“反价值”的价值判断呢？这完

全是缺乏起码的责任感的言论。

还有一家大报，公开宣称它从来不曾想到他们

的言论要影响社会和政治。由此可知这一大报的言

论，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发泄，以个人的发泄来换取

稿费。我当时想到该大报为什么一笔取消了它过去

的历史，及今日所处的特殊地位？即使是一家普通

报纸，既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提笔写了文章，

而根本不考虑到社会、政治所发生的影响，这实际

是存心传播毒素，以毒害社会与政治。这种公开标

榜没有责任感的言论，乃说明报纸、杂志的极端堕

落。

有人拿自由来抵抗责任，也有人拿责任来抵抗

自由。其实，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隶的责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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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一定会取消掉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是暴乱

的自由，结果也一定会取消掉自由。自由与责任之

不可分，这是人类生活的长期经验事实，不需要甚

么特定理论来加以论证。

我在这里应特为提出的是，报纸、杂志的言论，

十之八九，都是涉及作者个人以外的“共同问题”。

对共同问题若没有 “共同的责任感”，便没有开口、

提笔的资格。为了要在言论上尽到共同的责任，而

受到无理的压制、干扰，这便应当争取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也才有价值；根本对自己的言论没有责任

感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谈言论自由？并且在这种情

形下之所谓言论自由，也自然便成为可有可无之物。

所以没有言论责任感的地方，也根本不会严肃地争

取言论自由。于是大家只利用社会的麻痹与弱点，

各人发抒各人的无意识界。而其总结果，必然是大

混乱、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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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一段话，对于文化水准较高的地方来讲，

有如 “肚子饿了应吃东西”的同为废话，实在可

以不说。以下，我假定大家承认 “言论应有责任感”

的前提之下，试提出如何构成责任感的具体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首先应想到自己的言论，是否

可以在自己乃至在自己家庭的正常生活中实现。假

如执笔的人以此鼓吹社会，是否也以此来鼓励自己

的家庭？最简单的例子，有一家杂志，鼓吹初中女

生，应当勇敢地爬上男老师的床上去。是否这家杂

志的负责人，确实希望他自己十五六岁的孙女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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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便是如此？或者已经如此之后，而希望自己世世

代代的小女孩都如此？假定这种人—只要他是一个

人—能切身做这种想法，我想凡类似于这类的言论，

总不至像目前这样的猖獗吧！

第二个条件，便应想到自己的言论，是否可以

在社会大众正常生活中实现，实现以后的结果，到

底如何。这种预计，虽然是相当困难，甚至也难期

正确；但只要有这种预计之心，下笔时便自然会平

实慎重了。由此更进一步，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应

当抱有由人类历史教训而来的理想、前途下常常想

到自己的言论，对于此种理想、前途，到底发生甚

么影响？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历

史中很特出的人物。但在报纸杂志上立言的人，其

职业的性质，必然应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由此而

产生积极的言论责任感，由此而产生积极的言论自

由的要求。

再就作者编者个人来说，首先应知道每一个人

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乃至

三十岁以上的人，多没有受到严格而完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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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个人假定有机会经常发表言论，这只说明

此人是处于吐出的多、吸进的少的状况，简直难有

储蓄知识的机会。“知识”是由人类艰辛积聚，并

且积聚到现在，每一部门，其深、广，有如一个大

海。当一个人想到自己的言论，对于所必须涉及的

知识，该是如何浅薄、渺小时，便怎好不认真地读

点书、找点材料？而下笔时又怎好不特别使自己的

话，说得严守分际呢？

 

更重要的基本条件，便是应认定 “说假话”

是可耻、是没有人格、是斯文扫地的勾当。目前打

着招牌说假话的风气太盛了。还有打着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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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的招牌，而大讲假话的一批人。此一风气，

由大学的教室走向社会，走向报纸杂志。没看过的

东西假装看过，不懂得的东西假装懂得；人家本来

是说向东的，却以胡闹的方式，指人家是说向西。

只要嚷得声音大、骂得下流，便认这就是科学

化了、西化了、现代化了。殊不知凡是值得称道的

人与事，没有不是在 “信”上立基的。如 “以实

之谓信”，这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内容。而一切的

黑暗、丑恶，都来自说假话，都以说话为遮掩的手

段。所以不论古今中外，无不以说假话为罪恶之渊

薮。言论界不把此种恶风扭转过来，不对说假话的

人，去追根究底，则一切都将无从说起。

我是很了解立言之不易的一个人。尤其是衰乱

之世，社会的变态心理，经常压倒正常的心理。所

以凡是代表变态心理的言论，便最易哗众取宠。而

凡是出自有责任感的言论，一定是平坦真实的言论，

大家反认这是老生常谈。于是办报纸杂志的人，便

不能不考虑到销路的问题了。但我们到底应当在变

态心理中求生存、发展呢，还是应当在正常心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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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存、发展呢？因此，言论的责任问题，我希望

立言者与社会读者共同负起这种责任。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征信新闻报》

本文选自：《论智识分子》）

作者：徐复观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徐复观先生散见于各处的关于智识分子

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智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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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社会责任、学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不同历史

时期，对历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知识分子的

人格魅力等诸多方面。此书对于把握中国智识分子

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对于从传统深处发掘儒

家精神的内在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传承

并光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慢  品

30

列子：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罗肇锦 /编撰

生死的变化是万物都不能避免的

啊！至于有多少变化，那就很难说

了。只要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就

可以在他“化机”的过程中产生无

数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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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子到了卫国以后，又开始他云游四海

的生活。

有一天，列子正走得满头大汗，忽然发现路旁

有一个暴露在乱草堆中的头颅骨，从外形看来应有

百年之久了。他不慌不忙、不忧不惧地把它捡起来，

拨掉黏着在上面的杂草，拍掉附着在上面的泥土，

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悟地指着头

颅骨对他的弟子百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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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只有我和你了解生死的道理。就以

这个头颅来说吧，我们平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自以为很得意很满足，其实说穿了我们的生活和这

个头骨静静地躺在乱草堆中又有什么两样，因为把

生死看开以后，活生生的人百年以后就是一堆白骨，

那么，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

这种生死的变化是万物都不能避免的啊！至于

有多少变化，那就很难说了。只要是一个有生命的

机体，就可以在他“化机”的过程中产生无数的新

生命，譬如有一种田鸡，俗名叫虾蟆，它们在田里

很长一段日子后，就会长出长长的爪而变成鹌鹑①。

鹌鹑是一种纯性的鸟，它飞的时候，一定依附

着草不敢远离。因为它如果一不小心碰到水，就会

变成一种像丝一样的草，而草得到水土的滋养又会

变成青苔，如果这些青苔生在洁净高凸的地方就变

成车前草。车前草吸取粪土等秽物又会变成乌足草。

乌足草的根经过长久时日以后，就会变成蝎子，

而乌足草的叶就变成蝴蝶，蝴蝶很快又化成幼虫。

这些幼虫如果生长在炉灶的下面，就变成像刚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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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嫩虫叫作“鸲掇”，鸲掇经过一千日以后又变成

鸟，名叫“乾馀骨”，乾馀骨嘴里的唾沫会变成“斯

弥”，斯弥又变成“食醯颐辂”，是醋虫，这种叫

食醯颐辂的醋虫也可以从“食醯黄軦”变来，而食

醯黄軦是从“九猷”虫所生出来的，九猷虫又是从

“瞀芮虫”生出来的，而瞀芮虫是从一种叫“腐蠸”

的萤火虫所变来的。

另外有更奇特的化机，听说羊肝丢在地上久了

以后会化成一种鸟，叫作“地皋”，而马血丢在地

上久了会化成鬼火名叫“转邻”，人的血也会变成

野火。

从以上各种物类的转化看来，鹞变成鹯，鹯变

成布谷鸟，布谷又化成原来的鹞，如此循环变化，

机转不已。甚至空中飞的燕子会变成水中游的蛤，

两栖的田鸡会变成逐水草而居的鹌鹑，腐朽的瓜类

掉到水里会变成鱼，老而黄的韮菜不去采撷，久了

以后会变苋菜。另外，母羊老了长得满脸皱纹就成

了猿猴，鱼卵经孵化变成小虫在水中蠕动，这些都

是大自然一片化机的奇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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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书上记载：亶爰山上有一种野兽，样子像

狐狸，而头上长有浓浓的卷毛，名叫作“类”，这

种名叫类的野兽，没有雄的，只要一大堆雌的在一

起，都会自然怀孕生子，它们就是靠这种“同性恋”

繁衍后代的。

更绝的是有一种水鸟叫作“鶂”，只要雄鸟和

雌鸟互相定定地看一眼，就会怀孕而产出小鶂鸟来。

另外有一种龟，纯一色都是雌的，名叫“大要”；

纯一色都是雄的，叫作“穉蜂”。这两种龟，都是

不经交配而能自生小龟鳖，这种生产是靠两性相感

而起变化的结果。

 

上面所说都是动物相感而化的例子，其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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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有许许多多的变化。

在《大荒经》②里有一段记载。

东方海外有一个国家叫作“思幽国”，那个国

里分成男女两个集团，男的集团叫作“思士”，他

们一辈子不娶妻子。女的集团叫作“思女”，她们

也不需丈夫。说也奇怪，他们不经婚配交接，只要

像鶂鸟那样，用眼睛互相看看，就自然会感动而生

出孩子来。

周的始祖后稷的出生更为奇特。

后稷的母亲姜嫄，有一天到野外游玩，在路上

偶然发现地面上有一个很大的脚印，她觉得又惊讶

又好玩，便试着用自己的脚去踏在这个大脚印上，

比比看相差多少。哪里知道，她刚刚踏上大脚印，

全身就仿佛受了什么感动，回来不久，就怀了孕，

后来便生下一个小男孩，那便是后稷。

汤的贤臣伊尹的诞生也很特殊。

听说以前东方有个莘国，有一天，一个姑娘提

着篮子到桑林去采桑。忽然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于

是，她循声找去，发现在一棵空心老桑树里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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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娃娃，光着身子正在舞手蹬足地哭叫。那个姑娘

就把娃娃抱起来，献给国王。

国王就派人察访婴儿的来历，费了好多时日才

查出，孩子的母亲原住在伊水的岸边。这个母亲，

一天晚上，梦见神人告诉她：“舂米臼如果出了水，

就向东边跑，不要回头看。”

第二天，舂米臼果然出水了，她赶紧把神向她

说的话告诉邻居，一面照着吩咐向东边走，邻居们

相信她的话的就跟她向东走，不相信的仍在家里观

望，她也顾不了那么多，快步往东走了约十里路程，

因惦记着家园和邻居，不知现在如何了，忍不住回

头一看，只见家园已成了白茫茫一片，滔滔洪水正

朝她汹涌扑来，她正想狂喊，身子就变成了一棵空

心老桑树，站在大水中央，抵拒激流，洪水才慢慢

在她前面退去。过了些日子，采桑姑娘来采桑时，

才发现这棵空心桑树的肚里有一个孩子，经邻人的

指证，这个孩子确实是空心树的，又因为孩子的母

亲原住在伊水，所以取名伊尹，长大后成为汤的贤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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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脚印可以使人怀孕，空桑木可以生孩子，

那么蟩蛁（蟨蛁虫）虫由湿润之气所生成，醯鸡（醋

虫）生于酒中的酸气，就不足为奇了。甚而“羊奚

草”可以和“不笋”及“久竹”两种草混合而生出“青

宁虫”。青宁虫又生出“程”（程是一种兽，越人

称豹为程），由程生马，由马生人，人又返回微生

物的“有机体”中。

 

从这许多“入机”、“出机”的变化中，可以

想见，生死变化是不可测的，生于此的或许正好死

于彼，那又何必斤斤计较生死的事呢？

圣人明白“生不常存”、“死不永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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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喜于生，也不惧于死，万形的变化最后都归

于不化，因此“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前人说：“嗜欲深者天机浅，嗜欲浅者天机深。”

就是要我们了解这个天机，才能够不戕害生命，才

能够把活生生的人看成和头颅骨没有两样。

【注释】

①从虾蟆变鹌鹑到老母羊变猿猴，都是先民智

慧未开的传闻，列子借这些传闻解释生命的变化，

可谓浪漫之大成，不必以今日科学去论它。

②《山海经》篇名。《山海经》有《大荒东经》、

《大荒西经》、《大荒南经》和《大荒北经》。

选摘自：《列子：御风而行的哲思》

编撰：罗肇锦

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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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列子》以寓言、神话、故事、散文等形式，

揭示精微的哲理。“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的道理，

极端快乐的现实主义、本真的人性展示，活生生的

现实与似真亦幻的泡影，对生命的达观、磊落充盈

于字里行间。

本书是改写本，可以看到那个遥远时代人们的

生命观，正是今天的人们所倾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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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绝句：平平仄仄平

◎简  媜 / 文

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

有雷响，蛙声、鸟鸣、及

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

故夏天像一首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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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

像一首绝句。

 

已有许久，未尝去关心蝉声。耳朵忙着听车声、

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

听朋友附在耳朵旁，低低哑哑的秘密声……应该找

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

蝉声。

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坎进来我并不知道，

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

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一跳。

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半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

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惊讶！把我整个心思都

吸了过去，就像铁沙冲向磁铁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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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的时候，又突然不

约而同地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就像一

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扎捆得紧紧地，突然在毫无

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

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

沙滩！

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坎进来我竟不知道？！

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

上的花鸟绣，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

“刷”一声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

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

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

头努力叫闹。

没有裁判。

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小童年。因为这些愉快

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

捡回来。

首先捡的是蝉声。

那时，最兴奋的事不是听蝉而是捉蝉。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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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手掌中赏玩一

番，我也不例外。

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午班，这是一二年级的

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

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

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

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

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

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

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

只为了捉蝉。

你能想象一群小学生，穿卡其短裤，戴着黄色

小帽子，或吊带褶裙，乖乖地把“碗公帽”的松紧

带贴在脸沿的一群小男生小女生，书包搁在路边，

也不怕掉到河里，也不怕钩破衣服，更不怕破皮流

血，就一脚上一脚下地直往树的怀里钻的那副猛劲

吗？只因为树上有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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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声是一阵袭人的浪，不小心掉进小孩子的心

湖，于是湖心抛出千万圈涟漪如千万条绳子，要逮

捕那阵浪。

“抓到了！抓到了！”有人在树上喊。赶快下

面有人打开火柴盒把蝉关了进去。不敢多看一眼，

怕它飞走了。那种紧张就像天方夜谭里，那个渔夫

用计把巨魔骗进古坛之后，赶忙封好符咒再不敢去

碰它一般。

可是，那轻纱般的薄翼却已在小孩们的两颗太

阳中，留下了一季的闪烁。

到了教室，大家互相炫耀铅笔盒里的小动

物——蝉、天牛、金龟子。有的用蝉换天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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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金龟子换蝉。大家互相交换也互相赠送，有的

乞求几片叶子，喂他铅笔盒或火柴盒里的小宝贝。

那时候，打开铅笔盒就像开保险柜一般小心，

心里痒痒的时候，也只敢凑一只眼睛开一个小缝去

瞄几眼。

上课的时候，老师在前面呱啦呱啦地讲，我们

两眼瞪着前面，两只手却在抽屉里翻玩着“聚宝盒”，

耳朵专心地听着金龟子在笔盒里拍翅的声音，愈听

愈心花怒放，禁不住开个缝，把指头伸进去按一按

金龟子，叫它安静些，或是摸一摸敛着翅的蝉，也

拉一拉天牛的一对长角，看是不是又多长一节？不

过，偶尔不小心，会被天牛咬一口，它大概颇不喜

欢那长长扁扁被戳得满是小洞的铅笔盒吧！

整个夏季，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强迫蝉从枝头搬

家到铅笔盒来，但是铅笔盒却从来不会变成八音盒，

蝉依旧在河边高高的树上叫。整个夏季，蝉声也没

少了中音或低音，依旧是完美无缺的和音。

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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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响，蛙声、鸟

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

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

大自然的一队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

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

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

它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

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诗派的朴

质，又有些旷达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它们不

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它们胸臆之中，似乎

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

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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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间听蝉，想其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

吧！高踞树梢，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

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轻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

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

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禅。

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像一群吟游诗人，

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它们的脚。拉拉

杂杂地，他们谈天探询、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

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

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

实并没有方向。

我喜欢一面听蝉一面散步，在黄昏。走进蝉声

的世界里，正如欣赏一场音乐演唱会一般，如果懂

得去听的话。有时候我们抱怨世界愈来愈丑了，现

代文明的噪音太多了；其实在一滩浊流之中，何尝

没有一潭清泉？在机器声交织的音图里，也有所谓

的“天籁”。

我们只是太忙罢了，忙得与美的事物擦身而过

都不知不觉。也太专注于自己，生活的镜头只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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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喜怒哀乐的大特写，其他种种都是一派模糊的

背景。

如果能退后一步看看四周，也许我们会发觉整

个图案都变了。变的不是图案本身，而是我们的视

野。所以，偶尔放慢脚步，让眼眸以最大的可能性

把天地随意浏览一番，我们将恍然大悟；世界还是

时时在装扮着自己的。

而有什么比一面散步一面听蝉更让人心旷神

怡？听听亲朋好友的倾诉，这是我们常有的经验。

聆听万物的倾诉，对我们而言，亦非难事，不是吗？

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

设备。想象那一队一队的雄蝉敛翅踞在不同的树梢

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上一般。只要

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它们各以

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

田。

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

心情。它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

音，高低分明。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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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

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骇浪，拍打着你心底

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

沙般地攫走了你紧紧扯在手里的轻愁。

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

情歌吧！总是一句三迭，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

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

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

掷地如金石声，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篇，徒留

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

声。

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

平仄仄平。

选摘自：《水问》

作者： 简媜

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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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信什么教？

◎李亦园 /文

通常外国人总喜欢问我们说，

你们中国人原来是信什么教的

啊？我们被问到这一问题时，

总是觉得难于正确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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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在前面说过，精神文化很主要的部

分是宗教信仰，在我们叙述精神文化

与宇宙观时，也已可以很明白地看

出，一个民族对宇宙的观念，也正是他们信仰之所

在。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用较长的篇幅探讨有关

宗教的问题，因为这是与一个人的自我修养更有密

切关联的项目。

谈到宗教的问题，首先面临的，而经常也是一

般人都要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自己信的是什么教

呢？

通常外国人总喜欢问我们说，你们中国人原来



书  斋

53

是信什么教的啊？我们被问到这一问题时，总是觉

得难于正确回答。

因为回答说是信道教、信佛教，似乎不完全正

确，因为道教虽是固有的宗教，但未必是人人都真

正“信”它、“皈依”于它；佛教也是如此，它在

国境内虽很流行，却不是人人都信，更不用说皈依

佛教要有一定形式。

有时外国人会逼问我们说，那么你们应该算是

信“儒教”了？这时我们心中也许会兴起一个念头，

儒家算是“教”吗？

 

既然不敢肯定儒家是宗教，因此也就不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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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汉族信的是“儒教”，不敢或不能承认是一件事，

但是问题仍然未回答，所以心里不免气闷，甚至觉

得有点自卑，连我们自己信什么教都答不出来。

其实答不出来我们自己信什么教是有其症结所

在的，这一症结在于问题问得不对，西方人一向以

自己的立场，以为信仰超自然一定要成为“教”，

所以会问别人信什么“教”；假如他们都能体会别

人的信仰不一定要成为一个“教”，而把问题问成“你

们的信仰是怎样的”，那么问题就较容易回答了。

其实我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复杂的混合

体，其间固以佛道的教义为重要成分，但却包括许

多佛道以外的仪式成分，例如民间信仰中的祖宗崇

拜及其仪式，就是最古老的信仰成分，比道教教义

的形成早很多；其他又如许多农业祭仪，也都与佛

道无关。

所以说我国民间宗教是融合了佛道以及更古老

的许多传统信仰成分而成，因此我们无法像西方人

称一民族的宗教为某某教一样来说明，只能称之为

“民间信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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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宗教信仰的特色

 

假如要对上面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作较严格的宗

教学解释，也许应该更清楚地说明传统宗教信仰或

“民间信仰”的特色。

传统中国的宗教信仰有两项重要的特色，因为

有这两项特色，所以使之与西方宗教有很大的差异。

传统中国宗教的第一项特色表现在“普化

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形态，而与一

般西方宗教的“制度化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有异。

所谓“制度化的宗教”是指一个民族的宗教在

教义上自成一体系，在经典上则有具体的刊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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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册，同时在教会组织上也自成一严格系统，而与

一般世俗生活分开。西方的基督宗教都属制度化宗

教，而回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亦属之。

而所谓“普化的宗教”，则是指一个民族的宗

教信仰并没有系统的教义，也没有成册的经典，更

没有严格的教会组织，而且信仰的内容经常是与一

般日常生活混合，而没有明显的区分。

例如我们的传统宗教信仰可包括祖宗崇拜、神

明崇拜、岁时祭仪、生命礼俗、符咒法术等等，甚

至于上述的时空宇宙观也都是我们宗教观念的一部

分。

由此可见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如何与一般生活混

合而及于文化的各面，而我们这一种方式的宗教信

仰当然也不会出现严格的教会组织，也不见有成册

的经典与系统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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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宗教信仰形态的差异，所以西方人观

念中的“一个宗教”就无法适合于描述中国人的宗

教。

而西方人或受西方影响的人常说你信什么

“教”，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的问题，一种西方文

化偏见的问题，他们只能问你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样子的，才是一种摆脱文化偏见的问法。

同时也是由于此一性质的信仰形态，所以使我

们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是属于

一种包容兼纳性质的信仰形态。

我国民间宗教所包含的仪式成分也许可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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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宗教信仰的另一种特色是宗教中的超自然

因素与伦理道德因素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密切结

合，而是两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分离。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文化中，伦理道德概念与

哲学系统都一直是由儒学思想所主宰的，宗教信仰

中只用现成的道德伦理标准来作奖惩的判断，而自

己并不对道德本源作哲学性探讨的。

中国宗教的核心只是超自然系统或神明系统而

已，这与西方基督宗教中神与道德不能分离、道德

伦理的根源来自神本身的现象，显然是颇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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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宗教信仰中的超自然因素与道德伦理

因素的分离，宗教信仰的重心都在神明与超自然力

量上，因此使中国人传统的信仰就显得非常现实而

功利，甚至于具有很强的巫术性，这也是一般批评

我们的民间信仰普遍有迷信倾向的原因。

实际上假如我们把这种信仰形态与第二十章所

述的三层面宇宙观的理念配合在一起，我们就较能

明白现象的意义。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超自然信仰只是宇宙存在

的一部分而已，我们所要关心的还有自然、人、社

会等部分。

超自然存在应该是能与人与社会作和谐配合才

有意义的，由于这种“人本”趋向的宗教观，所以

我们的信仰形态与西方制度化宗教的形态是迥然不

同的。

本文摘自：《文化与修养》

作者：李亦园

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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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揭示文化的意义与本质后，即采用文化

人类学的分类法，介绍了科技、社群和精神三方面

的文化，语言通俗，用例贴近生活，同时将作者数

十年来研究“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化”的两大理

论架构纳入其中，使得通俗之中又蕴藏着深层的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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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王陛下读书

◎祝新宇 /文

古代日本人，相信大和语是

拥有一种被加持过的不可思

议力量的语言，并由此传承

下来一种言灵思想，后来发

展成为了言灵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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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是那位酷爱阅读的英国女王？贝内

特给出的描述是，女王年至耄耋，在

位五十年，经历过戴安娜王妃的去

世，接见过爱丽丝 • 门罗、大卫 • 塞西尔，知道 J.K. 

罗琳，但她不喜欢《哈利 • 波特》。

但我们若要考证她到底是谁，显然有悖贝内特

初衷，贝内特只是借助女王的身份，大讲读书的故

事，当然，这个特殊身份会产生一些让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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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事件。

例如有一次，温莎城堡的警卫把女王的书当作

爆炸装置给没收了。女王对此评论说：“这倒对了，

书就是点燃想象力的装置。”

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君

主立宪历史，所以国王、女王在民众心里的位置很

高。

我读过一本《为国王们烹饪》的书，人们以能

为王室服务为荣，贝内特的这本《非普通读者》里

就有“为女王陛下读书”的论调，虽然女王本人不

以为然。

女王喜欢读书，一定会使这个在文化上也堪称

帝国的国家锦上添花。可是她的丈夫、她的首相以

及侍从却不这么认为。

在规矩甚多、老朽不堪的宫廷里，人们早已习

惯了陈规旧俗。比如城堡里的图书馆，“所有的书

被锁在镀金栅栏后面”，许多价值连城的书，根本

就不打算给别人读。就连女王对侍从的态度稍微改

变（无论好坏）一点，他们都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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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温莎城堡无法理解女王会把所有的闲暇时

间用来读书。这点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充满艺术

珍品的古老王宫，不能容纳读书氛围？

即使读，按照首相的意见，女王也该读点有关

“国际形势”的书。给出建议的首相很快就后悔

了，女王主动向他推荐书籍。宫中的工作人员叫苦

不迭，因为女王真的会询问他们是否读过那些她推

荐的书。

艾伦 • 贝内特是英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家。有意

思的是，他曾两度婉拒女王授勋，却写了一本女王

读书的小说。他笔下的女王从不爱阅读到热爱，从

阅读到萌发写作念头，是一个遵从本心、毫无功利

的阅读者。

“读书最好别在专门读书的地方”，女王对那

个拒人千里之外的王室图书馆非常不满，随后得出

了自己的结论。

我非常赞同。我读书很少在图书馆或书桌前完

成，相信很多读书人习惯“三上”，厕上枕上车上。

贝内特没写女王在厕所里读书，那样毕竟有些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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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外“两上”女王是喜欢的。

 

女王，或曰贝内特有许多关于读书的妙论。读

书不为消磨时间，“如果想消磨时间的话，我就去

新西兰了。”

女王认为“读书是为了乐趣”，“而在于了解

他人生活和大千世界”。“女王过了一辈子与众不

同的生活，现在她渴望这种普通生活。在每一本书

里，她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感觉。”

作为一介平民，我读书正与女王相反。《非普

通读者》的扉页写着：You don’tput your life 

into your books,You find it there. 我觉得，多数

读者在书中找到的是自己的“dream”而非“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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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利用身份优势，得以见到大批心仪的作家。

然而交谈却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尴尬。女王得出

了钱锺书式结论，“最好还是读他们的书，而不是

和他们见面。”

这让她的丈夫凯文爵士松了一口气。爵士认为，

女王要是再次为作家举办酒会，就得为艺术家举行

一次，紧接着还有科学家，那就没完没了了。

读书为了什么，每个读书人都有不同意见。太

多的关于读书的书写下了太多的理由。你去问一个

废寝忘食的读书人，与问一个在路边下棋而不回家

吃饭的人，得到的答案很可能一样。

此书出版后，有人问贝内特，真实的女王是否

会看这本书，作者回答：“大概不会，她没空读我

的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为女王陛下读书。

选摘自：《悦读者：乐在书中的人生》

作者：祝新宇（瘦猪）

出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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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本“无一字无来处”的名人八卦集锦，一本“断

章取义、六经注我”的书评荟萃。从无人不知的莎

士比亚，到比较小众的布考斯基，从古代的陶渊明，

到当代的双雪涛，以书论人，以书论书，作者都臧

否出了新意，虽为一家之言，却有惊喜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