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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特辑

读完《漫话陶醉》一书，作者笔
下那些古人的命运遭际，让人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人最难超越和最难
掌控的，其实就是自己。每个人都得
面对人性弱点这一最大的人生“瓶
颈”，是否拿捏得好，决定了你人生
成功几率的大小。“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者感叹的
是古人的命运，但操的其实是现代
人的心。

这本书对古人的点评，直指其
内心世界最为隐秘的部分，在很多
历史人物光鲜伟岸的外表之下，发
现了隐蔽在人性深处的虚妄、张狂、
自负、愚忠愚孝及好名好利等斑点，
正是这些人性的弱点，最终把我们
民族历史上诸多伟大人物送入悲惨
的境地。作者读的是人生和人世这
部大书，探究的是知人论世的大道
理，因此写起文章来不唯书，更不唯
定论，也不搞学院派那种考证和推
理，而是凭着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智
慧，从常识常理常情入手，穿透了流
传千古的文化迷雾甚至是毒雾，破
除了许多代代流传习以为常的迷信
和盲从，体现出求真的科学态度。比
如张居正的悲剧之所以令作者感叹
不已，就是因为这个要知识有知识、
要能力有能力的精英人物，也有着
小人物常有的那种掩饰不住的张扬
欲、表现欲、舍我其谁欲；他不能克
服自己的弱点，对人性普遍的弱点
也缺乏足够认识，在首辅这个位置
上没有拿捏好自己，没有掌握好做
人处事的尺度，甚至摆不正自己的
位置，“官职是首辅，实际上还是在
当皇帝的老师”，最终酿成身后的巨
大悲剧。

作者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发现
了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比如愚忠愚
孝、青史留名、隐士思想等等，这些传
统文化中僵化板滞的东西，和大人物

的人性弱点是在互相放大互相发酵
的，面对这个巨大的陷阱，一代代最
为优秀的民族精英，却缺乏足够的警
惕和反省能力。被史家誉为抗元名
臣、民族英雄的南宋左丞相陆秀夫，
一直和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
三杰”，但以作者的常理推测，就算是
元朝抓到了宋朝的末代皇帝，也不一
定会赶尽杀绝，陆秀夫背着人家跳
海，其实是充当了杀手，他求的其实
是个青史留名，因此作者感叹：陆秀
夫的罪恶大矣！说他是杀人凶手也
不为过矣！对于历代文人推崇的陶
渊明的隐士思想，作者不屑一顾，认
为陶渊明这样的人在田间劳作，却
让庸才把持官场，国家不会有希望；
作者认为《桃花源记》宣扬的思想不
值得推崇，因为人应该有欲望，失去
了欲望，社会就没有了活力，创造性
主动性就会丧失，社会就不能进步。
为此作者感叹，“明明是传统文化的

‘渣滓’，而我们却把它当成珍品收
藏，并使它生机勃勃，这又能怪谁
呢？精华和糟粕不分，正是一切文化
古国思想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并
说“中国这方面尤甚”。这些看法，延
续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常识性判
断，也融入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体
验，读来更加发人深省。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我
的感觉是，书中反复述说着一个道
理，那就是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有，
并不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而
减少，相反，地位越高，越有可能助长
一个人把人性的弱点放大到极致。在
作者的笔下，王安石、桑弘羊、范仲
淹、韩信、齐桓公、魏征、司马光等人
的悲剧结局，没有一个例外。这些历
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不管是正面的还
是反面的，常常被性格中某个不易觉
察的弱点毁了大好前程，甚至是断送
了身家性命，作者在点评这些人物和

感叹他们命运的时候，字里行间充溢
着一种人性的大悲悯，他希望后人都
能从古人身上汲取智慧，及时察觉自
己面临的人生风险，不要重蹈覆辙。
一个民族的精神元素，某种程度上是
由那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承载着
和诠释着的，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
他们的言行事功都深深地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漫话陶醉》不是
翻捡故纸堆玩弄风雅，作者注入了感
情，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清理，去伪
存真，去粗取精，让历史上的文化糟
粕不再贻害现代人，这或许就是作者
的“使命感”所系。

作者下笔果断，敢于臧否古圣先
贤，也能把冯道这种聪明的势利小
人的内心世界剖开，靠的是作者对
人性弱点和文化痼疾的清醒认识。
读着这本书，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
人世的很多道理不全是读书读出来
的，像蔺相如、贾谊、徐庶、石崇、海
瑞、和珅等等，书读了很多，但很可
能弄不明白做人和为官都需要修身
养性和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样简单的
道理，结果就毁了自己。人们常说要
读书更要明理，书要越读越薄，大概
强调的就是这个道理。司马光能写
出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但弄不清
楚自己年近古稀还能吃几碗干
饭——— 人最难把握的其实就是自
己，不明白这一点，可能会越活越糊
涂。其实，要世事洞明，书本知识只是
一途，而经历、感悟、观察、思考、判
断，都是获得大智慧的路径，如果只
靠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则很难适应
多变的封建时代官场。

什么是智慧？书中这些悲剧人物
的命运提醒我们，智慧常常就是行其
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换句话说，就是
要认清自己、心里有数、做事有度。物
换星移，沧海桑田，唯有人性是千古
不变的，古人犯的错误，我们仍会重

复，作者为古人惋惜，更为今人惋惜。
大家都不是圣人，每个人都有缺点，
作者对古人的点评，针针扎在现代人
的心头，警醒我们，只有时刻审视自
己、修正自己、反思自己，才能让自己
的人生走得顺一点、稳一点，日子过
得牢靠一点，内心安宁一点。一本书
虽然不可能治愈人性的通病，但作者
尽到了自己的文化责任。

最近，习近平同志讲话要求领导
干部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要“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要对作风之弊、行
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
除。换个角度看，这些要求，千叮咛万
嘱咐，也许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时时刻
刻想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警
惕各种诱惑对人性弱点的考验，任何
时候都要守住当守的底线，任何时候
都不能心里没数忘乎所以，一边往陷
阱里跳，一边还顾盼自雄，自以为了
不起。也许和自己的职业经历有关，
作者在点评古人的同时，不断借古喻
今，提醒今天的某些为官者，到了官
位上千万不要盲目“陶醉”。相比于古
人，虽然时代和政治背景不一样，政
治伦理的标准也不一样，但道理是一
样的，我相信，那些在官位上开始有

“陶醉”苗头的人，读读这本书会有新
的感悟。

借用《圣经》的说法，《漫话陶醉》
是送给时下一些为官者的一本“智慧
书”。“今天提升了，与昨天没提升时
的水平是一样的，当了高官与做小官
时的能力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责任
不一样了，管理的范围不一样了，更
应该谦虚谨慎”，“捧住现在的饭碗，
干好分内的工作，心里自然会踏实，
也能免除人生的许多烦恼。”——— 这
些拉家常时掏心窝子的话，何尝不是
人生的大智慧呢？这个劝诫，释放的
是过来人的最大善意。

自从思考“陶醉”这事起，心情
就有些沉重。当翻检史书、查阅有
关资料时，这种沉重感便愈加明
显，甚至还有些隐隐作痛。

因为，我所思所想的陶醉者，
不是因追求的目标达到了，心中的
理想实现了，而沉浸其中的那种人；
不是忠于自己的事业和埋头自己工
作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那种
人；不是赛场上夺得金牌、拔得头
筹、欣喜若狂的那种人；不是身处大
自然被美丽景色所浸润的那种人；
不是青年男女坠入爱河情意绵绵的
那种人。也就是说，我所思考的陶醉
者，不是那种自爱自恋式的喜颜悦
色的陶醉者，因为他们大都能够从
自我陶醉中发现幸福感来之不易，
每前进一步都那么不容易，从而更
加珍惜。这样的陶醉，对己、对人、对
国家都是有益的。我忧思的是因自
我陶醉既误己又误国的那种人！这
种人大都身居官场，为求得个人的
内心安慰而盲目地自我欣赏，总是
主观感觉良好，而没有把周围的人
和事综合分析、比对、研究，来个去
伪存真、去粗取精，以至于大难临
头仍沉浸在陶醉之中。这些人又大
多是高官和名士，其宝贵的生命、
辉煌的事业，就在陶醉之中断送，
在陶醉之中泯灭，不能不令人扼腕
叹息，感慨唏嘘，每每思之，不堪回
首。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历史不

能更改，过去的事情不能重来，史
书就是这样一件一件地记录的。时
光流逝，这些陶醉者的故事，不仅
留在了文字中，留在了人们的头脑
里，也留在了人们的议论中。

细细追溯起来，官场的陶醉自
从人类走出动物世界以来，尤其是
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似乎就不断产
生着、发展着、流变着，未曾间断
过。而称得上官场陶醉者的，大都
在众人眼里是聪明人、是能人、是
才华出众的人，不少人还是我崇拜
过的历史名人。他们曾有着辉煌的
过去，有着显赫的地位，有着干事
的本领。他们或处在风华正茂的年
龄段，或处在意气风发的事业鼎盛
期，因为一时的陶醉而栽倒了，不
明不白地了却了一生。“打倒自己
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尽管这句
话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但依我
看，之所以能打倒自己，皆因“自我
陶醉”所致，尤其是官场身居高位
权倾一时之人，更是如此。

由于沉重的心情难以一下子调
整过来，所以我常常是写写停停，耗
时不菲，费心思不少，写作的效率却
始终提不上去。难道我这是“看古书
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还是联想到了
当下的什么而心事重重？一时半会
儿，真是说不清楚。

纵观中国的人文历史，就是一部
清醒者与陶醉者相比拼的历史。这话

说得不免偏颇和武断，且为我一家之
言。但不管世人是否接受，却是我直
抒胸臆的直言，而历史似乎正是如此
真实地存在着。从历史的政治舞台上
不断更迭的角色看，我发现最终往往
是处在强势的陶醉者垮了台，处在弱
势的清醒者上了台。弱势变成强势
后，又陶醉了，又被新的弱势变强势
者击垮了。用历史的眼光看，政治舞
台上的主角不断变换，就是陶醉者与
清醒者之间较量的结果。清醒者以胜
方上台，陶醉者以败方下野，循环往
复，从未停歇。

历史上的所谓精英大都会陷入
陶醉，饮恨而去。生活在今天的人，是
否也会陶醉呢？只要名、权、利的欲望
还没有在人间蒸发，那我的回答就
是肯定的。因为陶醉，只与境界和
道德相连，与地位和时间无关。即
使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或许
也正处在陶醉之中。古人所云“众
人皆醉我独醒”，我是做不到的。我
对自己的定位是，别人皆醉我也
醉，别人皆醒，我可能还处在醉态
中。或许，就是在这种迷蒙混沌状
态中，才可能睁着一双醉眼，扑朔
迷离地去追随历史，寻找笔下需要
的人物与故事。真有点像打醉拳，
醉态下写陶醉，一半是陶醉，一半
是清醒，要不怎么还会打出如此套
路的拳法呢！于是，我便将这些历
史碎片揉成一团，重新梳理加工，

仿制出一面镜鉴，虽然有些粗糙，
看上去有些模糊，但是一些人的模
样还是可以马马虎虎辨认出来的。

提笔《漫话陶醉》就意识到，我
这是在管窥蠡测，让行家见笑。但
内心深处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驱
使着我，支撑着我，硬着头皮写下
去，并期待着会激起引玉之效。但
愿读者读后给予猛烈抨击，溅出四
溢的火花。这样，久而久之或许能
够将我的《漫话陶醉》作为“他山之
石”，然后靠大家的聪明才智，去修
正、丰富、完善、提升，使其真正成
为一门独立的“陶醉学”，在中国文
化的百花园里绽放。

（本文为《漫话陶醉》一书代序
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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