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孔昕
设计：壹纸工作室

B
01-

B
04

星
期
三

2016
.4
.13

随
笔

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
可喜可贺。这几天有记者采访，
想了解一些曹文轩轶事。我多
少有点忌讳“我的朋友某某”之
类的联想，但也想写点有关文
轩的文字。

曹文轩和我同一个专业，
平日话不多，但可以无话不说。
从1981年开始至今，断断续续，
我们有二十多年毗邻而居。最
初是在北大南门21楼，筒子楼一
层，单身教工宿舍。其实很多住
户都已拖家带口，因没有分到
住房，只好带着“集体户口”挤
在这里。每家只有一间小屋，10

平方米，做饭就在楼道，家家门
口都有一套灶具，煤油炉或者
煤气罐什么的，整个楼永远弥
漫着油烟饭菜的混合味。我住
北屋，文轩住过道斜对面南屋，
他门口不摆灶具。那时他年轻，
天天吃食堂，而且经常不在家。
有时就把钥匙给我，我正好可
以到他屋里去看书写字。

文轩出生在苏北农村，小
学刚上完，就遇上“文革”。好在
他父亲是老师，有点“家学”，硬
是让孩子自学到相当不错的程
度，尤其是对文学有浓厚的兴
趣，写作的才华被开发出来了。
1974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北
大读书，先是在图书馆系，后转
入中文系，因为写作出色，几年
后又被选拔留校当老师。他1977

年留校，而我是1978年才进北大
读研究生，虽然我长他七八岁，
还要称他师兄吧。

后来我在校园里搬过几次
家，文轩也住到离校园较远的
骚子营。直到2000年，清华南边
的蓝旗营建起了高层宿舍，我
们才又搬到同一栋楼，他住我
楼下。那时能分到三居室是很
奢侈的，文轩还专门在卫生间
弄了一个桑拿室，在我看来有
点稀奇。文轩是很会享受生活
的。我的外孙女一两岁时，在电
梯有时见到“曹爷爷”，会有点

“害怕”。我们说，这是“专门给
孩子讲故事的作家爷爷”，也不
顶用，还是“害怕”。也许在孩子
眼中，“曹爷爷”太了不起了，令
人生畏。

文轩总那么斯文，衣着大
都是名牌，西装外边随意套一
件风衣，走路撩起风来，很是潇
洒。他是系里最早买车的，很贵
的车，每到过年，他就开车回苏
北老家。我问他，那么远途累
不？他说中途休息一下就好了。
还是那种潇洒。他很讲礼仪，没
有作家常见的那种我行我素甚
至故作粗俗。你求他办事，他会
很认真，不糊弄。我几乎从未见
过文轩生气，我至今想象不到
他动怒会是什么样子。系里开
学术委员会，难免有人会“本
位”一点，给自己的教研室或者
学生争利益，有时就会发生争
辩。文轩就会和颜悦色地两边
做工作，息事宁人。

文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就做当代文学研究，出过好几
本专著。他写过一本《思维论》，
试从哲学角度去解释文学现
象，我粗读过，认为还是下了工
夫的。文轩的确读过大量的书，
包括一些很难啃的国外的理

论，他希望能有突破。但这本书
在业界影响并不大。他的另一
本《小说门》也是讨论理论的，
但不回避感性，常把作家的感
受带入到文学形式和手段的论
说中，非常到位。其实那是文轩
讲课的结果。我没有去听过他
讲课，但据学生说，课上他会朗
诵自己的作品，会让你感受到
某种童心，那一定非常有趣。

文轩大概曾想把创作当副
业，用更多精力做文学理论和
批评，因为在大学还是以研究
为主，创作是不被看重的。每年
填表也只要求填发表的论文，
文学作品上不了“台面”。但创
作的欲望是很难禁锢的，文轩
在创作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他的《红瓦》、《草房子》成了当
代儿童文学的标志性作品，曹
文轩也成为文坛的一面旗帜，
甚至进了作家富豪榜，他的学
者身份就越来越被作家声誉所
掩盖了。能一手做批评、一手搞
创作的学者型作家并不多，曹
文轩显得有点特别。在中文系，
现在都得对曹文轩另眼看待。

文轩很早就出版文集。大
约10年前，他的文集出版时，在
蓝旗营南边的万圣书园召开过
小小的座谈会，但规格很高，王
蒙、李书磊等作家、学者都来
了。我在会上有过简短的即席
发言，后有记录整理，大意如
下：

曹文轩的文章风格大概不
会大红大紫的，不适合太消闲
的阅读，那种浮嚣粗糙的“重口
味”在曹这里是不能得到满足
的。我理解的曹文轩并不那么
热闹，在当今文坛上甚至有些
另类，有些寂寞，他是属于审美
口味比较古典的读者的。他大
概不适合炒作，或者不忍心去
炒作。曹文轩如果真的被弄得
大红大紫了，那就可能是另外
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

我最喜欢曹文轩作品中对

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他
习惯写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总
是非常细致认真地观察描写人
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包
括种种迷惘与困扰。在他的作
品中常常看到天真的灵魂在社
会化、成人化，还有现代化的过
程中失去本真。读这样的描写，
我们也许会感到忧伤、无奈，会
想到我们自己有过的某些美好
的东西也是就这样消失了。但

我们为这些美好的回忆感动，
这些最能体现人性中美好的方
面，可能就会与我们周遭许多
机械的、沉闷的、肮脏的生活形
成比照。曹的作品中最有价值
的东西是对人性美的关怀。现
在 到 处 都 在 讲什么“ 终 极 关
怀”、“普遍价值”，可是文坛又
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表现污浊的
东西，连儿童文学都在追求暴
露、颠覆、调侃，好像谁要是喜
欢冰心、孙犁，谁就是“前现代”
的。所以，曹的作品对生命的尊
重、对人性的关怀以及由此而
生成的作品纯净、向善的风格，
反而显得可贵。

曹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他
童年的回忆。他把童年人性化、
诗化了。读他的小说，我们也常
常退回到回忆的世界里，重温
那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这有

点类似读沈从文，可以在他那
梦幻般美丽的湘西山水中做一
番白日梦、一番精神体操。不
过，沈从文是要在他的湘西题
材小说中构筑“希腊小庙”，曹
文轩则更现实一些，更贴近生
活一些，也容易被接受与认同。

几十年前，有一个批评家
提出一种文学的理解，认为古
今中外所有的文学无非是两大
类，一类是浪漫的，一类是古典
的。他认为的所谓古典，就是健
康的、均衡的、常态的、符合普
遍人性的；而其他创作，则是浪
漫的、偏激的、病态的、走极端
的，因此也是非人性的。他对

“五四”及后来的文坛的偏激很
是不满。这个人就是梁实秋。对
梁氏的理论当然可以讨论。但
在这里我愿意借用他的说法来
评说曹的创作。可以说，曹文轩
的小说都是古典的追求，这使
得他在这个社会和文坛上显得
有些另类。

我想，什么时候人们能够
更多地欣赏纯真的文学，能够
领略真正的悲剧，我们这个文
坛连同我们的读者、出版家，就
可能比较常态、成熟和健康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
信“青未了”。

“天人合一”的概念，有宏
大的气象，有实在的目标。最早
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儒家思
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哲学思想体
系，并由此构建和扩展为中华
传统文化的主体。如《易经》所
说，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

“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
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
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

“成万物”。
天高地远，难在务实。天荒

地老，最忌空谈。“天人合一”有
赖于“知行合一”。

十六世纪初王守仁首次提
出“知行合一”说。“知”，主要指
人 的 道 德 意识和 思 想 意 念 ；

“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
实际行动。“知是行的主意，行
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
知之成。”他一方面强调道德意
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
神上下工夫；另一方面也重视
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
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
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进一
步指出：“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
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
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

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
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
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
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
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
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
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
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
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
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
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
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
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
认识真理的道理。我们的结论
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
知 和 行 的 具 体 的 历 史 的 统
一。”这是今天我们倡导的“知
行合一”的真谛。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一次又一次
地向前”，一代又一代地努力。
强调实践，重在实干。锲而不
舍，金石可镂。

“天人合一”要求经天纬地
的胸怀和气魄，“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要求
不畏艰难困苦，奋斗永不止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

关键，是如何淬炼、积聚，使之

蔚然成风，成为我们的民气、民
风、民魂，成为我们时代的精气
神。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请读地质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
本 好书— —— 《 温 家 宝 地 质 笔
记》。

温家宝，大家都知道他曾
是共和国的一代总理，却不知
他是如何在艰难的磨砺中“玉
汝于成”的。这本书，有原始的
记载。温家宝同志18个年头在地
质系统工作留下的45个封皮陈
旧的笔记本中，包含着他对地
质现象的观察和描绘、对地质
工作的实践和认识、科学考察
的经历和收获；也有他对祖国
山河的热爱和对人民疾苦的关
切、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己的
激励。

我对地质不通，也难读懂
全书。但信手翻开那一页页影
印下来的笔记，就不禁肃然起
敬、叹为观止了。你看，那每一
字、每一行、每一页，都一丝不
苟、清秀工整、细致缜密，而且，
不是一页两页，是整整45本！从
中可以看到，作者从青年到中
年，一心一意埋头于地质工作，

18载春夏秋冬，在西北高原的崇
山峻岭奔走探寻，在荒野寒舍
夜深人静时研修苦读。多少次
风餐露宿的磨砺，却能吸天地
之精华；多少回艰难困苦的淬
炼，留下这一本本记录。

作者说，“它们来自于神奇
的大自然和艰巨的地质工作”，

“梦里常回祁连山，最忆荒野找
矿时”。这不就是“天人合一”的
境界吗？那一丝不苟、清秀工
整、细致缜密的一行行、一页
页、一本本笔记，可以说就是

“天人合一”的记录。
作者说，它们“是我用双脚

走出来的”，“我平静而从容地
直面各种困难，一步一步地前
行和攀登，从未退缩。我坚信，
不畏艰难困苦的人，终会到达
光辉的顶点。”这不就是“知行
合一”的精神吗？那一丝不苟、
清秀工整、细致缜密的一行行、

一页页、一本本笔记，可以说正
是“知行合一”的轨迹。

这本书有温度，你分明感
觉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君子之德，如一股热浪扑
面而来。这本书有厚度，你分明
感觉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的浩然之气，以力拔千钧之
势席地而去。

作者说，“我感谢培养我成
长进步的艰苦环境和呵护我的
园丁、师长。得益于伟大的改革
开放，我才能从西部地区的一
个普通的地质队员逐步成长为
承担重要责任的领导人。”原
来，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当年共
和国的一任总理，正是在这种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锻造
与积聚中奠定基础的！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叶小文

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
——— 读《温家宝地质笔记》有感

【文化杂谈】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关键，是如何淬炼、积聚，使之蔚然成风，成为我们的民
气、民风、民魂，成为我们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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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曹文轩的古典情怀【文坛名家】

他是属于审美口味比较古典的读者的。他大概不适合炒作，或者不忍心去炒作。曹文
轩如果真的被弄得大红大紫了，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

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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