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不必

非得跟一级学科较劲

前段时间，多名学者联合发表《关于
设置和建设儒学学科的倡议》，提出在中
国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畅想。
这个提法似曾相识，几年前就已经有人
提出要将国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但因为
国学门类众多、体系庞大，甚至国学自身
的定义都不明确，这个提议最后不了了
之。现在儒学又被搬了出来，它有较为完
整的体系和明确的定位，想要挤进一级
学科似乎更有说服力。

儒学和国学之所以非得跟一级学科
较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为自身的学
术研究争夺资源。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我国共有
13个学科门类，在此之下再设定一、二级
学科等级。只有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
之地，研究人员才能顺利申报课题、申请
经费，学科也才能设置硕博点等等。而由
于儒学一直“不在编”，国内儒学研究院
虽多，但地位尴尬。

但是，这个一级学科的“户口”和“名
分”，与儒学却有过并不愉快的纠葛。中
国当前高校的学科体系源自西方的学科
分类体系。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
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
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新式学堂逐渐建
立。1912年1月19日，教育总长蔡元培颁
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
经科一律废止。”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
之后，更是一手建立起大学的文理分科
制度。这个体系中，并未给儒学留有空
位。随着上世纪2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整
理国故运动，国学的概念被提出，但这并
不是复古，相反，通过归纳梳理，将国学
的体系打碎，然后将不同的知识分配到
西式的学科中，传统的国学分解成现代
的哲学、文学、经济学等等。

很多儒学研究者抨击过现行的学科
体系。2014年，舒大刚曾发文《把儒学从
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想要拯救

“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学中的支离偏颇的
知识化儒学”，但令人奇怪的是，有的人
一边嫌弃现有的学科制度，另一方面又
寻求在当今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名分。
他们寄希望于相关学科体制改革，但是
这个改革却是要赋予“儒学”或“经学”独
立的一级学科地位。这种所谓的体制改
革只有增删，并未触动分科体系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说从来
不是独立的，它依附于制度，“三纲五常”
是它的一个基本规范。因此，儒学与现代
意义上的学科性质并不相同。它注重学
术和道德的统一，要求知行合一。余英时
曾说过，“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
以想象的。”仔细观察儒学研究者的倡
议，会发现他们很看重儒学的社会功能
和教化作用。在《倡议》中提到，要培养合
格公民、塑造君子人格，全面改善和提升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
德。舒大刚也认为，因为社会道德失范、
人心不古，所以需要重新发挥儒学的教
化功能，发挥其应有的致君尧舜、淑世济
人的社会功能。他由此认为现在并不缺
少书斋中的精深学问，而是缺少社会服
务和民间日用。

如果将儒学列为一级学科，会发现
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与现代大学的学
术追求并不契合。蔡元培曾说过大学是
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的道德教育
自然要抓，但与学术并不可混为一谈。现
有的学科中，并没有如此注重社会教化
的学科。二是现有的学术体制也无法给
予其合理的发展空间。最基本的是，如何
进行学术考核？“合格公民”和“君子人
格”有何量化标准？又如何评价？写论文
肯定是不可行的，这必将给现有的学术
考核评价体系出一个大难题。再有就是
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古代熟读经典的
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是
现代社会，儒学专业的毕业生该何去何
从？用人单位招人恐怕并不会只招合格
公民，还需要其他的专业技巧。

【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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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躺”在这个夏天
莫名其妙地火了。低调的葛
大爷已经许久没有新闻，恐
怕连他自己都不曾想到，会
以这样的方式被刷屏。

“葛优躺”的历史渊源，
要追溯到23年前，那个时候
有一部名叫《我爱我家》的
室内情景剧特别火，葛优在
里面饰演一个重要角色，其
中有一集，葛优疲惫不堪、
生无可恋地躺在沙发上。23
年后，这个画面被重新发掘
了出来，并且被网友赋予了
崭新的时代寓意。

“葛优躺”不是一下子
爆红的，也有着一个情绪积
累的过程，在此前几个月，
就有这幅图片在零星流传，
如同其他的网络流行语一
样，当它不断被推送、不断
被注释，“躺”已经不是一种
身体姿态，而是一种精神姿
态。当漫威英雄们被拉来与
葛优一起陪躺的时候，“葛优
躺”终于势不可挡地火了。

回顾这几年的网络流
行文化，成功学已经被成功
击退，机场书店的成功学书
籍以及成功学大师们唾液
四溅的演讲视频产品，已经
少有人问津，网民对于“成
功”的定义，已经有了自己
的认知，不会再过度地被成
功学绑架，把自己的心境搞
得一团糟。

所谓的心灵鸡汤，在社
交媒体上也屡被围剿，观点
重复、思想苍白的心灵鸡
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
至无法给人带来心理安慰。
网民登录网络，希望通过与
人的交流以及获得更多的
信息，从而看到生活的真

相。成功学以及心灵鸡汤，
恰恰对生活真相形成了掩
盖。

90后乃至00后网民开
始主导互联网语境以及网
络消费之后，上几代人的传
统价值观已经在互联网上
没有了市场。年轻网民从来
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甚至不
屑于与非同一群体的人交
流。正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年
轻人在改写着网络流行文
化，甚至开始反过来去影响
老网民们。

而成熟的网民群体，一
直是被社交网络当成意见
场来看待的，但当众多公众
事件消耗了他们太多的耐
心之后，许多网民开始不再
关注社会热点，把视线转向
了生活层面。如何在浮躁、
焦虑的网上、网下寻找到合
适的生存状态，成为他们新
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

“葛优躺”经过发酵传播，成
功进入网民的精神世界，被
网民当成了对抗压力的利
器。

说白了，网民既喜欢葛
优，又喜欢躺，同时更喜欢

“葛优躺”背后的那份悠然、
自在、无所顾忌，对应现实
生活，能拥有这种状态哪怕
是心态的人，实在太少，所
以大家才愿意通过“葛优
躺”来表达内心的愿望———
少一点压力，少一些被裹
挟，多一点自我空间，多一
些生活情趣。

在成功学甚嚣尘上的
时候，有一句网络语“在哪
儿跌倒就在哪儿趴着”，这
句流行语其实和“葛优躺”
的内在含义是大致相同的。

“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趴
着”从表面的语义看是消极
的、灰色的、绝望的，但内在
却藏着一种专属于中国人
的智慧，在古时中国人的生
存逻辑中，有着“哪饿哪吃
饭，哪黑哪睡觉”的传统，这
通常会被解读为随遇而安，
但从积极的角度看，这又何
尝不是国民性格中乐观成
分的体现？

在艰难的环境里笑出
声来，这曾经是我们的国民
性格中非常坚韧的部分，如
今却开始变得稀薄而脆弱，
这和竞争压力有关，也和人
们不断提高自己对生活的
期望值有关。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人们的满足度却没能
提高，反而欲望变得更多更
复杂。在这样的情形下，多一
点“葛优躺”是好事，如果它
能够舒缓一下神经，或者让
人停顿一下，去思考它内在
的含义，没准能得到更多。

生活不容易，精神太多
压力，不如我们一起“葛优
躺”吧。

生
活
太
多
不
容
易


不
妨
一
起﹃
葛
优
躺
﹄

□
韩
浩
月

︻
所
谓
潮
流
︼

我看日本电视剧的时
候，常常会被编剧的老实感
动，女主角就住在小小的房
间里，桌子上摆着百元店买
来的塑料置物盒，吃着711
的便当，看到寿司和牛排会
流泪。每天认真地骑单车或
搭地铁去小小的公司上班，
邻座是穿着青山洋服的青
年。她们的妈妈都是系着围
裙、笑容优美的中年女子，
或卷发，或盘髻，站在整洁
的公寓门口，挥手说“今天
也要加油哦”。参加婚礼和
葬礼、年会和酒会的时候，
妈妈们大都妆容得体、语气
温柔，头上没有羽毛，身上
也没有亮片，简而言之，都
很美，不夸张，但令人愉悦。
编剧并没有夸大年轻的优
势，没有鄙夷年长者的风
度，尽管日本是一个那么迷
恋青春的国度。

40岁的檀丽、天海佑
希，50岁的小泉今日子、黑
木瞳，60岁的大地真央，70
岁的吉永小百合，仍然以美
好的风貌出现在电视剧里，
她们是医生，是律师，是政
客，是警探，是董事长，她们
在岗位上仍然散发着魅力，
拥有属于那个年龄的美丽
和尊严，在生活的各个领
域，被尊重、被肯定、被赞
美、被呵护。年龄感并没有
碾压她们的理智和优雅，年
龄感也没有褫夺她们的骄
傲和美貌，在众多年轻花旦
环伺中，她们依然璀璨夺
目。粉丝们仍然会买有着小
泉广告的啤酒，看到画报上
的大地真央，会哇哇地发出
惊叹。健康的社会，美是没
有年龄感的。美这个词本来
可以用在任何年纪的人身
上。

而我们的电视屏幕上，
潘虹干脆已经是一个终年
家斗的悍妇，何赛飞也已经
歇斯底里了若干集，江珊永
远在怀疑丈夫是不是出轨
了，她们的对手方站着李明
启、刘莉莉、温玉莲，各种长
于笑里藏刀或就地打滚的
亲家和同事。更多的中年女
演员，只能以小姨、外婆、姑
妈这样没有营养的角色出
镜，一出场就顶着三姑六婆
扰乱乾坤的任务，似乎一出
生就已经到了更年期，完全

没有故事可以咀嚼，完全没
有亮点可以缅怀。

没有一个国家的编剧
像我们这样势利、武断和蛮
横，美就只有18岁到25岁，
25岁以后的女人都面目可
憎。朱丽叶为什么美？因为
她14岁。女主角为什么美？
因为她就不能老。没见过像
中国的电视剧这么妖魔化
老、埋汰老、践踏老的。世事
峻急，人人都怕老。这种焦
虑弥散在屏幕上，所以我们
只能看到女主角一出场就
在骂下属、骂前夫，不是跟
客户争执，就是跟婆婆斗
嘴，永远不能好整以暇，永
远不能以逸待劳，永远是密
集的台词、纠结的表情、蹙
起的眉心和尖俏的下巴，永
远忧愤攻心，永远枕戈待
旦。留给年轻女演员的路也
不多，你不喜欢演这种内忧
外患、情绪随时失控的焦灼
女白领，那你就只有圆睁双
目、梳个齐刘海，演脑子暂
时失联的傻白甜。白雪公主
需要老妖婆，灰姑娘需要后
妈，樊梨花需要一堆敌人。
女主角们的生活里必须有
的就是上了年纪的姑妈、婆
婆、妈妈、奶奶、邻居二姨、
隔壁王婶儿。

你就更别指望编剧能
贡献一个合理的中老年妇
女形象了。我就没看过一个
可爱的、美丽的、神经正常、
行为合理的婆婆或妈妈，除
了好多年前的贫嘴张大民
他妈。女人上了年纪，几乎
就掉入了沥青锅，各种浑
浊、各种混账，灵魂里各种
洗刷不掉的黑，各种落伍的
阶级论，各种诡谲的厚黑
学，各种蓬勃的被害意识。
不是被岁月折磨得灰头土

脸，衰败、孤寒、迟滞，就是
让审美祸害得不伦不类，艳
俗、聒噪、敲锣打鼓的热闹
劲儿，再不就是一生积极投
入斗争的漩涡，跟领导斗完
了跟单位小妖精斗，跟小妖
精斗完了跟自己老公心头
的红玫瑰斗，老了老了跟自
己家的儿媳妇斗，跟儿媳妇
背后的那个老刁婆斗，斗争
间隙工作一下。好像她们的
一生是这么单调，好像年纪
的增长只加剧了无趣和无
稽，好像她们没有自己的追
求，没有自己的趣味，没有
自己的梦想，从来不曾在生
活中、在职场上、在爱情里、
在家庭事务里焕发过光彩。

对美的偏狭理解孤立
了美，也丑化了年龄感，对
美的势利论证篡夺了美也
逼仄了成长这件事。我们在
电视上看不到优雅雍容的
女主角，也看不到美好平和
的主角她妈，我们面对的只
有紧绷的生活、乏味的成
熟、恐怖的衰老和变态的趋
势。关掉电视，我们也只能
看到越来越不靠谱的老年
人、越来越让人灰心的大妈
们，艺术、生活交相辉映，
老，变成了一件可怕、可窘、
可叹又可哀的事。

假如屏幕上少渲染一
点老态的不堪，也许社会上
就会少释放一点对年长者
的排拒和挤压，也许我们走
向衰老的路就不会那么扭
捏而尴尬。

美是参差多态。大概因
为我老了，所以我越来越笃
信这一点。年轻是可倚恃
的，但不只有跋扈这一种形
态。期待屏幕上能出现一个
令人信服的美丽的中年人、
美丽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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