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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丢书”谈起

《哈利·波特》中饰演赫敏的
EmmaWatson在地铁里藏了很多本
书，并在书中附有她手写的小纸条，
引发英国人纷纷寻找。其实这就是一
个读书的分享活动，只不过略有“行
为艺术”的元素。这就像我们武侠小
说中搜寻“藏宝图”的热情一样，激发
了很多人对读书的新奇感。然而这毕
竟是英国人的一个“情趣”，假使在中
国地铁上发生，又会有何种情形呢？

一是不会有人关心。别说藏书
了，你就是把书塞进有些人手里，人
家也不见得会看上一眼。二是中国地
铁基本不存在藏书的可能性。人都没
有落脚的地儿，书更没有可藏之处(再
说地铁工作人员也不会允许)。你要是
告诉人们地铁上有钱，我想有人宁愿
被踩踏也会拼命找的。我们往往只对

“寻宝分财”感兴趣，“精神投资”却常
被人无视。国人对读书的无感，很大
程度上就基于这种“功利主义”和“实
用主义”的强大语境。

在任何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的
低头族都在清一色“聊天”、“追剧”、

“玩游戏”、“刷朋友圈”，如果见到有
人拿出一本纸书来看，那简直就是
一股“清流”。这时，反而会有人带着
一脸鄙夷，心里默念“切，装什么装”。
当自己不读书，还对读书人看不惯
时，这个社会必然发生了一些器质
性的改变。然而，很多文章却不追问
这种“改变”，常常只会一转折，说起
其他民族喜好阅读的景象，然后报
以憧憬与赞赏。其实，这就是停留在
现象上的肤浅与平庸。

事实上，我很反感一些所谓的
“中西比较”，阅读这个事更是如此。
因为社会发展历程与生存现状根本
没有可比性。我们长期在“穷怕了”
的阴影下生存，一旦有了条件，对物
质追求必然是“报复性”的，对精神
追求也常是逆反性的废弃。我们和
其他民族对待读书的本质不同是观
念性的，它包括了历史积淀和当下
生存等各种层面。

在我看来，国人对待读书长期纠
结在“目的论”的价值判断上，是最要
命的硬伤。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仕
途经济”主导了大批读书人为了功名
而读书，“文官制度”的发明极大推动
了中国人的读书热情，但问题在于：
它也导致我们将读书视为赢得地位、
经济和享受的工具与手段。当你总是
强调读书能换来官位、职称、金钱和
美色时，就是在根子上的动机不纯。

这种危险不言而喻：读书只为考
试，导致学生只看教辅不看课外书；
读书只为出国，导致大家只背英语不
顾文化；读书只为当公务员、考证、评
职称，导致所有人不会再看“无用之
书”。然而，所有的智慧和乐趣往往就
在“无用之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发现
读书本身的魅力，这是最大的悲哀。

换言之，我们并非厌恶读书本
身，而是反感读书和考试、晋升以及
复杂利益之间的关联。当你一想到这
些，读书顿时索然无味，愉悦顿时烟
消云散。当今社会普遍弥漫的“读书
无用论”，就是古代“学而优则仕”观
念的必然反弹。很简单，二者都是“目
的论”的观念产物，只不过一正一反，
犹如双生。当如今的人们不读书也能
一夜暴富、拥有地位、享有食色时，自
然会“得鱼忘筌”，把读书抛到脑后。

我们需要反省国人对读书的
“价值判断”，因为这关乎我们对书
的兴趣与态度之基石。相比耳目口
舌的感官享受、物质消费的强烈快
感，读书的乐趣虽然隐约不显，但却
更持久、更充满慰藉。读书既不是号
召出来的运动，也不应只是与西方
比较的话题。它应该是我们应有的
民族自觉，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存
方式。即使是出于防止思维“低智
化”与“痴呆化”的自身需求，我们也
应该多读多看。

【若有所思】

□俞耕耘

作家野夫最近搞了个新
闻。他在自家弄了个收徒仪
式，仪式上，野夫本人端坐于
太师椅之上，一副好像马上
要龙登九五的神色，他徒弟
则跪在那里，恭恭敬敬给师
父磕头。照片上，穿着现代服
饰的这对师徒和那套古老礼
仪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违和
感，让对此过敏如笔者的人
看了直犯恶心。

其实这事儿本来也没
啥。近几十年来，文化多元主
义在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里莫
名其妙地成了一种很秀格调
的东西。君不见，欧洲不少

“白左”至今还扎在非洲部落
里，说服当地人恢复酋长娶N
个老婆之类的古俗，还硬说这
是可以跟近代文明等量齐观
的某种文化传统。这样的做
法，跟野夫的跪拜礼一样，虽
然涉嫌侵犯人权，并且显得十
分神经病，但也有点正面价
值——— 它至少警示了我们，人
类曾经多么的野蛮和愚昧。

然而，野夫在搞完这套
仪式之后，却又发文说行礼
跪拜是“仪式”，是“良俗”。更
有好事者跟着起哄，说跪拜是
什么“儒家 自 由 主 义 ”云
云——— 怎么说呢……可惜啊，
赵高丞相已经死了两千多年，
看不到他的徒子徒孙能把“指
鹿为马”玩出如此的新高度。

余生也晚，读书少，在我
印象中，自由跟儒家从来就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俩概念。近代
意义上的自由，是明治维新时
代日本人对西方“freedom”的
生硬翻译。说它生硬，是因为

“自由”二字在我们的古书中
无论拆开还是连用，多半没什
么好意思。古诗《孔雀东南飞》

里，焦仲卿他娘一句“此妇无
礼节，举动自专由”就成了逼
儿子休妻的决定性理由，足见

“自由”在当时决非美德。中国
古人对自由的负面评价来源
久远。汉代的郑玄在给《周礼》
做注时说“去止不敢自由”，换
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为的
就是防止臣民们“自由”。

周王朝取商朝而代之并
非因为“有德”，而是趁着商纣
王用兵东夷搞突然袭击并得
手。实力不济的周人为了镇压
占领地区，需要想点别出心裁

的办法，而周公想到的就是用
“礼乐”去约束人们，用跪拜磕
头的方式让诸侯臣民至少在
身体上服从新王朝。

周公被孔子称为“大儒”，
可见连孔夫子也对其思想抄
袭自周公十分认账。事实上，
孔子对“儒”的改进，不过是从

《周礼》要求的“体服”上升到
了“心服”，所谓“思不出其
位”，不仅身体的自由被取消
了，连心灵最好也被关起来。

古代中国也不是没人说
过自由的好话，不过这种思
想源流恰恰起源于反驳儒家
思想的道家。从这个意义上
说，相比于“新儒学”的起哄
者，野夫本人倒还明白点，他
说自己是“江湖中人”，相比
于被儒家统治的庙堂，有道
家气质的江湖倒确实比较自
由。

不过，江湖上的自由气氛
也是越来越少。历代皇帝们心
心念念的就是把江湖的水弄
干，以免里面养出反抗自己的
真龙。唐太宗那种用开科取士

“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算是比
较文雅的，到了明太祖那里，
干脆亮出屠刀，搞“隐居不为
我用者杀”。讽刺的是，明太祖
本人就出身“江湖”。这说明中
国的江湖虽然有自由气氛，却
没有自由精神，身为江湖中人
反而最迷恋他人“给跪”———
这一点，野夫倒是为我们提供
了最新的例证。

理清了儒家与自由的关
系，我们再来说说下跪这事
儿。说起来，跪拜这个习俗对
自由的戕害本也没那么严重。
宋以前，大家正式场合都是

“席地而跪”，臣子给君父跪的
同时，君父也给臣子跪了，磕

头(叩首)在当时就跟鞠躬敬礼
一样，只表示比较低度的服
从，如果受礼者再回一下礼，
关系基本就拉平了。但宋代以
后，中国人引进了高桌大椅，
当君父们坐了起来，臣子们若
继续五体投地，就显得十分屈
辱，所以宋代很不流行跪礼，
士大夫遇见皇上，不遇重要事
宜，也就是躬身作揖而已。野
夫所标榜的遇见天地君亲师
就得下跪那一套，真正流行起
来是元以后的事情。与其说是
传统，不如说是传统的劣化。

当然，如果你硬要让“给
跪”和自由并行不悖，也不是
没有办法。热门美剧《冰与火
之歌》中有个情节：当群臣想
拥立“少狼主”罗柏·史塔克
当北境之王时，他的哥们儿
席恩先是回过头来问罗柏：
你当了王以后，还会把我当
兄弟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
之后，席恩这才跪下来，带头
宣誓效忠。这个细节给我的
印象极深，它体现了西方人对
跪拜的态度——— 在中世纪的
欧洲，一个自由人可以跪下向
君王或领主效忠，但前提是双
方必须先谈好价钱。所以，西
方人虽然也“给跪”，但却是有
条件的、服从契约精神的。

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再把
“给跪”的主体虚拟化，从君
主变为国家，就能形成近代
国家意识。所以现代国家本质
上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自
由主义正是由此而来。

中式“给跪”不是自由主
义灵魂的源泉，儒家也不是。
相反，它们是自由主义应该
改良的对象——— 给跪可以，
但在跪下之前，我们能不能
先谈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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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后两分钟，《比
利·林恩的中场赛事》仍旧是
一部非常李安的作品。

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士
兵比利·林恩在战场上营救
自己的长官，恰巧被一个废
弃的摄影机拍下来，成了新
晋美国英雄。他因此有机会
和他的B班战友回美国休假
两周，并要在一场橄榄球的
比赛中场和真命天女一起演
出。

电影的现实时间就是他
们当天观看比赛和参加表演
的时间，但李安用类似《广岛
之恋》那样的手法追随着林恩
的意识，把时空扩充到战场，
扩充到他回国的两周。

在这短暂的几个小时里
他见识到万花筒一样的世界。
有排队向他表示倾慕和赞美
的人，有认为“你荣获了和敌
人贴身肉搏的机会”的男记
者，有口口声声“我努力工作
是为了让你们赶紧回来”的企
业主，有张口就是金光闪闪的
虚话、套话“你们象征着美国
精神，B班就是我们”、要把他
们的故事拍成电影却在金钱
上压榨他们的富豪，有认为

“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是在避
弹坑里搞同性恋卿卿我我”的
普通观众，有贴近他、嬉笑着
骂他“混蛋、滚开”的伴舞男。

林恩在这个热闹至极的
巡游里越来越感到和整个世
界“说不着”。这个世界不存在

“感同身受”这回事，他杀死敌
人、看着敌人在自己身体下面
死亡、看着他的长官吐出最后
一口气的经历，被不同的人用
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方式消费。
他游走在各种人群里，和所有
的人都隔着一层透明的薄膜。
世界之大，然而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妥帖安稳地放下“自我”。
他的孤独感在和真命天女一
起 演 出的过 程 中 达到顶

峰——— 最不得了的时代偶像
在前面扭着迷人的腰臀高唱，
烟花齐放，巨大的体育馆里群
情沸腾，人类营造出了他们所
能够营造出的最厉害的大热
闹、大辉煌，而B班战士们在这
个大热闹、大辉煌里只是像机
器人那样任人摆布地机械地
走动，林恩举着他的手敬着神
圣的军礼，绚烂的烟花在他的
眼里是战场的炮火，无限的

“生”在他的眼里是曾经面对
面的“死”。他那惊惶而茫然的
脸上流下了一滴泪。

在那一滴泪里，比利·林
恩成为一个最典型的李安式
的人物，成为李慕白，成为王
佳芝，成为少年派。选择重新
回战场的林恩和放弃谋杀的
王佳芝是一样的，他们的选择
并非发现了意义，而是发现了

“无意义”。林恩和其他李安式
的人物一样，感受到了信仰的
滋生和召唤，感受到了比生命
更大的东西，却又无可奈何地
与之擦肩而过，无从捕捉。

在“和这个世界说不着”
的戏里，有一场“说不着”的戏
最狠。我认为李安在这场戏里
拿出了他十分的功力，说出了
他作为一个“温和”的人不好
意思说出的所有的话。拉拉队
的女孩喜欢上了比利，在比利
将要离开橄榄球赛场的时候，
女孩跑来和他告别。他抱着美
丽的身体，百感交集地说“我
差点要带着你跑掉了”，然而
女孩却惶恐起来：你不是英雄
吗？英雄怎么可以跑掉？她真
情实意地问他：你相信基督
吗？她真情实意地说：我会为
了你祈祷的。他们恋恋不舍，
他们吻别。比利非常投入，假
装这不是鸡对鸭讲，假装他可
以从这个感情中获得慰藉。

李安的厉害就在于，很
多人看这场戏的时候是会被
感动的，会哭，会认为这就是
美丽的爱情。

接下来就是我颇有点腹
诽的最后两分钟。在最后的两
分钟里李安忽然心软起来，在

“林恩是一个孤独的个体”、
“林恩和他B班的小伙伴们是
一个孤独的整体”之间犹豫不
决，最后，他用一堆小伙伴们
之间互相抒发的“我爱你”勉
勉强强地落脚在了后者之上。

是比利·林恩不够有勇气
还是李安不够有勇气？或者也
许是李安用这种“不彻底”来
表现人的无法“彻底”。和B班
小伙伴的情谊，是林恩逃避虚
无的最后一个堡垒，他只要活
着，就无法放弃所有的堡垒。
少年派为哄骗自己活下去编
了一个故事，林恩为了活下去
缩回到这个堡垒之中，然而这
个堡垒和其他的关系一样，是
不真实的，也没有什么用。

被讨论过很多的120帧的
新技术，在我看来类似电影史
上的色彩进入电影。声音进入
电影导致了整个电影美学的
大改造，默片和有声片几乎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色
彩进入电影的影响是温和的，
它使电影所表现的更像一个
真实的世界，但当时也有很多
人认为色彩干扰了他们享受
叙事，就像很多人抱怨120帧
表现的不是真实、而是细节过
于丰富和清晰的“超”真实一
样。120帧会不会成为一个方
向、会不会改变整个电影美
学？这是未知的事。然而，对于
这个电影来说，最好的一件事
是——— 李安用最好的技术，不
去拍视觉奇观，而去拍人的精
神世界，技术用来更近地接触
灵魂，一点都没有被浪费。

李安讲了很多故事，这些
故事本质上是一个故事。他创
造了很多人物，这些人物其实
是一个人。他说的是人在这个
万花筒世界里的孤独，人和人
交流的虚妄和不可能，人被一
个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意识形
态操纵又耍弄，人对信仰的无
限需求又永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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