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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两个圣者的相遇

□叶小文

2010年9月，在首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的多场对话中，有一场来自中美
英韩的学者以“孔子与耶稣”为题的对
话。

孔子与耶稣，一圣一“神”，相距五
百年，分属东西方，但殊途同归地关切
过同一命题：

孔子在东方提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这一“仁者爱人”的准则，推广到
社会，就是安邦利民的原则；推广到自
然界，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
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法则。

耶稣在西方教导：“无论何事，你
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
理。”

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把孔

子和耶稣的时代，称为人类文明的“轴
心时代”。因为几乎同时而又相互隔绝
地涌现了很多光耀千秋的哲学界或宗
教界的圣者，他们共同“意识到整体的
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仁爱和宽
容的精神成了他们认识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同结晶。“这
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
范围的基本范畴”。

今天的人类恰恰是在这些基本问
题上出了问题。当人的价值被发现、人
的尊严被尊重、人的力量被肯定之后，
人的欲望也空前释放，人的作用又过
度膨胀。人对自然过度开发，人对社会
为所欲为，人对人损人利己。人类在不
断创造不曾有过的新的辉煌，也在不
断制造不曾有过的新的麻烦。伦理危
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接
踵而至……

在人类面临困扰、寻求飞跃时，圣

者们言之谆谆的哲理，又在反复回响：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在巴黎集会，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
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
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1993年，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
团体的6000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
“世界宗教会议”，通过宣言，把“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和“你们愿意人怎样
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确定为
“全球伦理”，指出“这个终极的、绝对
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
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

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
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认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是一种道德品行的典范，也
能促进人类和谐”。

2010年9月，来自欧、美、亚洲的70
余位专家学者，在孔子诞生地尼山,进

行了“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
话”，为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增
进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而探寻
和努力。

历史总在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向上
发展，而人类生存之道和可持续发展
则是其中永恒的命题。今天，历史的发
展已进入到螺旋的一个重要拐点。假
如孔子和耶稣两个圣者在今天相遇，
一定会警示人们：重重压力已迫在眉
睫，切不可再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方式
生活下去了。

重温圣者的关切，汲取圣者的智
慧，站在圣者的肩上，进行坦诚的对话
和认真的思考，有助于开启一个转变
人类生活的新时代，建设一个人与自
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
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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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百蜀》、《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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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为对话》等多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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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孔子和耶稣两个圣者在今天相遇，一定会警示人们：重重压力已迫
在眉睫，切不可再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方式生活下去了。

身边的传统

忌讳

□韩孝俊

老家鲁南农村，生活中总有许多来历
不明的忌讳。

吃饭，不许用筷子敲碗——— 吃不穷穿
不穷，筷子敲碗就变穷。喝汤，从上往下一
口口慢喝，不许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也
不许捞碗底的面疙瘩——— 捞了捞了，捞得
子孙吃不饱。吃完饭，可以把筷子平放在
碗上，不许斜插在碗里——— 在棺材前给死
人摆老饭，才这样斜插筷子。

早晨外出办事，如果遇到野兔从面前
蹿过，上了年纪的人往往会踅回来——— 他
们认为这是兔儿爷拦路报信，再往前走不
吉利。

过春节，忌讳更多。大年初一这天，全
家人顿顿吃水饺，不能动刀、动剪子、动
针，不能炒菜，不能刷锅洗碗，不能从井中
取水，不能晾晒衣被，不能吆喝役使家禽
家畜，还要喂它们上供的饺子或上等的饲
料……目的是使家庭主妇、龙王、太阳公
公等都能在这一天得到休养生息。所以，
这些工作都要在除夕夜准备好。除夕包饺
子，包好的饺子不能放对脸，否则家人会
闹别扭。

我的舅妈一直就恪守着这些传统习
俗。那年，表姐包饺子时心不在焉，把包好
的饺子放对了脸。舅妈一巴掌打在表姐后
背上，表姐“哇哧”一声，随即趴床上哭了
大半天，谁都拉不动——— 果真灵验！

在新潮人类视之为“封建迷信”的讥
笑声中，舅妈慢慢变老，表哥表姐们也慢
慢长大。几年前，表哥抓住稍纵即逝的机
会，转型生产数控机床，取得了成功，目
前，他拥有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机床制造
厂。在生产管理中，他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的作息时间，真诚地对待合作伙伴与工
人，哪怕是学徒工家中有红白喜事，表哥
总要随份子，员工有了归属感与成就感，
企业的凝聚力及向心力一天天增强。表姐
是一所医院的护士，待人接物不卑不亢，
工作认真仔细，从未出现过差错，年年被
评为先进员工。

闲聊时，他们都非常感谢自己的母
亲，正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忌讳，在他们心
中播下善良的种子，构成了他们长大之后
的文明，也使他们养成了遇事先观察、做
事认真仔细的良好习惯，成了忌讳的受益
者。未成年时，他们一直很委屈，总是嫌自
己的母亲太无情，不该有这么多的繁文缛
节。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流传至今的
风俗习惯，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旺盛的
生命力。对待传统习俗，应认真发掘研究，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时代服务，绝
不能因暂时无法解释而妄下结论，一律将
其视之为“封建迷信”并踩在脚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流传至今
的风俗习惯，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旺
盛的生命力。对待传统习俗，应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使其为时代服务，绝不能
因暂时无法解释而妄下结论，一律将其
视之为“封建迷信”并踩在脚下！

□张冰隅

人啊人！自从与猿猴揖别，
已不下700万年。人性之张扬，
有目共睹。然而，从动物界得来
的“弱肉强食”的印象实在太深
刻，以致在许多现代文明人身
上仍会不时出现“返祖现象”。
譬如说，当你温文尔雅地在星
级酒家用餐的时候——— 往往是
左手把钢叉叉住一块大牛排以
表示“彻底摆平、完全征服”；右
手 紧 握 钢 刀 去“ 任 意 宰
割！”——— 到底象征着文明还是
野蛮？实在说不清！

好斗！不全在西方盛行。不
同的是西方的斗牛是人向牛挑
战，而中国人是挑动牛斗牛；还
有人去挑动鸡斗鸡、蛐蛐斗蛐
蛐……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挑动
群众斗群众！甚至发疯的时候
让自己的右手打左手，再用左
手打右手！朱元璋做稳了皇帝
后就让刘伯温揭发胡惟庸，再
让胡惟庸迫害刘伯温……以杀
功臣为儿戏！有些“历史学家”
还说他“很有为”，不“过分”！不
由人时时想起孔夫子曾有的感
喟：“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
民鲜久矣！”

据史书记载，自从老夫子

发出感喟后，倒曾一度引起社
会重视。众多弟子不仅牢记此
言，还把此言编入《论语》；他的
孙子（子思）撰写了一部专门的
论著《中庸》，先是作为《礼经》
的一部分流行于世；后由宋之
大儒朱熹把《礼经》中的《大学》
篇、《中庸》篇抽出来单独成书，
与《论语》、《孟子》平列合称“四
书”。不管是“四书”还是“五
经”，在古代起了好作用称“传
统文化”，如能古为今用，就是
“文化传统”了！

朱熹《四书集注·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而平常之理。”说得多好啊！能
“不偏不倚”而行，那肯定走的
是最正直的道路！“无过不及”
就是为人做事很有分寸，恰到
好处！——— 这不正是人生要追
求的最高境界吗？“平常之理”
就是永远不要变的恒久之理
啊！

朱熹的话并不艰深难懂。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总有人要
任意曲解。“庸”本是“用”的意
思；“中庸”是“以中为用”。“平
常”的东西是指“不易（变）”的
最好的东西……后来却居然有
人把“庸”和“平常”连在一起作
“平庸”讲，当贬义词使用了！新

版电视剧《三国》中常有人把曹
操称“明公”，而称袁绍为“主”！
很明显，“庸”字被用反了！

有些人，生性好斗好争，又
常无度，就把“不偏不倚”曲解
为“不讲斗争原则”，而加以否
定；还有人经常把事情做过头，
却一再强调“矫枉必须过正”，
说什么“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
左”，看起来很“辩证”，可这不
等于说“中间”那条正确的道路
永远走不成吗？

自从鲁迅先生被捧为“当
代圣人”后，孔夫子的话就不灵
了，而鲁迅的话则成了“当代
《论语》”。一篇写于1925年的杂
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曾作为文科学子必读经典，影
响深远。文章中批判了当时社
会中一些人和事。鲁迅用讽刺
的笔锋写道：“叭儿狗……它却
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
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
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
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
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
姐 们 所 钟 爱 ，种 子 绵 绵 不
绝……”好多年来，许多现代文
学的专家都曾把这段话当做鲁
迅批中庸之道的经典语录。真
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因为只要

细心品味，应该明白鲁迅并没
有大批“中庸之道”，只不过是
讽刺了那些社会上貌似得了中
庸之道的人无形中成了有钱人
的“宠物”。

中庸之道，是古代先贤经
历过无数因偏激而带来巨大损
失的历史教训后，总结出来的
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既不否定
必要的阶级斗争，也不妨害人
生在世的喜怒哀乐的正常表
达，无非是强调要掌握一个度，
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诚如当今
社会，最清明也难免有人作恶，
有人犯罪，善与恶的斗争永无
休止！但应无过不及。好不容易
挖 出 一 个 巨 贪 ，却 重 罪 轻
判——— 是为不及之偏！但如罪
不当死而处极刑，则为过也！中
庸之道所讲的不偏不倚与现代
人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一个道
理。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道理
正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传统文化。“五
四”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
都没有把它的命革掉，足见其
生命力之强！

○张冰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说古论今

中庸之道与实事求是

“文化传统与当下”

大型专题报道向您征稿

当中小学的教室里回荡着国学经典的朗朗诵读声，当现代化企业
的管理理念融入《弟子规》的文化精髓，当观众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
看钱文忠讲《三字经》于丹讲《论语》，你就会感到，我们的传统在慢慢
复苏和回归，起码已经引起了当下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国学不是空洞
的大帽子，传统其实是亲切而温暖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
活中。

“文化传统与当下”大型专题报道已于日前在齐鲁晚报启动（详见
齐鲁晚报9月28日A10版）。除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访谈之外，本报同
时面向广大读者征集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您对文化传统对当下的影
响怎么看？“中庸”、“无为”、“天人合一”、“克己复礼”等文化传统在当
下应该怎样解读？有哪些本应传承的文化传统在今天成了“失落的文
明”？您身边有哪些事体现了传统与当下的交接或对撞？哪些是值得颂
扬的？又有哪些是需要批判的……请来稿参与我们的话题。

来稿请发至wanghui3050@126 . com

中庸之道所讲的不偏不倚与现代人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一个
道理。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道理正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