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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董新胜

不觉又到了毕业季。2020届的同学
就要完成学业，告别母校，奔赴新
的征程。如同为将要远行的儿女打
点行装一样，近日我从“箱子底”翻
出来了中华礼仪大家、清华大学彭
林教授提炼出的表述礼仪的四个
字：“敬、净、静、雅”。在这里，暂且
借用彭教授的“四字”箴言作为一
个盛放礼物的“筐”，把我平日里积
攒的那点儿东西放进去，权作临别
相赠。

敬，尊敬。
为了说清楚“敬”，先说说什么

是礼仪。礼，是礼节；仪，是仪式。咱
们中国是礼仪之邦，齐鲁是礼仪之
乡，礼仪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名片。
我们每次出远门父母都会反复叮
嘱，对人要有礼貌。父母们说的礼
貌就是礼仪。怎样才算有礼貌呢？
孔子说：“礼者，敬人也。”“礼貌”

“礼仪”的核心是“尊敬”“尊重”。一
个“敬”字，就是中华礼仪的硬核。

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体现
“敬”呢？请先从问候做起。你也许
还没有养成问候人的习惯，乍一开
口有点生涩，不要紧，坚持说上一
个月，就ok了。我们还应常怀感恩
之心，对帮助自己的人，要由衷地
道一声“谢谢！”或“非常感谢！”请
记住，对自己有恩的人要有“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情怀，这是咱
的祖训，也是许多家族的家训。融
洽和谐的社会，就是在这施恩和回
报的你来我往之中营造的、形成
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和谐链条
上的一个链扣，可不要在你这里掉
了链子。还有，平日里如果做错了
什么事，要真诚地道歉“对不起”或

“实在对不起”。知错认错是一种修
养。

我认为，礼仪中的“礼”是道，
“仪”是术；“礼”是里，“仪”是表。礼
仪第一位的是修身养性，“腹有诗
书气自华”，人有修养品自高。我们
在修“道”习“术”的过程中，要切记
表里如一，切莫舍本逐末。因为礼
仪绝不是“皮笑肉不笑”，许多“职
业”的微笑、那种挤出来的笑，给人
的感觉并不舒服。

净，干净。
从上到下地说，脸面要净，整

齐的发型，光洁的面庞，不怕示人
的指甲缝，没有令人掩鼻的“臭
鞋”“臭袜子”。由里到外地说，与
客人面对面说话没有刺鼻的气
味，与女朋友相拥没有污浊的体
味，与丈母娘见面能经得住她老
人家用挑剔的眼光审视你的衣
着。做到这些并不难，只要养成讲
卫生的习惯即可。

参加工作后，要把办公室和办
公桌整理得干净整齐一点。办公室
和办公桌的状况反映的是一个人
的精神风貌，要清清爽爽、整整齐
齐。在混乱的环境里办不出利索的
事。顺便说一句，你只管拖地、擦桌
子、抹板凳，不要攀比别人干了多
少，做好自己就行。虽然我们不是
功利主义者，但时间长了，也自有
因果。

说话要“干净”。语言污染在
“局部地区”和个别人那里属于重
度污染。比如，刺耳的“国骂”和不
雅的口头语，就属于“常见病”、“多
发病”。同学们要养成说“干净”话
的习惯。咱们不但是有知识的人，
还是有文化的人。

静，安静。
在公共场合要遵守公共秩序、

公共道德。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吆
三喝四，不要制造噪音，不要旁若
无人。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接打电
话，一定要把音量控制在以不影响
别人为度。无论是高亢的承诺、激
越的交流，抑或是愤怒的互喷、对
骂，还有挥臂跺脚的夸张动作，都

要不得！咱是文明人，旁边还有别
人呢！

轻和静是相连的。在公共场
合、公务场合，动作要轻。比如，让
你给客人倒杯茶，你粗手笨脚，连
撒带漾，杯碟碰撞叮当作响；出入
会场，你大幅度地扭腰甩胯，高跟
鞋的鞋跟肆无忌惮地敲击着地面，
声声入耳，“动人心弦”；让你摆一
摆桌椅吧，你把它们拉拽得跌跌撞
撞、吱吱乱叫。在这里，“轻”就是

“静”，这些都需要在日常加以注
意。稍加注意，你一定会得到加分
的。

学会安静地听。倾听是一种
修养，不要谁讲话都插话，都点
评，谁说话都有你！一般情况下不
要轻易打断别人的讲话。即便对
方讲得不是那么有条理，不是那
么严丝合缝，甚至不是那么回事，
也要忍一忍，等对方把话讲完，你
再讲。即便你的插话属于“锦上添
花”，也要先说声“对不起”再“献
花”！随意打断别人的讲话，是不
礼貌的；武断地中断别人的讲话，
是非常不礼貌的。

雅，高雅、文雅、雅士。
你若是一个高雅的人、文雅的

人，你就会成为一位雅士。还有许
多“雅”，只要和“雅”字相连，几乎无
一不“雅”，即便是“雅俗共赏”，“雅”

“俗”各占半边，那也是难得的“共
赏”。接下来，就牵出了一个反向的
字：“俗”。相连的词有“庸俗”、“俗
气”等，还有个成语叫“俗不可耐”，
凡与“俗”字有瓜葛的词都会让人
马上产生出许多联想，因为我们都
曾经面对过一些粗俗的人和事。在
这里我们从礼仪切入谈雅，我想应
该突出两点：意境高和言行美。

意境：境界、格调、情调。我想，
境界高远，格调高雅，情趣健康，应
该是我们青年人精神世界的价值
取向。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有
知识，无文化。说的是时下的读书
人面对着物质的世界，失去了、或
部分地失去了文人应有的风骨和
操守，当然一起失去的还有把酒临
风、登高望月、风流倜傥的真性情。
过去强调的“读书知礼”，包含两层
意思，一是“读书”是为了“知礼”，
二是“读了书”就应该“知礼”。这里
要说的是，即便你是读了一些书的
人，倘若抽掉了风骨，丢掉了操守，
也就失去了读书人的贞节，必定粗
俗不堪、斯文扫地，也就不配称为
文人了。我以为，风骨是文人的脊
梁，气节是文人的魂魄，操守是文
人的尊严，融合在一起就是文人的
品格。

言行美。言要遵礼，行要有范；
说话要文雅，举止要高雅。比如，问
候别人的时候把“你”、“您”分清
楚；握手的时候，当由长者、尊者、
女士先伸手；请客吃饭，应礼让长
者、尊者、女士先入座；乘车、入住，
长者、尊者、女士优先；两人或多人
同行，把长者、尊者、女士让在你的
右侧，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无论行
走坐立左侧为卑、右侧为尊。再说，
左边往往就是车水马龙，不安全。
你走在左侧，既可以谦恭地做长
辈、客人的“隔离带”、“防护墙”，又
可以潇洒地做“护花使者”。记住，
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
不要一副“大师兄”的坐相、“二师
兄”的吃相，若再加上“三师弟”的
木讷，那可就凑全了。言行美，美就
美在谦和、礼让、得体、周全；美就
美在雅量、雅致、雅言、雅趣。在日
常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成为见贤
思齐，见不贤而内省的人，学优汰
劣。中国的雅士、西方的绅士就是
这样炼成的。

中华礼仪源远流长，中外礼节
洋洋大观，以上所述，实属点滴。
期盼同学们以学业为舟，以礼仪
为桨，顺风远行。

□九雨农

最近，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
热刷朋友圈——— 据称印度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申遗中国象
棋，并且前后申请了六次，不过均被
驳回。作为一名象棋皮毛爱好者，看
到这个消息，笔者心中那是相当震
惊。尽管象棋的起源确实有“印度起
源说”，但那是一个尚有争议的说法，
缺乏有力的佐证。

不过，在笔者写此文之际，又传来
了印度被“冤枉”的消息。有报道称，印
度从来没有向联合国申遗中国象棋。
究竟事情真相如何，目前尚不清楚，
不过此事，却让中国象棋着实地火了
一把。

关于中国象棋的起源，如今在学
术界仍是大家争论的焦点。首先来说
说“印度起源说”。

传说古印度有一种四人对局的
棋，名叫“恰图兰格”，棋盘为六十四个
方格，棋子放在四角的格子里，每方八
子；王、象、马、船各一，兵四。各子步
法：王直斜行一格；象斜行二格；马与
今天的国际象棋一样；船直行无远近；
兵与今天中国象棋无异。每着棋走前
掷骰子，五点是王或兵走，四点走象，
三点走马，两点走船。

中国象棋的走法和“恰图兰格”有
相似之处，据此，印度有学者认为，中
国象棋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英国著
名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也指出：“中西
象棋大体相同，其源必无异；中国古代
不产象，印度则是产象国，中国既名

‘象棋’，且棋中有‘象’，这是由印度传
入的证据。”这种说法成为了“印度起
源说”的旁证。

事实真的如此吗？并不尽然，首
先，象棋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楚辞·招魂》中就对其形制以及玩乐
方法作过专门记载，“蓖蔽象棋，有六
簿些；分营并进，道相迫些；成枭而牟，
呼五白些。”此时印度的“恰图兰格”恐
怕还没出世。旁证也同样站不住脚，中
国自古就产象。这从河南省的简称中，
便可得知。河南的简称是“豫”，来源于
九州之一的“豫州”。“豫”是一个象形
字，即一个人牵着一头大象，从这可以
看出，大象最迟在大禹时期，已在黄河
流域出没。

与“印度起源说”相对应的，是“中国起源说”。
我国古文献当中，有几种有趣的说法，如有人认
为是舜创制的，理由是舜有个弟弟叫做“象”，十
分桀骜不驯，舜因此把他囚禁起来，又担心他寂
寞，由此发明了“象棋”，还有人说象棋是西汉大
将韩信发明的，如今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便是明
证。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历史已经证明
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发明往往并非一个人完成
的，中国象棋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象棋
应该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象棋演变历史来看，最早源于周朝的六博
棋，秦汉时代出现了对塞戏，到了北周时期正式
出现象棋的雏形象戏，《太平御览·工艺部·象棋》
说“周武帝造象棋”。随后，经过漫长的演变，到了
宋朝正式定型。如今看到的象棋游戏，就是在宋
朝定型的。

宋代最有名的棋手当数文天祥，他不但一生
酷爱象棋，还写下许多吟咏象棋的诗篇。他不用
棋盘，全凭记忆来口弈，首创盲棋的下法，广受棋
坛赞誉。据载，他抗元失败被俘后，在囚牢里日夜
研习象棋残局，还时不时教狱卒下盲棋。一生共
编撰了40多个精彩棋局，经过几百年风雨，大部分

散失，只有《文丞相玉帛金鼎图》象棋残
局流传到现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宋朝时期，中
国象棋还只是贵族之间的游戏。直至明
朝中期，它才真正走向民间。中国象棋
也就此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

明代象棋之所以能从贵族走向民
间，与明朝经济水平发展有关。资本主
义萌芽的出现，在促成明朝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使得各个阶层呈现出互相融合
的状态，民众，特别是市民阶层，作为其
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慢慢地将自身的文
化融入到其他文化中去，象棋便是在这
种情况下走下“殿堂”，进而“飞入寻常
百姓家”。

象棋在民间流行之后，迅速和老百
姓的生活相结合。这从“象眼”一词在生
活中的运用便可窥知一二。“象眼”是象
棋方面的专业术语，两个棋子下在“田”
字形的斜对角上，其中央的交叉点称为

“象眼”，因象棋的广泛普及和“象眼”本
身的形象化，“象眼”一词成了这种上下
交叉，中间有点的形状专称。根据明笔
记小说《朴通事》记载，明朝时期有一种
饼就叫做“象眼棋子”。

需要指出的是，象棋在明朝，也得
到了女性的推崇。在封建社会中，妇女
向来受沉重压迫，统治阶级对妇女生活
有着诸多限制，如清人周思仁《受持篇·
居家门》就对女子做出了特别规定：“六
岁以上，不出门庭，不许饮酒，不许览山
歌小说，勿说诗画琴棋，常使持念佛，教
以四德三从。”

不过，晚明时期的女性没有这么多
“忌讳”，当时的人大多以才情作为衡量
妇女的尺度，在《金瓶梅》第二回里，卖
茶的王婆向西门庆介绍潘金莲时，就把
通晓双陆象棋作为女子百伶百俐的标
志之一，这也反映了市民对于棋类活动
的肯定态度。加之晚明推崇女子才情的
思潮，于是棋类活动风行于市井里巷的
男男女女。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诞生了许多国
手，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李开先。李开先
是山东济南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戏曲作家，字伯华，号中麓子、中麓山人
及中麓放客。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
户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员外郎、郎
中，后升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后来
因为得罪首辅夏言遭罢官，那句“男儿

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便出自他的手
笔。同时，他还是一位象棋高手，而且终其一生没
有对手。

李开先写了不少诗歌来记叙下棋时的情景，
如《送棋客吴橘隐兼及吴升甫》：“虽云国手同推
汝，叵奈强兵独有吾。每让三先难成埒，纵饶一马
亦长输。”吴橘隐和吴升甫是当时著名棋手，李开
先让他们三先，他们根本不是对手，让他们一马
他们也往往赢不了一两局。

在明朝嘉靖时期，饮誉天下的象棋国手是燕
京人陈珍，他曾经打败了另一位极负盛名的象棋
高手张希秋，轰动天下。但与李开先对局时，李开
先即便饶他一马，陈珍也总是大败亏输，仅能走
和寥寥数局而已，从来没有赢过李开先一局。

李开先在《后象棋歌》中总结了自己的象棋实
战经验，汇集了一些基本理论，提出了“莫走颠崖，
宜居要地”；“势有大小，贵能善时”；“彼强我弱避其
锋，我寡彼众张其势”等理论，特别是他强调“当头
用炮能惊众，夹肋藏车可突围”，认为当头炮布局
优于其他布局，这对现在人下象棋仍有影响。

最后，以《中国科学文化史》作者、英国学者
李约瑟博士的一段话做结。他认为中国象棋当然
是中国人发明的，“只有在中国，阴阳理论的盛行
促使象棋雏形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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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

象象棋棋起起源源于于春春秋秋

战战国国盛盛行行的的六六博博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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