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孔昕
设计：壹纸工作室 牛长婧

A
23-

A
26

星
期
三

2015
.6
.17

随
笔

□林少华

年纪不饶人。如今坐飞机，
很少自己提旅行箱上上下下，
而大多托运了事。这样，下了飞
机，就要直奔U形或S形传送带
那里等取行李，期待的心情大
约仅次于当年在电影院等女朋
友。但行李当然不同于女朋友，
不会打扮得像模像样款款然斯
斯然而来。喏，来了，但见大大
小小形形色色的旅行箱在传送
带上横躺竖卧人仰马翻，即使
贴以高脚葡萄酒杯易碎标签也
往往四脚朝天！幸运的，几道擦
伤刮痕；倒霉的，提手不翼而
飞。说夸张些，行李传送带俨然
洪水过后的小镇街道或全线崩
溃的海滨战场，抑或是散伙前
的夫妻大战进行中的起居室场
景。我暗自思忖，这活计既不是
高科技又不是文学翻译，只要
稍有一点责任心即可做好。为
什么做不好？须知，不光人，物
是不是也有尊严？我多么希望
行李以保持尊严的姿势有模有
样缓缓移到自己跟前啊！

也许你说，人有尊严谁都晓
得，物难道也有尊严？物的尊严
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物的尊
严就是其正确的存在状态。如上
面说的旅行箱，它的正确存在状

态是趴着或脚轮朝下立着，而决
不会像懒猫晒太阳那样忽然来
个侧滚翻或亮出肚皮。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散文，
作者说他看见一棵拔掉的枯树
被靠墙倒置，赶紧走过去矫正，
使之树根朝下、树梢朝上，理由
是为了树的尊严，即为了使树
保持生前的正确存在状态。不
知是不是受此暗示的关系———
或者莫如说加重了我原本就有
的某种心理倾向更为合适———
即使花钱住宾馆，我也很注意

“矫正”。例如墙上的画如果挂
歪了，床头灯和台灯如果脖子
歪了——— 偏巧，我住过的宾馆
包括五星级宾馆，画大多挂歪，
灯脖子也大多不正——— 我就非
想方设法把它矫正过来不可，
否则心里就不安宁。不是灯下
看稿走神，就是躺下久久合不
上眼。盖因物的不正确的存在
状态使得我觉得自己存在于状
态不正确的环境中。进一步说，
在物有失尊严的环境中，人也
似乎很难保持应有的尊严。换
个说法，在某种情况下，人的尊
严有赖于物的尊严。因此，当我
偶尔听宾馆服务员抱怨说一位
客人居然用毛巾擦皮鞋的时

候，我不禁愕然：人怎么可以这
样对待物呢？毛巾的正确存在
状态是擦手擦脸而绝非擦鞋。
这位损害物的尊严的客人，哪
怕皮鞋擦得再亮，尊严感怕也
无从谈起——— 在年轻女服务员
鄙夷的目光中走出宾馆房间如
果还能觉得有尊严，那可真真
无可救药了。同样，一个以正确
状态把旅行箱轻轻放在传送带
上的装卸工，一个气急败坏似
的野蛮装卸的装卸工，你说哪
一个更能从中体味工作的尊严
感、人的尊严感？何况这里边还
有对物的主人即旅行箱持有者
的尊重或对其尊严的体察！

不由得想起祖父。已经去
世二十二年的祖父是念过私塾
的农民。每天清晨起来扫完院
子，他都要把竹扫帚尖朝上靠
墙角立定或让它安然躺在柴草
垛上歇息。每次干完农活回来，
他都要把手中的锄头、镐头或
铁锹用木片或石块揩去泥土，
然后整齐地立在仓房固定位
置，从不往哪里随手一扔。他当
然不会像他的大孙子——— 我这
样咬文嚼字，什么尊严啦什么
正确状态啦喋喋不休，他只是
打心眼里爱惜他的东西。记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某年回乡探
亲时给他买了一个广州产的

“三角牌”电饭煲，一天傍晚我
去他那里闲聊，他笑眯眯看着
炕桌上的翠绿色电饭煲：“啧
啧，这东西也长脑袋了？比人脑
袋都好使。人都不知道饭什么
时候熟，可它知道，熟了就咔一
声自个儿弹起！”

祖父穷了一辈子，真正拥
有的东西不多，无非两三间草
房、前后园子和半山坡上的二
三十棵果树，加一间小仓房和
仓房里的农具，总共也不值几
个钱，但谁都不能把他和它们
分开。祖父晚年被在城里工作
的叔父好说歹说接进城里，但
住不到一年就独自回来再不进
城。他告诉我：城里有什么好？
在城里就像断了魂似的。回来
侍弄侍弄园子，早上起来看看
树又冒出几片叶子，这有多好！
要多好有多好！

如今想来，祖父同物之间
应该是有了精神联系的，所以
他才有那么淳朴的惜物之情，
知道物也有尊严，进而从中觉
出人的尊严。事实上，祖父不仅
使物的摆放和整个居住环境变
得整整齐齐，而且他本人穿戴

也在贫穷中保持了起码的整
洁。尤其出门上街之前，总要刻
意打理一番，头发梳得一丝不
乱，始终注意体现一分做人的
体面和尊严。

可以说，对待物的态度，实
质上也是对待人的态度、对自
己的态度。换言之，物的状态是
人的心态的物化。由物构成的
环境若没有尊严感，人的尊严
也很难实现和保全。尤其在当
下这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
行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更应对
物保持一分谦恭与怜惜之情？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著名翻译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
信“青未了”。

物是不是也有尊严？【窥海斋】

对待物的态度，实质上也是对待人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换言之，物的状态是人的心态
的物化。由物构成的环境若没有尊严感，人的尊严也很难实现和保全。

去年8月8日，两个台湾朋友
请我和同在台湾大学访学的同
事吃饭，我以为是中秋节前的
餐叙，并没有当回事，席间叙谈
才读懂玄机。原来8月8日谐音

“爸爸”，是台湾的父亲节，我和
同事都是做父亲的人，台湾朋
友怕我们思念儿女，于是邀约
相聚。另据两位朋友讲，他们的
子女要么送上祝福，要么奉送
亲手制作的礼物。这种别样的
亲子关系让我们艳羡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作品
中，父亲的形象无外乎两种：专
制独裁型与纵容溺爱型，似乎
很难找到正常健康的父子关
系。当下的情况虽然要好一些，
但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父子关系
的窠臼。前两年，媒体上有两件
事最夺人眼球，且都与“父爱”
有关。一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
的儿子涉嫌强奸被刑拘，二是
湖 南 电 视 台 热 播 的 亲 子 节
目———《爸爸去哪儿》。从表面
上看，似乎是因为涉及名人，所
以这两件事都成为公众与媒体
关注的热点；但从更深层次看，
都与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父
爱的迷失”有关。作为父亲的李
双江对儿子疏于管教、纵容溺
爱，结果铸成大错。《爸爸去哪
儿》节目中，五位爸爸每期跟子
女有72小时的乡村体验，爸爸单
独肩负起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
责任，导演还设置了许多必须
由父子（女）共同完成的任务。
虽然节目里的父子（女）之间极
尽温存与体贴，但我肯定这些
平时忙得很少着家的父亲其实
鲜有与孩子相处及交流的机
会，孩子的母亲一定是大包大
揽的。不独明星家庭，在中国普
通家庭中，父爱的缺位甚至迷
失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

了。
与传统父子关系相比，当

今有一种现象是父亲对子女教
育不闻不问，完全推给母亲，自
己乐得做甩手掌柜。家庭教育
研究专家范景宇先生认为，母
亲的态度、对家庭和婚姻生活
的满意程度会影响父亲投入和
参与孩子教育的水平。母亲和
其他家庭成员应当积极鼓励，
还应尽可能地营造和谐的家庭
氛围，为父亲参与孩子教育创
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做父亲的
也应该积极地介入孩子教育，
不能认为教育孩子是母亲的工
作，自己的责任只是挣钱养家。
一位朋友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
她身边的故事。她单位的领导
是一位女性，儿子已经二十多
岁了，正在上大学。父亲是法
官，在家的时间极少，儿子当然
由母亲一手带大，所以母子关
系极好。儿子对母亲几乎百依
百顺，对母亲的依恋更是让人
瞠目结舌，洗澡时要母亲洗，睡
觉前还要母亲搂着睡一会儿，
不然就睡不着觉。这已经是一
种暧昧变态的母子关系，差一
点就滑向乱伦的边沿了。二十
多岁的儿子在心理上居然还没
有断奶，做母亲的浑然不觉，竟
然骄傲地向人讲述儿子对她的
感情，听来就让人揪心。这是在
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子汉
吗？不，这是在培养具有依附人
格与恋母情结的小男人。孩子
的爸爸去哪了？他难道不应该
对此负责任吗？把一个人格不
健全的儿子交给社会，他就不
内疚吗？

也有一种父亲看似关心孩
子，其实还是不负责任。一位同
事的儿子正上初三，班上有一
位“校霸”，班主任都不敢管。一

天，校霸居然向同事的儿子收
两百元保护费，不交就把书包
扔出窗外。孩子在学校受欺负，
居然不敢告诉父母，最后还是
由班主任转告的。按理说，校霸
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
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
也是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鼓
励他们借助法律武器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的最好时机，但是无
论老师还是家长都没有这样
做。最终的解决方式是男孩的
父亲找了几个人去学校示威，
据说校霸吓得浑身发抖，声称
以后绝对不敢这样了。当一种
违法行为被另一种违法行为纠
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暴力
登场、法律缺位，孩子们长大后
还能对法律有敬畏之心吗？还
会通过法律维护公平与正义
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应
该做的吗？

其实，传统中国社会也有
“严父慈母”之说，即由父母承
担不同角色，各有侧重，分工合
作。母亲唱红脸，担当照顾孩子
饮食起居和心灵按摩师的角
色；父亲唱黑脸，担当孩子的人
生导师，引导孩子融入社会，自
立自强。子女因为享受了完整
的父母之爱，所以人格健全，对
社会家庭负责任，敢于担当。现
代教育心理学理论认为，父爱

（或母爱）的缺失会造成孩子人
格的缺失，不利于孩子身心健
康、长大成人。从这个角度看，
台湾的父亲节确实值得内地借
鉴，因为它至少可以警醒一些
不负责任的父亲积极参与子女
教育，因为相较于生，养育的责
任更重大，父亲不能失位，更不
能失责。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

□雨茂

从台湾父亲节看父亲的角色

【社会观察】

台湾的父亲节确实值得内地借鉴，因为它至少可以警醒一些不负责任的父亲积极参与
子女教育，因为相较于生，养育的责任更重大，父亲不能失位，更不能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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