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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古代传记的角度来说，海子的
“行状”（或曰“事略”）是很简单的。
1964年3月24日出生，5岁时在乡亲面
前背诵语录引发大家对海子“记忆力
强”的感叹，15岁高中毕业以安庆第一
名的成绩考上北大法律系，19岁分配到
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21岁任教于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1989年3月
26日于山海关卧轨辞世。这样的履历，
对当下很多人来说确实有种“天才”的
感觉，但若海子只是如此简单的“行
状”，恐怕很难引起大家的关注。

海子原名查海生，写诗后改名为海
子。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让原本是
大学教师的查海生成为诗人海子的？平
日里和友人在一起时，海子都是快乐开
心的；如果海子不写诗，他就不会让自
己的生命走得如此决绝。但是海子写诗
了！四川诗人宋炜对海子说过，诗歌是
个黑洞，海子会奋不顾身往里面去的。
我们看到海子生命后期，是属于倾身而
出的状态，于是行动变为信仰，这也是
海子难以为人所理解的地方。所以，我
们之所以关注海子，谈论海子，首先肯
定是因为海子是一位诗人，是诗人海子
容许我们去涉及生命和哲学的话题。而
也许正是这一点，海子才给我们以新的

启示。
海子辞世后的1991年，我读大学

二年级，开始发疯地去学校图书馆抄录
海子发表在杂志上的诗歌。我被海子诗
句的直接、诗境的奇诡、心境的孤独而
震撼。有一次我还在黑板上默写了海子
的《秋》:“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
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秋天深了，王
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
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有一
位同学问我：“这首诗歌好在哪里？”我
按照所学的《文学概论》里的术语答复
他，比如想象力丰富啦，感情丰富啦，
等等。其实我隐隐感觉这些术语不能说
服我自己，我多么需要对这首诗有一个
合理的解释啊。一直到20年后，我对
海子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和理解，才可
以比较清晰地解释此诗。其实这首诗是
和那个时代的文学氛围分不开的。那个
时代，对底层文化、原始文化、神秘文
化的关注是空前的，所以海子的这首诗
里，才出现了“神”“鹰”“王”这些词
语，而由这些词语构成的语境则显得幽
深奇特，增强了抒情效果，时值深秋，
万物原始苍凉，无需多少欲望，一切如
此简单，让人一读难忘。理解海子，无
法避开那个时代。

理解海子，必须正确认识海子。第
一步就是还原海子，去梳理海子的人生
脉络，去发掘海子的生活细节、写作习
惯、思维方式，那就必须从生平资料方
面做一些基本的考据，必须采取粗笨的
田野作业式的工作方式，采访海子生前
的那些同事、同学、朋友、老师、爱
人，我有幸找到了昌平时期了解海子
的很多人，比如孙理波、唐师曾、常
远、马深等，直接获知第一手资料。
其次，还必须动用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对海子进行“凝视”（曹文轩
语），对海子的言行情思进行身临其境
的揣摩，内心里和海子对话交流，让
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易身为海子，想海
子所想，为海子所为。比如海子为什
么多次去西藏？我根据自己对海子的
了解，认为他是去追寻“文化之根”，
想了解西藏的玄秘文化，所以海子两
次去，走的都是“文旅之路”。

有人说海子那么年轻就辞世，所以
他属于“青春诗人”。但我认为，一个
诗人是否属于“青春诗人”，要看他作
品的质地和通过作品投射出来的心态。
海子虽然也拥有“青春诗人”所具备的
热情洋溢、阳光灿烂，但思考空间更加
阔大，尤其在海子后期，这位从元素写

作突围出来、奔向幻象写作的诗人，以
一己之悲伤刻画出人类绝境的视阈，这
是断不能以“青春诗人”来涵盖的。我
根据海子作品，梳理出海子写作可以分
为体验写作期、实验写作期、元素写作
期、幻象写作期四个时期。这样的分
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诗人海子的成
长，可以看出海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艰
辛、纠缠、挣扎、突围。

海子的生命过程过于特异，过于蒙
昧，无法被我们看清；海子的生命体过
于庞杂，鲜花与荆棘同在，我们难以分
辨出真相。所以，在多年不断的研究中
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仅仅去读海子的诗
歌、诗学论文、诗化小说，而不了解海
子的生活、思想、情感，我们的阅读无
疑是失败的，就是买椟还珠。但是，一
个人的生命蜕变，是有一个转变的关节
点的。诗人海子蜕变的关节点在哪里
呢？借用海子自己的诗句，我较为明晰
地归纳出海子从工作到辞世最后七年的
生活状态：1983 年的“选择之年”、
1984 年的“幸运之年”、1985 年的

“寻找之年”、1986年的“凶狠之年”、
1987 年的“逃避之年”、1988 年的

“燃烧之年”到 1989 年的“曙光元
年”。这是一个人在生长、在发展。同
时我们看到这个过程里，生活和写作胶
着难分，但是海子生命越到后期越疏离
生活而向写作靠近。海子的写作之路，
也是生命之路。

海子是诗人，但是现在我们谈论海
子，往往跳出了诗歌领域，而进入生命
范畴。我认为，这是最贴近海子的研究
角度。海子的生命现象和生命轨迹，都
显得特异、蒙昧、庞杂，需要有人来昭
示、梳理、分辨。所以，当今研究者心
里的海子，已经不再是诗人海子，更多
的是把海子当作人类命运的一分子。一
个个的生命个体，尽管路途不一，但是
那些人生历程中，无不印证海子在长诗
《弥赛亚》里的那句诗：“先是幻象万
千/后是真理唯一。”在我看来，所有的
海子传都应该是生者对逝者的回音，是
逝者通过文字这种方式对生者进行自身
生命历程的解说，促使生者进行人类生
命的哲学思考。正因为如此，海子才值
得研究。

原来一个人的开花，可以芳香很多
人。

（作者系浙江省诸暨市草塔中学教师）

“凝视”海子

去理解那难以理解的生命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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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开篇就提出：“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以“学”字作为整
部 《论语》 的领起，可谓意味深远，
说明“学”是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
关键。古人所学乃圣贤之道，而“道
之所存，师之所存”。不尊师则无法超
凡入圣，修齐治平亦沦于空谈。故
《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尊师、敬学对于传道、治国等都至关
重要。

尊师与传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
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师道”之所
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
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传
承古圣先贤道脉的“传道者”。这种无
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功载千秋、
万众敬仰之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
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

古人入私塾读书，要先行拜师礼。
而行礼者不仅是学生，连学生的父母都
要向老师行跪拜礼：父亲带领儿子，先
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行三
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老师入座于夫子
牌位前，接受父子二人三跪九叩首的最
敬礼。如果是一个家族礼请老师教育子
弟，就由家中最尊长者代表族人向老师
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中国古代家道谨
严，长幼尊卑秩序分明。试想，身为一
家之尊的家长是怀着何等恭敬之心，才
会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而这种仪式，又
会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样深刻的“尊师
重道”之印记？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
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并皆卓越者，可
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必在朝

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
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
真正的人师却如珍如瑞。因为他们无论
在诚意正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
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
取法。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
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孟子尊孔子，

“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私淑诸
人”以求其教诲，学为“亚圣”而超于
孔子门生。其原因只为“至诚”二字。
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
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
对老师的尊重即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
更是传承圣贤学问所必需。

尊师与治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
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
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
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
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
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
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氏春
秋》）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
《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
曾向桓荣学习 《尚书》，在他做皇帝
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
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
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
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
带头听受老师讲学。

而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
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
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
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
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
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
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
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
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都是因

为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

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
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
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
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
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
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
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
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
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
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
国家的安危。《群书治要·汉书》 记
载，古代的太子尚幼小，就会选全国最
有德行的臣子担任他的太保、太师、太
傅。“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
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并选择
孝仁礼义之人担任少保、少傅、少师，
与太子一起饮食起居。这种教育使太子
从孩提有识之日，就亲近正人，远离邪
人，不见恶行。“故太子乃生而见正
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
人。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
生长楚之乡，不能不楚言也。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并特
别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太子的老
师，就是因为认识到国家是否有真正
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
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
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
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
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唯有身
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君子圣贤成为传播
社会正能量的主体，才能为国家的长
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尊重师道，
就是尊重当人自性。重振师道，无疑乃
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
福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读懂中华传统中的尊师重道
刘余莉

关于法国时尚先锋可可·香
奈儿、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
罗、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汀和英
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各
类传记品种甚多，相对于用大量
的文字和实拍的图片呈现的传
记，这套装帧精美的水彩绘本传
记《她们，人生如画》系列（［英］泽
娜·欧克亚特/著，［英］妮娜·
科斯福特/绘制，陈阳/译，广西
科学技术出版社）可能是最不完
整的传记图书了。每本只有132
页，既没有将主人公的一生清晰
讲述，又没有庞大的篇幅来讲述
其某一段人生的重要经历，只将
她们一生中最关键的事件用水彩
画和精练的文字进行了描述，你
可能连半个小时都用不了就能阅
读完一本书，但你却能更加完整
地认识除掉光环后那有血有肉、
会哭会笑的她们。

书中的每幅画都采用了大量
留白。比如，墨西哥传奇女画家
弗里达·卡罗曾遭遇严重车祸，这
给她造成了一生的痛苦，但在《手
绘弗里达·卡罗的一生：用灵魂与
痛苦作画》这本书中只有一个对
页来描述此事。没有躺在血泊中
的弗里达，只用了穿透弗里达身
体的公交车栏杆、乌云、车祸后的
碎片、血滴以及造成爆炸的金粉
这些小元素、小图片组成两个椭
圆形的插画，文字置于图片中
间。通过插画的元素，给予读者
丰富的想象空间。

既然图片采用了大量的留
白，你一定认为插画的旁边会有
大篇幅的文字来解释说明。事实
并非如此，大家都了解可可·香奈
儿的经典设计，BOY CHANEL 女
孩子们都爱，这款包之所以命名
为“BOY”是因为亚瑟·博伊·卡佩
尔是香奈儿一生的挚爱。在《手
绘可可·香奈儿的一生：自由是永
恒的时尚》中有一页描述了香奈
儿在得知博伊车祸去世后，来到
车祸现场蹲在草地上哭泣的画
面，而旁边一页只配有“失去了博
伊，我便失去了一切”这简单的一
行字。这几个字足以说明二人的
感情之深。

这套传记的另外一个新颖之
处是没有目录。在版权页的旁边
你会看到图文展示的四位女性鲜
为人知的生活细节。比如在《手
绘简·奥斯汀的一生：将情感嫁给
文字》这册中，“简·奥斯汀在
1797年（22岁）时就创作完成了
《傲慢与偏见》，但却被退稿，《理
智与情感》是由她的哥哥嫂子支
付了全部费用后才出版的”；在
《手绘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生：
游走于优雅与疯癫间》这册里，

“弗吉尼亚和伦纳德夫妻间的昵
称是山魈和猫鼬，二人曾出巨资
创立了一家出版社，她为自己的
车起名为雨伞”等等。其实这些
生活琐事与细节最容易被淹没在
大篇幅的文字中，而这些内容才
最能反映出更真实的人。

她们，人生如画
——四位传奇女性的手绘传记

岑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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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云雀麦田里的云雀》》 凡凡··高高//绘绘 18871887年年 布面油画布面油画

编者按：
诗人海子的诗歌被

许多教师所喜爱，并推
荐给学生作为阅读素
材。而3月本就是个与
诗歌相关的季节：既有
世界诗歌日，同时又有
海子的纪念日。中学教
师边建松的《海子传：
幻象与真理》从研究者
的视角“凝视”海子短
暂的一生，正如他所
说：“我们需要一只远
渡之船，甄别生命中的
光辉和黑暗，然后抵达
不可能的远方。”本文
系他为本刊撰写的纪念
文章。

简

·奥斯汀

弗吉尼亚

·伍尔芙

可可

·香奈儿

弗里达

·卡罗

⦾纪念

本报讯 （缇妮） 记者从中国儿艺
获悉，取材自中国传统成语故事“鹬
蚌相争”的儿童剧 《鹬·蚌·鱼》 将
于 5 月 26 日首演，该剧已于日前建
组。

据该剧编剧冯俐介绍，该作品的
灵感来源于 《战国策》 中燕国苏代游
说赵文惠王时所用“鹬蚌相争”的寓
言，却又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不仅以
复式结构强化了原成语的寓意，更有
超越的演绎。在加入中国传统木偶技
艺和绛州大鼓等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器
的基础上，运用无语言肢体剧的形
式，力图打造一部风格独特又童趣盎
然，适合全年龄 （包括低幼儿童） 观
看的作品。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希望剧组在
创排过程中，深入了解故事的本源，
赋予其清晰的、符合当代价值观的艺
术表达；用创新性呈现手段，令传统
故事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立足于“一
切为了孩子”，将表现形式多元化。

中国儿艺开排
《鹬·蚌·鱼》

本报讯 （东方） 由于大雪导演创
排的当代舞剧 《匆匆那年》 日前在首
都师范大学进行了首轮演出。该舞剧
由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于大
雪舞蹈教育工作室共同出演。

这是一部关于“追求舞蹈梦想”
的舞剧，表现了普通人在生活中坚强
不屈的品格。这也是一部以孩子为主
角的舞剧，于大雪导演认为，儿童舞
者越来越多地进入舞蹈作品中是一种
规律，当舞蹈作品中有孩子的角色
时，只有由孩子来演才能做到最准
确，出演该剧的小演员称得上是中国

“最强小学生”。
据悉，该剧还将先后在北京市进

行10场演出。

舞剧《匆匆那年》首演

美国思想家阿伦特把存在于
人们之间，为人们所共有的世界
比作一张圆桌。当人们围桌而
坐，圆桌使人们既联系又分离，她
认为公共世界就是介于人与人之
间的这个“之间”，在此“之间”，主
客体关系得以构成。北师大北京
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
借助阿伦特的“圆桌”概念诠释日
前举办的名家圆桌之“思想与学
术40年”青年专场。他说：“我们
都在一个公共世界中，这个公共
世界就像一个圆桌，既把我们聚
到一起又把我们相互分离，如果
没有这个圆桌我们就撞到一块儿
了，当然没有这个圆桌我们也聚
不到一起。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共
同关心的问题，但又各有角度，互
为参照。”

作为主办方，北师大北京文
化发展研究院继 2017 年先后举
办两次“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
40 年”学术讨论会之后，本次的
青年专场会聚了王轶、王庆丰、陆
铭、蓝江、张荣强、张大伟、吴冠军
等十余位知名青年学者，从各自
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思想与学
术40年”发表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
轶教授以历史为经，以民法为纬，
以思想与学术为内核，引用冯友兰
先生“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哲学
概念，通过几部比较典型的法律，
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

《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典”的编
撰，讲述了民法的演进史和几代民
法学人的奋斗史。他认为，“民法

典”的编撰表达了站立在民法典背
后的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所面对的
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体现了一
个民族能够达到的文化高度。同
时，他认为，40 年来，中国民法及
相关法律的制定也反映了国家和
领导人的政治决断。

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围
绕数字资本主义，用讲故事的方
式，介绍了我们当前所处的数字
化生存、虚拟依赖和人工智能极
度发展的时代。他通过对“人工
智能”“虚体”“加速主义”“社会行
动网络”等概念的深入分析，提出
了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一
个学者，应该立足于社会存在的
转变，并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基点
重新思考经典理论，着眼于现实
的最前沿，关照当下思想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
员刘悦笛从理论上介绍了思想和
学术之间的张力，梳理了改革开
放以来思想与学术之间此消彼长
的历程，并评点了在40年当中重
要思潮、重要人物的代表思想。
他认为，思想和学术是人类智慧
中的两个倾向，思想注重创造性，
学术注重累积性，思想一定要以
一定的学术为根基。

在总结发言中，沈湘平解释
了当今时代更需要思想的三个原
因并强调，“思想与学术40年”更
多的是展望未来，不仅要迎接和
开创一个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
进一步创造思想解放的条件，而
且应该学会成熟理性地进行思想
表达。

围桌而坐——
谈谈思想与学术的四十年

本报记者 王珺

⦾资讯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