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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几位所谓成功的朋友，在各
自的领域都相当优秀，在众人面前光
芒四射，令人羡慕。然而私底下几个
相知较深的朋友相聚时，其中有些人
却总显得疲惫不堪，脸上写满了焦
虑、沮丧、茫然。

如果用幸福来衡量成功，一些在
众人眼中的成功者也可能是生活的失
败者。在我看来，“名利”二字，得失
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为佳，古人云

“学而优则仕”，行有余力再顺势而为
总是更好。过度追逐所谓的“成功”，
忽视了内在的建设，对己对人，总难
免有伤害，内心伤痕累累，外面树敌
无数，有何幸福可言？

人怎么在追逐中丢失了自我？怎
样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幸福？罗伯
特·费希尔的 《盔甲骑士：为自己出
征》（温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或许
能够给我们一个可能的解答。

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在一个
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骑士，骑士经常
穿着一身明亮耀眼的盔甲四处征战，
这身盔甲几乎成了骑士的象征，让骑
士威名远扬。随着时间的流逝，骑士
越来越迷恋他的盔甲，不仅穿着盔甲
用餐，而且经常穿着盔甲上床睡觉，
最后干脆不再脱下盔甲了。渐渐地，
连家人都忘了骑士不穿盔甲是什么样
儿。终于有一天，妻子朱丽叶忍受不
了了，要骑士在盔甲和家庭之间作出
选择。骑士决定脱下盔甲，选择妻
儿。然而，骑士遇到了难题，因为盔
甲太长时间未脱，已经无法从他身上
脱下了，哪怕最高明的铁匠也无法帮
助他。为了脱下盔甲，骑士寻找到智
者梅林法师。梅林法师告诉骑士，脱
下盔甲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找到真正的
自己。在梅林法师的指点之下，骑士
踏上了“真理之路”，在小松鼠和鸽子

的帮助下，经过寂静之堡、知识之
堡、志勇之堡的重重考验，登上了

“真理之巅”，终于脱下了盔甲。
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不是都有一套

盔甲？正如骑士钟爱自己的盔甲一
样，因为“盔甲让大家知道他是谁
——一位正义、善良又有爱心的骑
士”。然而，这个“谁”真的是骑士自
己吗？诚如梅林法师所说：“你可不是
穿着盔甲出生的，是你自己要穿上盔
甲的，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呢？”
骑士认为盔甲向世人证明了自己是一
个关爱他人又心地善良的好骑士，梅
林法师反问他：“如果你确实是一个关
爱他人又心地善良的好骑士，那么你
为什么还要证明给别人看呢？”骑士即
将踏上“真理之路”，梅林法师告诉骑
士，途中有 3 座城堡会挡住他的去

路，骑士的第一反应是：“每座城堡里
都会有一位公主，而我会杀掉看守公
主的恶龙，拯救⋯⋯”梅林法师厉声
打断了骑士的话，告诉他：“你必须先
学会拯救你自己。”

迷失在盔甲和自我之间难以自
拔，正是骑士无法脱下盔甲的原因。
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将自己和盔甲剥
离。

然而认识自己何其之难，正如在
寂静之堡中，国王说：“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背负着脱不下来的盔甲，深陷
其中，无法自拔。”“我和同伴一起待
在这座城堡里的时候，我发现在同伴
面前我总是表现我最好的一面。有人
做伴的时候，我无法放下自己的屏
障。同伴也好，我自己也好，都无法
看到真实的我，无法看到我试图隐藏

的是什么。”在寂静之堡，骑士终于开
始看到自己内心的一角，一直以来骑
士都是以强大的形象出现的，而在寂
静之堡中，骑士不得不面对自己以前
从未正视的事实：他害怕孤独！他遗
憾地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抓住现在，快
乐地活在当下过。还有，大多数时
候，他没有认真听过任何人的想法，
也没有认真感受过任何事情，他看到
了自己的自私。

在知识之堡中，“你是否曾经错把
需要当成了爱”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
骑士。他需要妻子朱丽叶和儿子的
爱，是因为他不爱自己！他需要那些
被他拯救的少女的爱，以及那些他为
之而战的人的爱，全都是因为他不爱
自己。骑士意识到“他这一生都在以
一种自以为会让别人喜欢自己的方式
活着”。梅林法师告诉骑士，人都会有
愿望，想要得到的东西很多，但应该
区分“贪婪和必需”，区分想得到的是
从思想里产生还是从内心产生：“从内
心产生的雄心壮志是纯洁的愿望。无
须与人争夺，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事
实上，它于己于人都有益处。”因此，
人们应该时不时静下来“用接受和感
激的心对待事物，而不是四处奔波，
以获取为目的，那么人们会明白什么
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愿望。”

在志勇之堡，骑士克服了疑惑和
恐惧，通过了“认清自我”的考验，
来到了真理之巅的脚下。真理之巅是
一座道路崎岖的高峰，在攀爬中，骑
士对未知的道路充满了恐惧，最后精
疲力尽，松手掉进了深渊。在感觉到
自己即将死去的那一刻，骑士豁然开
悟，放下了所有针对他人的成见，有
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人生，一
瞬间“他全然接受了自己对人生的责
任、别人对他的影响，以及过去的一

切”。骑士获得了自我拯救，“他和天
地融为一体，他就是小溪，他就是月
亮，他就是太阳，他可以是世间的万
物。他就是爱”。

罗伯特·费希尔的笔调幽默诙
谐，温旻的翻译文字也很清晰流畅，
读之既轻松愉悦又意味深长，引人深
思。沉浸在故事中，我就是骑士，骑
士就是我，骑士不断探求，逐渐接近
自己的内心，我也不断追问自己的盔
甲是什么，不断反观寻找内心的真
实。骑士最终脱去了盔甲，获得了拯
救。而我，是否也脱去了自己的盔甲
呢？登上了“真理之巅”，骑士是否从
此就不再受困于盔甲，永远走在服从
内心的幸福之路上呢？没那么简单！
因为多次走过真理之路的国王说：“真
理之路是无穷无尽的旅程。每一次，
我都会有新的感悟，发现新的大门。”
新的盔甲随时可能出现，真理之路常
走常新。

正如帕尔默所说：“真正好的教学
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
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教
师的教学生涯不可能一路坦途，教学
的挑战来自方方面面，这些挑战都可
能带来教师内心的冲突。好的教育者
一定要有勇气走进自己的心灵，读懂
内心，成为一个真实完整的人，一个
如孔子所说“不忧、不惑、不惧”的
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把教育
当作自己的天命，真正爱教育，而不
是爱身上的盔甲，才能真正在教育中
得到幸福，也才能真正让受其教育者
幸福。《盔甲骑士：为自己出征》 正是
这样一本可以带你走进内心的书。

想脱下你的盔甲，不妨跟着罗伯
特的骑士一起走走这条“真理之路”。
（作者系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副局长）

脱下盔甲脱下盔甲，，走上走上““真理之路真理之路””
——读《盔甲骑士：为自己出征》

孙民云

品书斋

舒晋瑜曾做过许多当代作家和评
论家的对话，深得业界嘉许。这是她作
为一个专业记者的职责，而她对此也乐
此不疲，文学前沿的人和事尽在她的笔
端，姿态万千，景象纷呈，一如繁花照
眼，云山堆积。她新近出版的《深度对
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取
的则是当代文坛最重要的茅奖的历届
评选和获奖作家，当然不失其读者关注
度。在这本书中，一个个亲历者面对读
者如实讲述了已然和正在湮灭于时光
的秘闻内幕，既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茅
奖评选的流程、流变，给当代文坛留下
翔实宝贵的文史资料，又让读者认识、
感受到了文学的本质和意义，也就是
说，既是特别见证，也是与时代风云、民
族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国文学本身。

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民族文学”
成熟的标志，代表某个时期的创作水
平。茅盾先生倡导设立文学奖的初
衷，当然是要相对公正地遴选出优秀

的文学作品。舒晋瑜用她的访谈，重
新使读者听到了始终伴随茅奖评选的
众声喧哗。从第一届、第二届到最近的
第九届，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
镇》到《江南三部曲》《黄雀记》，从周克
芹、古华到格非、苏童，风流总被雨打风
吹去，但物是人非事不休。在各抒己见
中，读者得到了集中的辨析的机会。与
其说舒晋瑜用她的方式展示了当代长
篇小说创作的崛起与繁荣，不如说是一
种对文学创作的共同探讨。我们也从
而得知，所谓的众声喧哗，所谓的争执、
异见，都不过是文学发展自身的常态。
唯其有了这样的声音，我们文学的交响
乐才能保持必要的丰富性，不至于过
于单薄单调、乏味无趣。从这个意义
上说，舒晋瑜就像手持一支隐形的指
挥棒，一些沉寂的琴弦和锈蚀的铙钹
都被悄悄拨动和敲击，渐渐汇成了一
股股声音的河流，时而婉转清逸，时
而激越高远。

舒晋瑜发挥了自己成熟且收放自
如的记者功夫，让评委和获奖作家打开
心扉。很显然，她所做的绝对不是博眼
球的小道消息播报。她有着自己近乎
直觉的对文学的理解、见识和尊重，始
终没有偏离对文学本身的关注。

多年积累下来，荣获茅奖的作品已
煌煌数十部，不少作品早已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成为不可撼动的文学经典。
有关茅奖和获奖的作品、作家的研究成
果可谓汗牛充栋，想要做到有别其他的
努力并不容易。舒晋瑜没有退后，却好
像让受访者不知不觉进行了一场平实
自然的内心独白；舒晋瑜没有上前，却
又清清楚楚地与受访者相距咫尺，理解
的目光填满了彼此之间的所有距离。
因此，她会让受访者感到这样的谈话很
亲切、很平易、很普通，甚至如第八届茅
奖获得者毕飞宇所言，这样的采访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说吧，从头说起。”于是，我们看到

了那些“经典”在获奖期间历经了怎样
严苛的评判，甚或劫后余生的惊险。通
过作家倾吐的心曲，我们也得以准确获
知一部优秀的作品如何艰难诞生，并了
解作家各自不同的创作源代码和创作
思想。这种对文本和对作家与文本的
关系的解读，所展示出的像钻石一样恒
久的东西，无疑能够给很多写作者提供
宝贵的借鉴，也能给众多的研究家提供
许多警醒的提示。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的文学价
值、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已得到众多
肯定，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学
上，它是深入的，也是生动的。对它
的阅读，可以让人真切地领略一个经
验与学养兼具的文化记者让大树开口
讲话的秘密。听，大树已开口讲话。
在她天然质朴的文字里，我们确实可
以看到一棵棵生长在中国文坛上的大
树的形象，他们孤挺于天地间，而又
连木成林。

让大树开口讲话的秘密
——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王方晨本报讯 （晓易） 由北京出版集团
主办，北京国学教育出版中心、文津出
版社承办的“传承经典文化 缔造卓越
未来——传统文化德育教育论坛暨新
书发布会”日前在北京十月文学院召
开。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程方平等专家学者及国学爱
好者围绕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问题纷
纷发表了观点。

楼宇烈教授以《中国传统文化的
根本精神及教育价值》为题作了演
讲。程方平教授提出，传播传统文化，
重在传播有关蒙学方面的原典，要特
别注意对孩子进行语言方面的训练和
行为习惯方面的训练。因此，给小孩
子的传统文化读本一定要精练，不建
议搞大部头的书。山东大学文学院院
长杨存昌认为，一套好的国学读本应
该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侧重
点。新推出的《传统文化德育教育》一
书在内容选取上很用心，从我国浩如
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挑选出有利于少儿
成长的精华，实现了价值引领和情感
体验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人格
培养与公民教育的统一，这是符合孩
子成长需求的。

传统文化德育
教育论坛推新书

纸现场

滋味坊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经典。
经，指其所载之内容足以作为后世
的纲维；典，谓其可为典范。因此它
常被视为一切知识、价值观、世界观
的依据或来源。早期只典守在神巫
和大僚手上，后来则成为该民族累
世传习、讽诵不辍的基本典籍，或称
核心典籍，甚至是“圣书”。

佛经、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如此，
中国的经典也不例外。文化总体上
的经典是六经：《诗》《书》《礼》《易》

《乐》《春秋》。依此而发展出来的各
个学门或学派，另有其专业上的经
典，如墨家有《墨经》。老子后学也将
其书视为经，战国时便开始有人替它
作传、作解。兵家则有其《武经七
书》，算家亦有《周髀算经》等所谓《算
经十书》。流衍所及，竟至喝酒有《酒
经》，饮茶有《茶经》，下棋有《弈经》，
相鹤相马相牛亦皆有经。此类支流
稗末，固然不能与六经相比肩，但其
各自代表了在那一个领域中的核心
知识地位，却是很显然的。

我国历代教育和社会文化，就
是以六经为基础来发展的。直到清
末废科举、立学堂以后才产生剧
变。但当时新设的学堂虽仿洋制，
却仍保留了读经课程，以示根本未
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教育
总长才开始废除读经。

台湾的教育、政治发展和社会文
化意识，其实也一直以延续五四精神
自居，以自由、民主、科学为号召。后
来，开始提倡“文化复兴运动”，在学
校课程中增加了经典的内容。但不
叫读经，乃是摘选《四书》为《中国文
化基本教材》，以为补充。另成立“文
化复兴委员会”，开始做经典的白话
注释，向社会推广。

文化复兴运动之功过，诚乎难
言，此处也不必细说，总之是虽调整
了西化的方向及反传统的势能，但
对社会普遍民众的文化意识，还没
能起到警醒的作用；了解传统、阅读
经典，也还没成为风气或行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高信疆、
柯元馨夫妇接掌了当时台湾第一大
报《中国时报》的副刊与出版社编
务，针对这个现象，遂策划了《中国
历代经典宝库》这套书。精选影响
国人最为深远的典籍，包括了六经
及诸子、文艺各领域的经典，遍邀名
家为之疏解，并附录原文以供参照，
一时朝野震动，风气丕变。

其所以震动社会，原因一是典
籍选得精切，不蔓不枝，能体现传统
文化的基本匡廓。二是体例确实。
经典篇幅广狭不一、深浅悬隔，如

《资治通鉴》那么庞大，《尚书》那么
深奥，它们跟小说戏曲是截然不同
的。如何在一套书里用类似的体例
来处理，很可以看出编辑人的功
力。三是作者群涵盖了几乎全台湾
的学术精英，群策群力，全面动员，
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四是编审严
格。大部丛书，作者庞杂，集稿统稿
就十分重要，否则便会出现良莠不
齐之现象。这套书虽广征名家撰
作，但在审定正讹、统一文字风格方
面，确乎花了极大气力。再加上撰
稿人都把这套书当成是写给自己子
弟看的传家宝，写得特别矜慎，成绩
当然非其他的书所能比。

高先生综理编务，辅佐实际的是
周安托，两君都是诗人，且侠情肝胆
照人。中华文化复起、国魂再振、民
气方舒，则是他们的理想，因此编这
套书，似乎就是一场织梦之旅，号称
传承经典，实则意拟宏开未来。我很
幸运，先是与林明峪共同参与黄庆萱
老师改写《西游记》的工作，继而再协
助周安托统稿，推敲是非、斟酌文
辞。对整套书说不上有什么助益，
自己倒是收获良多。

书成之后，好评如潮，数十年来
一再改版翻印，直到现在。经典常
读常新，对经典的现代解读目前也
仍未过时，依旧在散光发热，滋养
民族新一代的灵魂。

（作者系著名学者、北京大学
教授）

传承经典的
织梦之旅

龚鹏程

“这是一个关于秦岭的故事，书名
起初叫《秦岭志》，因为和《秦腔》有点重
复，现在改名《山本》。”在近日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主办的《山本》媒体见面会上，
当被问到这十多年来出版的小说书名
为什么都是两个字——《高兴》《秦腔》

《古炉》《极花》时，著名作家贾平凹慢悠
悠地解释道：“给书起名，跟给孩子起名
是一样的。我喜欢两个字的书名，‘本’
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
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张口
音才是生命的初声。”他一直相信，冥冥
之中书写出来就有命运，“这次给新书
起张口音的书名，是希望这本书的命运
好”。

《山本》是贾平凹推出的第16部长
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做
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巨著。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
地的涡镇，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
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
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
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地方志。

“为秦岭写些东西是我一直的欲

望，初时兴趣在于秦岭的植物和动物，
后来改变写作内容是被发生在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秦岭里那些各等人物的故
事所诱惑。写人更有意义，更能表达我
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于生命
的无奈。”小说讲述了杨家棺材铺童养
媳陆菊人从娘家带来的三分胭脂风水
宝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予井宗秀葬父
后竟使涡镇的世道完全改变，从而也引
发了一幕幕激烈动荡的战争。逛山、刀
客、土匪、游击队多股势力一时间风起
云涌，割据各方不断厮杀，同时井家兄
弟之间的特殊关系与阮家族群的刻骨
仇恨也在特定的时期与地点中变化升
级。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评价认为，这部
作品尽管书写了中国极具动荡的一段
历史，阅读起来却觉得平淡，即便是写
血腥、残酷的死亡，也是平平淡淡地写，
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书写，同样不动声
色，“有时甚至觉得不过瘾。但当你把
书合上，才觉得有味道”。

与以往作品不同，战争和死亡在
《山本》中占有大量篇幅，全书大大小小

的人物有百人之多，其中大部分人物的
结局都是在战争与斗争中横死。贾平
凹说，影视作品里正面人物、英雄人物
的死都很壮烈，都很有意义，但自己书
里的人死得都很偶然、很窝囊，毫无意
义就死了，因为现实生活也往往这样。
他坦言：“对那么多人的死亡，各种死
法，自己也觉得很窝囊，也觉得很惊恐，
写出来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诅咒。”

谈到创作手法，他说：“《红楼梦》教
会我怎么写日常生活，《三国》《水浒》讲
究传奇，教会我怎么把它写得硬朗一
些、故事性特别强。如果用《红楼梦》的
角度来写《三国》和《水浒》这样的一些
故事，试着写，后来就有了《山本》。”贾
平凹说，写第一遍初稿的时候，是在豪
华的笔记本上写；然后再在稿纸上进行
抄改，完成第二遍写作；之后，又从第一
个字开始进行第三遍抄改。“如果写 10
万字作品的话，经过我手其实起码已经
写了 30 万字。《山本》大概有 45 万字，
算下来我用手写过的共有 130 多万
字。”

《山本》责编孔令燕告诉记者，她从

1998 年与贾平凹相识，至今已有 20
年。贾平凹在文字面前一直保持敬畏，
盛名之下，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名作家。

“20 年来，每次拿到书稿都是手写稿，
67 万字的《古炉》是四大厚本，贾老师
改过三版。他的手写稿和他所写的历
史、生活是融为一体的，代表了一位当
代作家对传统审美的继承。”

“写作说到底，都是在写自己，就像
《西游记》其实也是在写一个人的情感，
是把人性各方面分散开来写。你的能
量、你的视野，你对天地自然、对生命的
理解决定着作品的深浅和大小。我是写
了几十年的人了，又到了这般年纪，有些
东西我只能看透，有我的体悟，但更多的
东西我也在迷惑，企图去接近它、了解
它、向往它。”对于几乎每两年就推一部
长篇小说，贾平凹坦言，总觉得有东西要
写，总觉得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有的
作家写到一定时候，就容易投机，就容易
写不动，这是因为他们早已和社会脱
钩。所以，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要保
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要保持

“寂寞”之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贾平凹谈新作《山本》——

“用《红楼梦》的角度写《三国》《水浒》这样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书与人

本报讯 （伊湄 实习生 王艺） 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北外艺术研究
院承办的“梨园文脉·国剧正宗”——
北京外国语大学富连成研究中心成立
暨《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发布会近
日在京举行，富连成网站、富连成微信
公众号也同时上线运营。

北京富连成戏剧学社（简称“富连
成社”）被公认为京剧史上的“第一科
班”，由京剧教育家叶春善开办于1904
年，是京剧史上开办时间最长、培养人
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京剧教育机
构，又被称为京剧界的“黄埔军校”。

《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系富连成社所藏剧本首次
挖掘整理后结集出版。富连成社在两
任社长叶春善、叶龙章的主持下，历时
数十年，持续进行了京剧、昆曲剧本的
收集整理工作，在这些剧本中，既有数
量众多的折子戏和首尾俱全的连台本
戏，也有可以直接指导舞台演出实践的
总讲、单头、提纲等，其中不乏大量珍
本、秘本，内涵极为丰富。为了进一步
研究富连成藏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
该套丛书赠予北京外国语大学收藏。

《富连成藏戏曲
文献汇刊》出版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九州出版社

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