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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一位中国心理学家在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作学
术 报 告 ， 主 题 是 “ 中 国 文 化 心 理
学”。主持人刚对报告人的“富布莱
特讲座学者”身份和专业背景做过介
绍，听众席就有人站起来发问：“你
们中国有心理学吗？大家都知道心
理学源自德国的冯特，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心理学。你要讲的中国文化
心理学，与我们的心理学有什么不
同吗？”

很像是一副“踢场子”的派头。
当然，提问者未必真想要踢场

子。这是一位资深教授，他的发问与
其说出于刻薄或傲慢，不如说是表露
了急切的好奇，蛮合乎美国人的直率
性格。

但无论其动机如何，他提出的问
题都是对主讲人的迎头挑战，这位中
国学者必须有所回应。

结果是一场报告作完，那位率先
质疑的老教授带头鼓起掌来，还主动
邀请报告人共进晚餐。此后两人成了
忘年交——年届七旬的美国教授叫
高登·拜克，耶鲁大学临床心理系
博士；中国学者申荷永，系中国心
理学界以“南高北潘”著称的南京
师大高觉敷先生门下博士，那年才
37 岁。

那么，对于“中国有心理学吗”
这个问题，申荷永是如何解答的呢？
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与西方定义
的 psychology， 到 底 有 哪 些 异 同
呢？

这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
的申荷永新著 《核心心理学》，便是
对这些问题系统而深入的回应。不同
于二十多年前在奥马哈对少数美国同
行答疑的那位年轻人，如今的申荷永
已是国际知名的荣格心理学家、华人
心理分析联合会会长，于 2018 年受
邀 在 著 名 的 “ 斐 恩 讲 座 ”（Fay
Lecture，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荣格心
理学讲座，每年仅邀请一位富有原创
思想的心理学家主讲） 发表主题演

讲，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讲授立足
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心理学”。此书
便是为“斐恩讲座”准备的讲稿，原
为英文，在这个中文版本中，作者又
作了对国内读者必要的补充。

作者由最初负笈海外时的某种内
心感受讲起：在国内博士毕业后到美
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欢迎
会上有记者来访，问他初到美国的印
象是什么，感觉如何。

“我没怎么想，几乎是脱口而
出：‘来到美国的最初印象，感觉到
我是一个中国人。’”

有些答非所问？但这确实是作者
当时的真情实感。书中接着写道：

“在国内时，很少会感觉自己是‘中
国人’，来到美国的初始印象，促发
一种寻求内在认同的冲动，以及作为

‘中国人’的意义与反思⋯⋯我意识
到了 12 个小时的时差，白天与夜晚，
光明与黑暗，阴与阳，相反相成⋯⋯
若未曾跨越太平洋，很难有对此自然
造化的切身感受。”

作者在中国大学里系统攻读过西
方心理学史，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心
理 学 家 库 尔 特 · 勒 温 的 “ 心 理 场
论”。但是对西方心理学了解得越
深，就越感到这种借助实证方法探究

“大脑 （意识） ”与行为关系的psy-
chology，未必能照搬到中国，未必
适于阐释和解决中国人的心灵现象及
心理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历代先贤对于“心”的认知和重视，
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几大文明逊色——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还是唯一未曾
中断的古老文明，由甲骨文、金文等
象形文字记载下来的远古信息，那些
反映了古人对“心”与身、“心”与
情感及思维关系之认知的线索，基本
完好地保存在今天的汉字中，更不要
说那些阐释心性和强调人格修养的名
文金句了。

这是多么丰富而宝贵的心理学资
源啊。

由负笈海外而获得对中国身份的

认知，由钻研西方心理学而生出对中
国文化之“心”的反思，作者就是这
样萌发出创立“核心心理学”的动
机，要为psychology找回中国心。

书中详述了多部古籍经典所涉的
“心”。《易经》 的要旨是讲“感应”，
感 应 二 字 的 甲 骨 文 和 金 文 都 是 带

“心”的；以 《论语》 为代表的儒家
传统讲“忠恕”，此二字迄今还属

“心”部；道家有“心斋”；佛门倡
“明心见性”。这不都是在教人认识
自我、省察内心和修身养性？不都
是朴素而实用的心理学和心理疗法
吗？

在作者看来，核心心理学不只是
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修身养性
不仅要“致良知”，更须“知行合
一”。正因如此，申荷永曾率其门下
博士、硕士等一干弟子，在汶川地震
时驰援灾区为北川中学师生作心理疏
导，是在震区坚持最久的心理专家团
队；玉树地震时又组队勇赴高原，在
玉树州孤儿学校建立“心灵花园”工
作站，这一模式后来还扩展到全国，

迄今已在各地儿童福利院或特殊教育
学校建有 80 多个心灵花园工作站。
在这些工作站为孤儿和残障儿童做心
理服务的申荷永的学生及志愿者们，
为一个个幼小的心灵送去阳光，在爱
心助人中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心理学
的真谛。申荷永把这项实践称作“心
理学的自我救赎”。不同于在象牙塔
里钻研学术，也不同于在精神病院里
用技术手段诊治病患，这种对更易心
理受伤的儿童的早期救助，也许更适
合于中医及中国文化所倡的“治未
病”。这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
心理健康起来，也是为了整个族群的
健康，为社会减少冷漠而增添温暖，
体现了心理学人的家国情怀。

核心心理学并不拒绝西方心理学
的方法和智慧。自 1998 年至 2018
年，由作者发起并参与主持了 8 届

“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论坛，少则
百余多则近千名中外学者一起切磋交
流，由论坛的这些主题可见一斑：

“心灵，分析与体验，东方与西方”
（第一届）；“意象与感应：东方与西
方”（第二届）；“伦理与智慧，东方
与西方”（第三届）；“心理分析中的
意象，积极想象在文化与心理治疗中
的转化作用”（第四届） ⋯⋯对历届
论坛的发起与组织情况和讨论效果，
书中也作了介绍。这种交流既让中国
心理学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也让西
方同行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和爱上中国
文化，认可有一颗“中国心”的核心
心理学。

由于“斐恩讲座”的受众多为外
国学者和心理分析师，这部讲稿的专
业色彩偏浓一些，引述了不少中国古
籍，如 《易经》 的卦象和系辞、禅宗
的“公案”等，并例释了许多古代文
字，虽然已尽量通俗作解，有时仍会
略显晦涩。但是只要对心理学有爱好
并有一定的古汉语基础，应能产生兴
趣，定会受到启发，就如同在中国先
哲手植的文化密林中，沿着幽曲小
径，进行一次寻“心”之旅。

为心理学找回为心理学找回““中国心中国心””
何亮

作为一个古典诗词爱好者，《诗人
十四个》（黄晓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是一本令我惊喜的书。和常见的诗
词赏析著作不同，这本书另辟蹊径，从
现代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古代的诗人和
作品，所选择的诗人和诗作也令人耳目
一新。书中以对称的结构介绍了王维与
李商隐、陶渊明与辛弃疾、陈子昂与张
九龄、王昌龄与李白、朱彝尊与俞樾、
姜夔与苏轼，以及周邦彦与晏殊十四个
诗人，七组诗人对应着“春山的追寻”

“春云的思念”“春兰的孤独”“春夜的
情迷”“春闺的伤逝”“春江的别离”

“春去的遗响”七个篇目——那些在春
天里留下过动人诗篇的诗人就这样来了
一场跨越时空的美好相遇，而作者细腻
入微的笔触和私人化的生命体验，也让
我们仿佛受邀一同进入了这场春天的梦
境。

梦境的起点是我最喜欢的王维。身
为大学教师的黄晓丹说，在大学的古代
文学课上，喜欢王维的学生非常少。我
在云南支教时教过的小学生也一样，尽
管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湖上一回首，山青
卷白云”的美景里，经常可以看到“秋山
敛余照，飞鸟逐前侣”的画面，能够有“山
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的切身体验，但
是他们对眼前的景色和王维的诗都无甚
感触。王维诗歌中表达的禅悟和理趣对
于青少年来说远不及李白、苏轼那么有
吸引力。

叶嘉莹先生也不甚喜欢王维，说读
王维的诗不能产生深厚的感动。她认为

“诗歌永远是以感发为第一义的，只有
感情深厚博大的诗人，才能写出深厚博
大的第一流的作品。而王维是以感受为
第一的，尽管他天分很高，具有艺术家
的眼光和技巧，但他始终不能够扩大、
加深起来。”王维的黑历史，也成了他
软弱、世俗的佐证。叶先生大家巨擘，
启发了无数读者领略古典诗词之美，对
王维的评价也经过细致考证，自有其公
信力。但是独爱王维的我，到底还是意
难平。激烈饱满的情感固然富有感染
力，李商隐式的怅惘哀伤确实动人心
弦，可隐藏在山水之中物我两忘，没有
悲喜流露出来就一定是缺乏真情吗？

过去的两年里，漫游在云南的山中，
我无数次读起王维的诗：“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口
中诗，眼前景，这些诗句伴着眼前的山风
云雾，帮助我在无数孤独的时刻体会到
寂然的欢喜。

“我们的文化也许太爱表彰理想，而
不太注意真实理想产生之前的那个阶
段，因此王维诗歌中那种来自心灵自由
的淡然欢喜并未得到足够的欣赏。”作为
叶先生的弟子，黄晓丹看到的却是一个
不一样的王维。她评《南垞》，说王维“虽
然已经看到了北岸，尽管对那个烟水茫
茫的对岸非常好奇，但他能够觉察到内
心登岸的欲望并就此停留。在这个时
刻，欲望和对欲望的观察形成平衡，盲目
的热情冷却下来，轻舟停在了湖中央。”
相比于叶先生所说“王维从来不把他的
矛盾痛苦很真诚地表现出来”，我相信黄
晓丹所说的“王维独有一种‘中止的能
力’”更贴近诗人的心灵。王维心底或许
有过许多矛盾，但他没有把诗歌作为自
己受难的见证，亦放弃了用它作反抗的
工具。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似乎有意
将自己置身事外，而选择了回归山水间，
把生命交付给人类社会之外那片更广阔
深邃的天地。他的诗缺少所谓的时代
性，可是却安放了他和许多后来者的心
灵。大概只有像黄晓丹这样喜欢自由游

荡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王维在自由游
荡中获得的快乐，明白山水对于王维来
说不是寻幽访胜的陌生客体，而是生命
活动的整个背景。

学校一位同事有两个儿子，一个唤
作“东园”，另一个唤作“东轩”，一看就知
道是陶渊明的真爱粉。苏轼也爱陶渊
明，看到雪堂初春的情景就开始想象陶
渊明斜川之游，表白五柳先生“梦中了了
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不过，最爱
陶渊明的还属辛弃疾，他留下的 600 多
首作品之中，有 92 首涉及陶渊明，是当
之无愧的陶渊明头号粉丝。

将陶渊明和辛弃疾放一起写的文章
并不少，黄晓丹的评析在其中别具一
格。她参照MBTI性格类型指标，判断
陶渊明属于 INTP （内倾直觉思维理解
型），而辛弃疾介于 ESTJ （外倾感觉
思维判断型） 和 ESFJ （外倾感觉情感
判断型） 之间，前者为偏冷静疏离的思
想者，后者则是无法满足于静止的实干
家。所以前者写 《停云》 是“静寄东
轩，春醪独抚”，后者则是“独坐停
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性格如此
迥异的两个人究竟是如何相隔数百年而
成为异代知音的？黄晓丹用了黑塞小说
中常出现的阴影兄弟作为对照，出人意
料，亦给人启发。

像这样从心理学角度或参照现代文
学来解读诗人和作品的章节，书中还有
多处。她写朱彝尊《高阳台》，讲到现代
心理学中的“人格不独立”放在古典文学
发生的时代和语境中并不病态。这个发
生在桥上的哀伤故事让她联系到西美尔
哲学随笔中桥的隐喻，继而有了进一步
的阐发。写姜夔的“木兰双桨梦中云。
小横陈。漫向孤山山下觅盈盈。翠禽啼
一春”。她提及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和
温尼科特的镜映学说，将荣格翠鸟的梦
境和古诗词中的翠鸟典故并置。写晏
殊，则援引了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讲
述的关于理性和衡量的故事。东方和西
方、古代和现代的交叉、对比、映照，给我
们提供了解读古诗词的全新视角。

黄晓丹对于心理学一直有着浓厚的
兴趣和持续的研究，这本书也是由一个
心理学和古典文学结合的线上课程发展
而来的。十四个诗人没有按朝代或成就
来选择，出现的诗词也未必是他们最广
为人知的作品，然而这些奇特的组合和
奇妙的解读，却使得 《诗人十四个》 呈
现出不同于其他诗词赏析书籍的别样情
趣。黄晓丹文思极佳又不受拘束，一边
带我们穿行在中文世界最美的意境里，
一边又穿插进自己活泼的个人生活体
验。于是这场现代心理学与古典诗词的
相遇，除了让隐藏于千百年前写就的诗
句中的微妙细节和诗人的隐秘心灵浮出
水面，还让我们得以走近文字后面那个
与古典诗词遥相映照生活着的姑娘，让
我们相信现代的生活和古代的心灵并不
遥远。

当古典诗词遇上现代心理学
七月

滋味坊

我带了萧耳的 《樱花乱》 在乘火
车的旅途中看。第一辑叫 《花落》：
菊事、红叶、梅花、宵待、百合⋯⋯
在一种莫名的香气氤氲中，几乎有点
儿嫌火车开得太快。

萧耳的文章，信息量并不小，有
如樱花之密。比方她说月色，是要从
吉田兼好的诗说起的，说到《万叶集》，
说到《平家物语》，说到《源氏物语》，再
说到另一位诗人原业平的诗：“月虽美
兮莫赏戏，赏月多时岁月流，岁月冉冉
兮老将至。”月色之下，有诗人，有古
书，有古书里的人，有古书里的人写的
诗，有了音韵，有了人情，有了悲欢。
但在她的娓娓道来中，并不觉得这样
的密是紧的、挤的，而是密里有隙，隙
里有风，如风动时花落，花落总是载风
而下，飘然而落。

因此萧耳有一种有古意的闲逸之
气。何以闲？就是无事可做，就着各
样喜爱的事物发发呆。何谓逸？就是
没有因果，因着这喜爱的事物，又生出

更多的喜爱，斜枝逸出，花开到了墙
外。她随随便便的，想到哪里就写到
哪里，真是乱，但就是落花，不知来去，
她凝神所在，这一瓣落花飘过的时间、
空间，却历历地被记了下来，乱中，有
时空的定数，有往来的机缘。

在我们这个时代，慢真难，凝神
亦难，许多相反的事情互为映照。因
为神凝了，思反而可以发散，因为人
闲了，无功利心，便在不可得处得其
得。萧耳这本书，写的是日本。她的
后记里说到一段有关日本的家世渊
缘，外祖父曾在民国时于日本留学多
年，于此埋下她对日本的悬想与好
奇，但她之喜爱日本，其实更爱的是
一个文本里的日本——她读了看了多
少日本的书和电影啊！有时在一个题
目下，她就像哆啦 A 梦一样能从口
袋掏出一样又一样相关的宝物。文字
的日本，影像的日本，说起来是不是
有点儿隔？但是在文字与影像里，她
既与作者同心，又与人物共情。听她

记述一则故事，那里面的人物与她是
相亲相近的，因此并无隔。

书的第二辑叫 《刀霜》，不论写
到古人今人，她有她理解与切近的方
式。《利休之茶》 里引用了两句千利
休的名言：“只有美的事物，可以让
我低头”“定义美的不是你，而是
我”。这里头就有种惺惺相惜之感，
而她谈及千利休和丰臣秀吉的关系变
化，也落到审美上去：“秀吉真正需
要的或许是金碧辉煌的黄金茶室，而
千利休要的却是‘寂茶’的禅境，与
枯山水融为一体。千利休越到晚年越
走极端，花只有一朵，茶室内简陋之
极，唯有一张半草席，没有多余的装
饰，多余的花。这种艳与寂的分歧，
为后来千利休之死埋下了伏笔。”这
个说法是不是很“六经注我”？但在
萧耳这里读来也觉得顺理成章。

我在这里引出这段关于“艳与
寂”的话，是想说萧耳是既懂艳也懂
寂的。她这样一个唯美的人，李敬泽

说她是“精神上的颜控”，她最喜欢
说起的，是美人，是诗人，她的文笔
亦姿媚，曲折婉转如花枝。樱花盛
时，如云如锦，艳得万物失色，这是
她向往的境界；而樱花之艳，终是清
艳，因七日而谢，艳里已包含了凛冽，
寂灭，而萧耳也最感喟爱之深切、死之
果决。虽然唯美是好，但她对这个世
界的复杂，终归有很深的理解，也有很
大的包容度，有时说完一个人、一件
事，会评论几句，有时便连评论也无
了，述即是论。在文笔的姿媚后面，萧
耳文章的芯子是庄重的，面对生死与
无常，她以爱与美为依傍。

爱“美”和记“美”、论“美”，其实
都是很难的事。一不小心，就轻薄了、
浮华了。萧耳在写日本之美时，其实
文字的风姿气韵也受到日本文学的影
响，特别是《枕草子》《源氏物语》这样
的书，她要写日本之美，她得用一种与
日本之美相和的节奏气息去写，我暗
想萧耳这些文字看着并不费劲，但其
实在调到合适的文字节奏，生出舒展
幽微的气息上，她是很用心的。

读这本书，就像和萧耳一起坐火
车，聊了一长路的天。聊的东西那么
美，而一起的感觉那么好。什么时候
能一起去日本呢？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影
评人）

美的乌托邦
——读《樱花乱——日本集》

苏七七

《核心心理学》 申荷永 著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为贯彻落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指
示精神，科学有序地做好学生返校后
的疫情防控工作，提高师生防控和应
对疫情的能力，坚决防范疫情在学校
暴发，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江苏省沭阳县教育部门组织
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的美术、书法和
音乐骨干教师，严格遵照国家2月25
日发布的《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的要
求，编写、印发《校园传染性疾病防
控手册》，供沭阳县各个学校、托幼机
构遵照执行，切实落实相关措施，坚
决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沭阳县现有在校生38

万余人，专任教师近两万人，约占全
县人口的20%。虽然当前全国疫情防
控形势总体稳定，但是潜在的风险依
然不容忽视，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
松。沭阳县教育部门组织编写、印发
《校园传染性疾病防控手册》的举措，
旨在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加大校园防
疫防控的宣传力度，要求全县学生、
教职员工都做到“守护校园，从我做
起”，筑牢校园疫情防控战线。

守护校园，从我做起

由沭阳县教育部门监制、沭阳县
第一实验小学组织骨干教师编写的这
本 《校园传染性疾病防控手册》，主题

为“守护校园，从我做起”，从入校防
护、个人防护、校园防护和居家防护四个
方面对疫情防控知识进行宣传和指导。入
校防护，明确上学途中如何做、进入校园
如何做、进入室内如何做、食堂就餐如何
做等问题；个人防护，明确哪些时候需要
洗手、如何正确洗手、口罩怎么选怎么
用、如何处置废弃口罩等问题；校园防
护，明确校园环境卫生如何做、食堂卫生
如何做、宿舍消毒如何做等问题；居家防
护，明确要求学生及全体教职员工在家中
要做到勤洗手、讲卫生，不聚集、早就
医，多锻炼、勤通风。

据沭阳县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沭阳县第一实验小学接到县教育部
门的编写任务后，立刻组织孙昊、高

伟、舒思寒等数十位骨干教师认真按照
《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迅速投入

《校园传染性疾病防控手册》 的编写工
作，封面题字由学校书法教师、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孙昊执笔，封面、封底绘
画由宿迁市美术学科骨干教师、沭阳县
美术学科带头人高伟老师创作完成，

《校园防疫歌》 由学校音乐教师、资深
音乐人舒思寒作曲、荷韵少儿合唱团
演唱。

齐心防疫，童谣助力

《校园传染性疾病防控手册》 不仅
有精美的原创手绘插画，还有活泼、

欢快的原创儿歌 《校园防疫歌》。据了
解，这首歌的编曲作者是沭阳县第一
实验小学音乐教师舒思寒，舒老师创
编 （合作） 的节目曾获全国少儿戏曲
大赛一等奖，曾经创作 《紫藤花又
开》《沭阳文明拍手歌》《古诗童韵儿
歌系列》 等多首原创歌曲。舒思寒利
用在音乐方面的专长，结合儿歌轻松
欢快、朗朗上口的特点，将疫情防控
的科普知识融入到这首 《校园防疫
歌》 中，组织学校荷韵少儿合唱团演
唱、录制，期待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疫
情防控的正能量。

据悉，从接到沭阳县教育部门的
编写任务到创作、编写完成并印发，
仅一周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在县

教育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
孙昊、高伟、舒思寒等骨干教师深感
责任重大，毫不懈怠，用实际行动为
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问
及参与编写 《校园传染性疾病防控手
册》 的感想时，舒思寒老师表示，能
为校园防疫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心
里倍感荣幸。而孙昊老师执笔书写的

“守护校园，从我做起”，则体现了一
位潜心书法教学数十年的书法教师深
厚的爱国育人情怀。

校园防疫防控面广量大，责任重
如泰山，来不得半点马虎。沭阳县教育
部门组织编印《校园传染性疾病防控手
册》，积极开展校园防疫防控，践行初
心担使命，做到了未雨绸缪抗疫情。

守护校园 从我做起
——记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编印《校园传染性疾病防控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