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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其人

庄子，名周，蒙人，然而这个“蒙”究竟在
今天何地，一直有争论。有“河南商丘说”“安
徽蒙城说”“山东菏泽说”“山东东明说”。庄
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这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
的时代，然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的思想
家们很少提及庄子。庄子一生贫困，虽然曾
做过漆园吏之类的小官，但他最终辞官不仕。

庄子志向高洁，特立独行，却从不刻意标榜
自己，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不愿出仕，
远离权贵，因而当世的“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总而言之，庄子始终保持着对富贵与权力的超
脱，坚守一份淡泊。这种甘贫乐道、隐居不仕的
生活方式，与孔门的颜回、原宪等十分相似，因
而有人认为庄子之学源于颜氏之儒。

能够做一个小官，著书立说，司马迁称之
为“其学无所不窥”，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战国
时期的一个平民而言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关
于庄子的家世有不少探究。有人认为庄子的
先世是楚国的贵族，也有人认为是宋国的贵
族。总的来说，庄子的身世还是一个谜。

关于庄子的师承，我们并不清楚，但他显
然私淑老子，因为他在书中多次提及老子及
其思想，并且称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庄
子的交游已经很难考证，从《庄子》一书的记
载来看，庄子大概游历过一些国家，与当时的
学者有一些交往，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名家
代表人物惠施。两人经常辩论，如《逍遥游》
中的“有用无用之辩”，《德充符》中的“有情无
情之辨”，等等。

《庄子》其书

《庄子》一书在先秦就已经开始传播，到汉
初影响逐渐扩大。然而关于《庄子》一书的内
容，学界争议很大。据说刘向曾整理过《庄
子》，那时《庄子》一书的规模大概是五十二篇，
这与司马迁所说的庄子曾“著书十余万言”大
抵相当。后来晋朝郭象整理《庄子》，定下三十
三篇六万五千余言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然而自宋代开始，学者们就陆续怀疑
《庄子》中很多篇目的真伪。目前主流的看
法认为内篇基本上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
杂篇则为庄子及其后学所作。《庄子》一书的
思想十分复杂，但整体来看，司马迁的概括
还是比较准确的：“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
之自然。”

庄子的思想

庄子的思想很丰富，可以从文学、哲学等
不同角度加以解读，这里主要简要地介绍庄
子的哲学思想。

（一）道物之辩。在老子哲学中，“道”是
“先天地生”的浑成之物，被认为是天地万物
的总本源。然而老子的这种“道”毕竟带有浓
厚的宇宙生成论的色彩，“道”极易被视为一
个在时间上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物”。在
创生万物之后，“道”究竟去了哪里呢？老子
之道的这种物性特征，很难解答现实经验中
的事物为何还要效法与遵循“道”问题。

庄子很少直接描述“道”如何生天地万
物，而是关注“道”如何在天地万物之中从而
成为其内在根据。由此他提出：“有先天地生
者物邪？物物者非物。”尝试剔除“道”的物性
特征。所谓“物物者非物”，即“使得万物成为
其自身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具体之物”。

庄子反对从物的产生时间先后去推论终
极之“道”，因为这样推出来的“道”还是一种
类似于“物”的存在者，而“道”不是“物”，也不
像“物”那样存在，更不能被我们感知。但

“道”又不是脱离“物”而独立存在，因为“物物
者与物无际”。所以当东郭子问庄子“道”在
哪里的时候，庄子实际上是没法肯定回答
的。因为当我们问“什么东西”存在于“何处”
时，我们已经潜在地将这个“东西”视为存在
于具体时空中的“物”，以这种方式去追问不
受时空限制的“道”显然是荒谬的。“无所不
在”这个回答表明“道”并非超然物外的实体
性存在，“道”就内化于天地万物之中，是天地
万物的内在根据与原则。

“物”是自然的，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是
自然的，人的自然存在也就是自由地存在。
那么人的这种自由本性如何才能在经验世界
之中真实呈现呢？庄子哲学的第二个重要主
题就是探讨物我关系。

（二）物我之辩。庄子的哲学是关于个体
自由的哲学，要理解这种自由哲学，首先应当
理解他的宇宙观。庄子认为构成宇宙万物的
最本质结构是“气”，他提出了“通天下一气”
的命题。其次，庄子认为人首先是作为生物
体而存在，但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这个
生物体中有“真宰”“真君”，表现为人的内在
德性、真性。然而世俗人通常不能意识到这
个真宰，不能保全内在德性，因而丧失了自觉

意识与独立精神。
“我”与“物”的关系表现为两个维度：第

一是“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第二是“我”与
肉身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涉及人如何保全自
身德性，保持精神独立，由此他提出“吾丧我”

“全德”“贵真”，养护生命的真正主人。庄子
始终对异化保持着一份警惕，他认为人的精
神不能被“物”奴役，而应保持独立与超然，因
此他尖锐地批判了各种“丧己于物，失性于
俗”的现象。第二个维度涉及如何看待生死
夭寿，由此他提出“死生一体”，即“齐生死”。
既然一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那么作为生
命体的人也必然要参与变化，因此人的生死
本质上就是“物”的存在形态的转化而已，所
以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
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
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庄子认为“物化”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作
为生命体的人只能顺应这一进程，而不可能
抗拒。因此他主张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将
个体的生命放置在天地万物的大化流行之
中，释放人的心灵，超越有限形体的束缚与限
制，从而达到与造物者为友的境界。“物化”观
念集中体现了庄子深刻的理性精神和对天地
万物本性的尊重，表明庄子的自然观念中蕴
含着一种客观的科学精神。

（三）天人之辩。如果将“我”拓展为“人”
这一类主体，将“物”扩充为“天”这一万物总
称，那么庄子的“物我之辩”就逻辑地上升到

“天人之辩”。
庄子的“天”有多重含义，其中最重要的

两层含义表达了庄子的哲学思考，第一是指
与人相对立的“天”，即实存的天地万物及其
天然存在状态。如《秋水》篇曰：“牛马四足，
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主张

“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即不要以人为去
破坏天然，不要用人的智巧去改变的命理。
但这种意义上的天人之辩仍然停留在天人相
对的层次，人并不自由。

这就必须进一步理解“天”的第二层含
义，即与“道”相通，指人的精神所达到的境
界。庄子的天人之辩是由第一层次的“天人
对立”走向第二层次的“天人合一”，从而进入

“道”的境界，也就是“天”的境界。突破天人
对立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就是“无为”。《天
地》篇曰：“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
德。”“天”在这里正是“道”的内涵，指的是物

我冥合的境界与状态，而“无为”则是通达此
境界或状态的方式。

庄子的天人合一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
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与人的区
分首先源于人的认知心，然而认知者与认知
对象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天人之分也就是相
对的。庄子主张“以道观之”或“照之于天”，
这样就能摆脱儒墨纷争，让事物的本性真实
地呈现，人也就能在与物的交融之中达到本
真的认知。第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天人合
一。天与人共同处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之中，

“天”与“人”是根源性的一体，无法分开，故庄
子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
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
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天人
始终是一体的，与人为徒只能导致天人对立，
与天为徒就能最终突破天人相分，让人的心
灵去官天地，府万物，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四）逍遥与安命之辩。庄子主要通过
“游”来表达他的自由观念，如“游乎四海之
外”“游无何有之乡”“游乎尘垢之外”“游心
乎德之和”等等。要实现这种“游”有两个条
件：一是无待，一是无为。无待必须无为，而
无为正是要达到无待。无待则超越物我对
立，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

然而现实中人的心灵常常不自由，人的
生命也时常无法安顿。面对现实世界中各种
人力无法改变的东西，庄子主张“安命”。“命”
首先意味着生命，然后才是生命体所遭遇到
的各种不能违逆的情景，这就是命运。作为
生命体的人必然有生死，这是一种命，所以庄
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进
而言之，作为社会中的人还必然面临各种无
法避免的价值评判，所以庄子又说：“死生存

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
事之变，命之行也。”

在面临命运与自由的这种紧张关系时，
庄子通常采取两种解决方式。其一，在现实
生活中，他主张“知命”“安命”，“知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放
弃人的作为，以无为的方式处世，“顺物自然
而无容私焉”。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屈己扬物，
是现实的处理方式，却抑制了人的自由。其
二，在理想的境界中，人的精神超越作为自然
人和社会人所遭受的各种命运，将个体的精
神超拔出来而归于大道，从而达到逍遥游。
于是，人不再是一种现实“物”的存在，不再受

“物”的束缚，而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这
就是庄子的自由精神。由此可知，人只有在
纯粹的精神活动中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作为生命体的人
而存在，因此这两种解决方式交错地呈现在
《庄子》中。庄子始终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
方面，为了保持独立的志向与精神自由，他孤
傲地拒绝出仕，并且对肮脏龌龊的社会现实
进行无情的批判与鞭挞；另一方面，为了维持
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存在，贫困潦倒的他又不
得不无奈地贷粟于监河侯，这对于孤傲的庄
子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哪谈得上“自
由”？困境中的庄子也会借子桑之口来抱怨：

“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
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
至此极者，命也夫！”

从超越到随俗，从崇高到卑微，既有对理
想自由境界的憧憬、热情、浪漫，又有对现实
社会的愤慨、悲壮、无奈，庄子注定是一个挣
扎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思想家，注定是一个
百折不挠地探寻精神出路的斗士。

萧无陂

将去年漫长啰嗦的自驾沪通桥随笔，整
理出一部分，安静感受着沪通桥的花与景。
近几年，除了主塔的节节高升，花和景的节
奏，似乎年年相似。其实，从三月开始，沪通
桥就进入了一场漫长的花季。

三月的桃花、梨花、油菜花，是每年沪通
桥附近新港村的盛大花宴，自不必提。到了
四月，1092大道，绿化带排列整齐的月季，争
妍夺丽，如碗花朵，攒足了精神，一起热闹，眼
睛忙不过来，热烈得不可理喻。项目部大院
里的迎面的两株月季树，左边一株浅紫，右边
一株大红，合起来也是一幅“姹紫嫣红”，枝干
早已承受不住花朵重量，亲吻着大地，而花开
的盛势，丝毫不倦怠，仿佛刚刚开宴。

五月中旬，月季盛期渐淡，但花们依然层
层叠叠仔细卷裹，不马虎不懈怠，有雨珠点缀
更好，一朵一朵安安静静的精致，上镜。一些
花朵的渐进色彩，朦朦胧胧由外向内晕染，奇
妙。五月末，月季们的绽放更加平静，一朵
花，一朵花，可以闲闲看过来。1092大道尽
头的六月夹竹桃、栀子花已粉白登场，又一轮
的花开轰烈，大自然安排极为周到，不忍辜负
每一段时光。

五月末某天清晨的沪通天空，是一幅水
墨画，简单的色彩，浅灰，深灰，层层叠叠，流畅
的平行线，偶尔有一小片浅蓝色从墨色中挣
脱出来，再偶尔，一抹霞色闪过，暖色持续并不
太久，天空依旧清清淡淡的冷艳，眼前所见一
切，都纯净异常，开阔无比，什么也不想说，什
么也说不出来。靠近大堤外侧，像是有一片
沼泽，水鸟声声不息，沼泽中央，一棵合欢树开
得正好。以合欢为背景，拍正在建设中的沪
通长江大桥，想必别样。没等她行动，他已经

离开大堤，以树为剪影，寻找角度。忽然间，树
旁的他，蓝色的工装T恤，与天空隐约偶现的
橙色朝霞、芦苇、江水，形成另一道灵动。

1092大道附近，一个村落连着一个村
落，每条路都很干净，井陌交织，河水环绕。
每一条河亦很清澈，村民在埠头洗衣裳，此情
此景，很遥远，遥远到童年。看得出，河水，在
被精心护理，浮萍只长在围起的网内。村子
有间古老的理发店，五六十年代的理发椅。
如果不是远处的电厂影响了空气，这里，简直
就是纯粹的鱼米之乡，简单，朴素，小桥流水，
欣欣向荣，推陈出新。

傍晚，沪通的天空，呈现一幅瑰丽的画
面，稻田，悠悠广阔绿色，田埂附近，长长齐整
的引桥。天空，浅蓝色打底，一大片一大片淡
灰色的云朵迅速往前漂移，夕阳晕染到云朵，
散发橘色的光芒，被淡灰色挟裹着，一并飞
移。大自然以天空为纸，落下写意之笔，绘闪
亮，描深沉。有些云朵这么低，仿佛扔一只
球，就能进入云层。看它们，游离，交织，叠
加，缠绕，变幻，瞬间去了远方。晚饭后，她与
他沿着江堤的另一侧走去，28号、29号墩主
塔与大堤呈平行方向，这里将被打造成一条
沪通桥观景线路。一步入大堤转角，满大堤
边坡的波斯菊扑入眼帘，越走花儿越多，彻底
山花浪漫。大堤上坐着的两个人，浑然忘我，
边看主塔边聊着。大堤的这边，晚风中的波
斯菊们俏丽群舞。

历经五年的建设，沪通桥的两座主塔已
呈比翼齐飞之式，年内即将合龙。年年岁岁，
轮流上场的花、景，陪伴着这座桥、这群人。
沪通桥，因为这些花，顷刻，化作了绕指柔。

王帮琴

早先，曾读过余秋雨先生的《寻觅中华》。作者对于当代文
化的论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渔村的渔民出海打鱼，
一定会在出海前走很远的路，到一个读书人家里求得一大叠字
纸，压在船底。他们说，天下没有比文字更重的东西了，就靠它
压住风浪。他们不认识文字，却尊重文字，这大概是人没接受教
育而体现出的最原始的状态，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所在。”

余秋雨的文字总能找到人们心中那块最柔软的地方，你会
听到一股特殊的韵味汩汩流淌。他对历史细节的记忆和解读，
敏感而又不厌其烦。许多时候，固有的观念，经他轻轻一碰就碎
了。《寻觅中华》寻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故乡,字里行
间就充分体现了“文化散文”的韵味。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气味，而我就是被这本书的气味所吸
引。它既是读书笔记，又是心灵自白。它展现了在困厄时代，一
个胸怀文化抱负的学者，挥动如椽大笔对中华文明梳理出的细
致反思。

余秋雨独自寻觅中华文化的身影，探访远方故宅，摸索中华
文化的组码，自觉不能独享，于是进行纯粹创作，为这个民族文
化的过往与记忆做一个见证。他在总序中写道：“终于，我触摸
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远比想象的精彩。这当然不能独
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
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
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而这种双向
交流的大文学确实受到读者的欢迎，用白先勇先生的话来说，是

作者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大
家读余秋雨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作者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
史。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与感受揭示了中华文化起落进退的生态。任何一部真
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
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也将成为我们这些读者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成为所有华夏
儿女割舍不得的牵挂。

《寻觅中华》所讨论的多半是为我们所熟悉，或者是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片
段。但是，文中总能给出我们许多以“熟悉”之外的东西，让人喟叹于自己的“熟悉”不
过是人云亦云的一种表象而已。譬如在《猜测黄帝》一文中，黄帝与炎帝，华夏文明的
两位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出祖先，成为战争中的对手。与人们认识活动中的感
性形象不同，审美形象既具有感性特征，同时又渗透想象、虚构或情感等精神过程。
作者把镜头拉近，五千年前的战争就这么走来，我们仿佛看到战场上的鲜血。

文章中出彩当然不光是历史本身，更多的是作者自身的思考，比如在谈到黄帝
和炎帝的战争时提到：“黑格尔说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
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很多伟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
间。双方都很伟大和高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又都无法后退。我们由
此明了，如果用是非、善恶、忠奸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就是一种狭隘的观念。

在《寻觅中华》中，我们追溯到遥远的五千年前，然后一步步沿路走来，跋山涉
水，千姿百态。有关甲骨文，有关佛教，有关中华文化过往的种种，都是我们值得骄
傲的资本，以及它曾有过的苦难也是我们不忍忘却的血泪。

纵观世界，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无人能比。作为这高贵文化的传承者与继承
者，我们易于骄傲，易于偏激，我们希望“它能够与全球文明亲切相触，偶尔闪现一
点几千年积累的高贵”。这是我们身为华夏儿女的超越个人感情的普遍性感情。

对于中华文化的现状与未来，作者怀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文化遭际的怨
愤，和着巨大的悲悯，化作殷切的期盼。同时，广大民众对文化的崇敬和守护使他
又会产生一点依稀的乐观。他认为：中华文化“应该承担一点时间所交给的义务。
时间交给的义务，即是一种聚集，又是一种淘洗。”最后理智地说出了一个意念：“足
以感动全人类的大爱和至善。这样，中华文化也就成了人类诗意生存、和谐生存的
积极参与者。”

从黄帝时期的传说猜想到唐诗宋词，从西天梵音来到东方，惊奇的历史发展，
充满东方神秘力量。《寻觅中华》，寻觅的不只是我们血脉里流淌的那一份浪漫的文
化情怀，更是我们聊以寄托的中华文化芳香的踪迹。

如今，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就是实现文化的复兴。中国哲学
家冯友兰曾说过：“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
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
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
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旧邦”就是有古老文化历史的国家，“新命”就是
其生命不断更新发展。让我们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
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我们始终相信，中华文明灿烂光辉必将照亮世界人类社会。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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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悦美】

花作绕指柔

被誉为“千载读书地”的常州，自古读书氛围浓厚，
有不少凸显崇文重教千年传统的人文宝地。近日，经有
关部门与单位共同打造，又一条浸润着“常人尚学”精神
的“书香街”，悄然呈现在市民面前。

书香街的形态与神态
位于常州市中心的延陵西路，以商业繁茂为亮点。如

今，这一现代气息浓郁的去处，又多了缕缕书香萦绕——
在道路最西端吾悦国际广场门口，堆叠的书本造型上，醒
目的“书香街”三个字，标记出这一特色段落的开端。

在它西边不远处，是一个繁体的“书”字雕塑小品，
以及一张打开的书香街手绘地图。地图显示，“书香街”
西起延陵西路邮电路、早科坊路口，东至延陵路晋陵路
口，南北两侧密布着各色书店、书香咖吧、书香银行、黄
金书屋、阅报栏与龙城报廊等。

漫步在全长800多米的“书香街”，不时有书的元素
映入眼帘——或是一个带着读书格言与书香街二维码
的墙标，或是绿地旁一把以打开的书本为造型的特色座
椅，又或是过街通道上一眼就能瞥见的宣传贴画……它
们并不张扬，却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营造出静心的角
落，勾勒出书香街的基本形态。沿街僻静处，分布着南
京银行常州分行捐赠的移动书屋；书屋旁的长凳上，那
些捧读于闹市的专注神情总是格外让人动容。

常州人历来有渴望知识、以书为乐的良好读书风
尚。自唐代以来，常州地区出过进士1546名，而过去代
表读书人最高荣誉的状元，光清代就出了吕宫、赵熊诏、
于振、于敏中、马世俊、钱维城、庄培因7名，占全国状元
数近十分之一。

在人民公园，一组教书先生带领小朋友学习的雕塑，
便将庄培因小时候边读书边吃粽子，误将墨汁当白糖蘸
来吃的故事融入其中。这些艺术小品成为街区展现神态
的生动载体，显现出常州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读书风气。

丰富业态中的文化客厅
在书香街上，信步迈入路旁的商铺，没准就邂逅一

处独具特色的书香“小站”：在合和圆缘，原木色的书架
墙与休憩区融为一体，高尔基的名言“我扑在书上，就像
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在这里显得恰如其分；交通银行
里，调整后的等待区增添了3个开放式书架，《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小企业蓝皮书》《中国银行业理论与实务》
等书籍，让相关知识的普及变得触手可及；常州金店内
范围不大的休息区，也丰富了书架的设置，想起“书中自
有黄金屋”的古语，不禁会心一笑——如今，黄金屋里也
有阅读；此外，KFC、天语雅阁、中山纪念堂等不同业态
中，也都打造了专门的阅读地带，如果喜欢，可以挑一本
在阅览区慢慢阅读，享受读书带来的乐趣。

书式生活、青果书房、半山书局、昔慢书院等形形色
色的书店，每一处都是爱书人的打卡地。以会员制为主
要经营模式的书式生活，把与书相关相近的元素结合起
来，不断加深人与书的各种链接；新华书店打造的青果
书房，是文艺青年聚集地，开展的“青果朗读”活动一年
就吸引2000多位“朗读者”走上舞台；坐落在半山亭老
位置上的半山书局，用空中书店的别样形式，开辟全新
的阅读空间，同时亦流淌着对古代认真读书、勤勉为官
者的敬仰情思。这些江苏最美书店，正成为常州市民的

“文化客厅”。
与此同时，以书香街各业态为据点，经典诵读、阅

读征文、真人图书馆、好书伴我成长等一系列群众性活
动正使全民阅读的根脉越扎越深，亦将书香传播得越
来越远。

周茜

【读典】

读《庄子》，收获一种智慧

【书香书影】 2019长三角阅读马拉松赛场。 无锡市图书馆 供稿

【悦读联盟】

常州打造800米长“书香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