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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 书 苑

相由心生，其要义在于佛经认为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人的内心决定
的，故而，“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境随
心转，有容乃大”。

其实，物相之相以及其它之相，藉
由心生只是认识论之一说。撇开各类
纷争不论，相由何生，原本就是一个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以为只
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进入“相

由何生”之列，任由人们咀嚼、品味，比
较、鉴别，而不必强行一统天下。

譬如，相由“书”生就是可供审视
之一端。

书籍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
界的精神产品，从作者而言，是他（她）
对世界纷繁之相的理解与解读；从读
者而言，是他（她）借助书籍对已有纷
繁之相的品读与辨析。这样，相由

“书”生首先拥有了相之生成的前置性
条件。更令人欣慰的是，一本书就是
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个窗口，无数
本书仿佛打开了无数扇窗户，让我们
在更广阔的空间与世界相遇，进而相
识、相知。同时，也让纷繁之相增添了
更多解读的可能、困难乃至困惑（困难
来自众说纷纭，困惑因为莫衷一是）。
由此生发开来，作者与读者关于同一
物相、事相认知的异同、纠结、缠绕，砌
就了重新建构物相、事相的基底。这
种浴火重生式的建构对于厘清世界的
认识、增进世界的了解，都有着重要的
意义。

在历史的长河中，原初的作者与
后来的作者，他们可能共同关心、思
考大千世界的某一物相、事相，因而，
也就有了关于原初物相、事相与后起
物相、事相之并存共生，孰真孰假、孰
是孰非，给了人们品鉴、反思的机会，
也给物相、事相究竟为何提供了争辩
的基础。就人们认识世界来说，对某
一物相、事相，历数年、十年、百年乃
至千年而关注不辍，发掘不止，思考
不停，争鸣不已，是此类真相为何持
久战最令人肃然起敬之处。惟其如
此，人类文化才得以繁荣，文明才得
以延续。

从农业文明读天地之书到工业文
明读文字之书到信息文明读屏显之
书，书的形态虽有变化，但书与世界的

基本关系没变，人们通过书来认识世
界的这一途径没变（众多认识途径之
一）。因之，借书之世界，证我之世界；
藉我之世界，解他之世界；以我之世
界，验书之世界；进而，用书之世界，明
相之世界，依然是物我两忘、以书明相
的不二法门。

当我们从书籍的窗口眺望周遭的
世界，有时会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旋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复又看
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心路历程与视觉
变幻。于己，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波
浪式起伏的过程；于书，这是一个不断
被解构、重构的过程；于相，这是一个
始而显现，继则遮蔽，终又显现的过
程。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样的多重变
化，对心灵的撞击、震荡是难以言表
的。然而，也正是得益于此，无论是认
识事物——书的指导作用；理解事物
——书的提升作用；解释事物——书
的借鉴作用；改造事物——书的激励
作用，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们，使之
认识赖以跃迁，心灵得以净化，由外入
内，由内而外，其内心与外表都感而动
之，进而化之，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正是这一过程与结果的真实写照。准
此，则个体之相亦可由书而生。

由是，“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境随
心转，有容乃大”可更改一字为“命由
己造，相由书生，境随心转，有容乃
大”，于人于己，于书于相，不亦乐乎？！

冰心先生曾这样评价梁先生：“一
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
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
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在
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
一朵花。”

梁老爱书，尽管他自谦地认为自
己读书甚少，他说：“古往今来的好书，
假若让我挑选，我举不出10部。”他在
书中向读者们推荐的书量少但的的确
确可以称之为经典。中国传统的典故
和西方故事，梁先生信手拈来，他知识
面的广博令人咋舌。我印象最深的是
梁先生提到的晒书。晒书的故事稍有
些晦涩，但是晒书这样的行为却让我
感触颇深。我们晒衣服晒被子，因为
是我们生活必须。晒书的人不也是因
为热爱书需要书吗？这让我想起自己
高中时，每当暑假，便会把自己攒了一
学期的《读者》拿出去暴晒。看着躺在
水泥地上有些泛旧的杂志，黑色的印
刷字好似音符在热烈的阳光照耀下活
泼地跳跃，心中也很是满足。所以，我
特别能理解梁先生写到晒书这个细节
的感受。当然，除了感受到先生的博
学多才外，更多地是感到自己在阅读
上面的不足。

先生在书中说：“人生如博弈，全
副精神去应付，还未必能稳操胜券。
如果沾染书癖，势必呆头呆脑，变成书
呆子，这样的人在人生的战场上怎能
不大败亏输。”尽管先生如此说，但他
自己也是逃不出书癖的。他羡慕英国
诗人弥尔顿能听从父亲的安排在乡下
读书5年之久，他未曾有5年只读书
时间，却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写
《雅舍谈吃》，本以为会是菜谱，没想
到，先生由吃饭谈生活的浪漫，谈男女，谈父爱，谈人生。先
生的书浅读，轻松非常；深读，发人深思。他的情都蕴含在
了一个个方块字里，汇成意蕴，传达给了读书。读者的情，
也自然而然在阅读的文字里生发。诗与远方其实就在每天
的日常里。

梁先生提倡先放下趣味，尝试读书的痛苦，苦读一番，
方有收获。我开始不太理解，读完书才渐渐明白，读书的
苦乐全在自己，硬着头皮看下去，有了自己的思考就有了
快乐。就如最近在读的《论语译注》，实在不似小说那般吸
引阅读兴趣，但是任务使然，还是要看下去的。从“学而”

“为政”到“泰伯”“子罕”，每日睡前一篇，倒也悟出了点做
人做事的道理。李渔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先生通过文
字，传达给我的便是最实在的内心感受。他笔锋有趣，一
件事从他笔下出来便有了生气；他做事有趣，观念超前的
先生提出父母和孩子一起制定收支计划，民主协商，讨论
方案；他生活有趣，总是让自己闪烁着有意思的光芒，会把
日子过成诗。

读书工作，在先生看来都是不一样的精彩。苦读到趣
读，趣读到乐写，生活工作不也是如此，找到趣味所在，也就
不觉得苦了。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忙碌的生活，读一本好书，像沐浴在一缕阳光的午后，

像与心中的自我在月下对饮。而读《读书与做人》则像是接
受一次心灵的洗礼。馥郁芬芳，心底留香。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代表
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坚定不
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
报告，他提出了“三个自信”: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源
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
念，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
态的新要求。

016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必须具有

“四个自信”，在“三个自信”的基础
上增加了“文化自信”。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
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站
博士后，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
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高宏存
等人主编的《文化自信八讲》围绕

“文化自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鞭辟入里地阐述了方方面面的论
题。

本书的开篇是《文化自信引领
国家历史征程新跨越》，作为“导
言”，它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
有“文化自信”的问题。宋代著名理
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不只是古代先贤的襟怀、器识与宏
愿，也是当今中华民族的抱负、担当
和使命。

中华文明历几千年而不衰，虽
然饱经沧桑但从未中断。时至今
天，我们需要从中寻求当代中国人
精神家园的良种、解决思想道德领
域突出问题的良方、焕发中华文明
引领世界潮流的良策。在迎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征途上，我
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
设美丽中国梦，我们迫切需要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导航。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一心一意
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先进政
党，一个善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
时俱进的现代执政党，一个坚持以
人为本、体恤民意的亲民政党，一个
开明开放、和平民主的和谐政党，一
个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型政党，如何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
软实力，给世界展现出文明大国形
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

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这是历史
赋予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历史新征
程的艰巨使命。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
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人们对
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
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
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

“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
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
形的“软实力”。

“软实力之父”，美国著名政治
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
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他的经典
著作《软实力》的序言中坦承:就中
国而言，由于经济发展迅速，软实力
也得到了迅速提升，但中国若达到
美国的软实力水平，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诚哉斯言！

我们中国人对“软实力”这个概
念早有兴趣。到了 2007年 10月
1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其中提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
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
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
重要因素”，这就把“文化软实力”引
入到官方语言系统。

我们中国有魅力无穷的传统文
化，也有革命文化，更有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这些都是我们“文化软实
力”丰富、厚重的诠释，也是我们文

化灿烂的基础，更是我们可以“文化
自信”的强大保证。

本书书名《文化自信八讲》，当
然除了“导言”和后记，主体部分分
为八个版块，也就是“八讲”。分别
阐述了“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
信的时代性命题”“文化自信的动力
圈层”“文化传统的历史性出场”“文
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信的核心”

“文化自信的实践”“文化自信的疆
域拓展”。

每一讲都高屋建瓴，又精论细
述。譬如第三讲“文化自信的动力
圈层: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的关系”。论述四个
自信的关系: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
的指路明灯，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
的源头活水，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
的有力支持。这样不仅阐明了“四
个自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的关系，更凸出了“文化自信”的
必需必须必然。

本书站在国家均衡对称崛起的
战略视野，从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
与最终竞争力的高度，深入思考一
个文明型国家走向复兴的文化路径
与世界贡献，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
化自信的内涵，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在当代
中国的重大意义及文化建设的新思
路，并深入分析了“四个自信”之间

的相互关系。
我们的道路自信已经充分建立

了，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将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我们的理论自信也枝繁叶茂，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上的继承、
拓展和创新。我们的制度自信更是
斩钉截铁，社会主义制度毫不动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以贯之。

自古以来，我们一直是文化大
国的形象。但如何成为文化强国
呢?首先得有足够的自信。这份自
信源于我们丰厚、璀璨的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对于“文化自信”，我们应当
充满“底气”，这股“底气”来自习于
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它们是
中华民族代际传承的精神基因，并
且蕴含着解决人类难题的普遍智
慧。其次，我们要积极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让它在教育中实现教化，让
它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让它融入生
产生活，让它诉诸制度建设。再次，
我们必须树立价值观自信，因为价
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也是
文化自信的底牌。当前，我们应该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
我们要突破文化“小我”，同时记
住:世界需要中国。我们的文化也

必须走出去。
当然，树立“文化自信”，不是

“夜郎自大”，也不是“孤芳自赏”，更
不是“唯我独尊”，而应以平等的心
态、平和的状态、平静的姿态与世界
各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
包容、共享是秉持的原则。

中国已经完成了“站起来”和“富
起来”，还差一个“强起来”没有实
现。我们都正在努力。我们有了“四
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强起
来”的最美目标，应该指日可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
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
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
题。”在全球范围内，从来没有一个
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在如此短的
时间里，发展如此之快。这说明中
国的道路是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的、
制度是正确的。

和平崛起的中国经济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
础，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无疑将成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标志，
也必将成为人类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未来希冀。习总书记说:“中华民
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
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
新的辉煌。”

让我们都记住:明天地之心，
立生民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
平。

中华民族自古注重家庭、家教和
家风，这近乎是中国人的共识。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见全国首届文明家庭代表时作
了重要讲话，后以《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为题收录在《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二卷。在日益注重家庭
文明建设的新时代，我们该如何作
为？近几年来，政府，学校、企业和社
会各界民间组织，都身体力行地做了
很多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效。

大家可还记得，诸如《念亲恩》《感
恩的心》《妈妈的吻》《母亲》《父亲》《想
家的时候》《天下第一情》等一曲曲讴
歌至亲恩情的旋律，曾经或者正在滋
润着我们的成长，激励着前行。这些
经典乐曲里，融入了天下多少儿女感
恩的心与情怀，凝聚着多少文艺工作
者的心思和汗水。每当这些优美而叩
击心弦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我们的眼
前耳畔是否浮现回响起当年父母长辈
的身影和话语？有人说，人类永远走
不出童年河和家乡梦，殊不知那是因
为童年里有父母长辈的呵护与关爱，
家乡的草木里有父母长辈的爱意与关
切。

我们都知道，新时代的家庭文明
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数代人孜
孜不倦地积淀，久久为功地传承和美

美与共地发扬。在代际相传的时候，
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理解什么是
家庭，什么是家教，什么是家风，要真
正读懂父母长辈的担当和付出，读懂
父母长辈的爱意和善心。

亲恩如山，山峦叠障，峰回路转，
风景如画；亲情似水，生命之源，水静
流深，载舟济远。为此，仅仅读懂还远
远不够，我们还可以勇敢地拿起笔，用
眼用心去观察、去体验恩重情深，写下
自己的发现和思考，做到我以我笔念
亲恩，若能如此，才可以在我们这一代
更好地进行对“家文化”进行提炼和传
扬。——这也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
的重要方面。

生而为人，必有父母，父母也有父
母，向上追溯，源头难觅。我们每个人
都来自偶然，能成为血缘家人或者非
血缘亲人，都是不一般的缘分。缘深
缘浅，各有不同。因为代代相传，人类
才能生生不息，社会建设方能蒸蒸日
上。古有《二十四孝》流传至今，今天
的世人该如何传承家庭的温情与亲
情？我想，还是得从我们自身开始。

亲情不是生而有之的，大抵是在
亲人之间经过岁月的洗礼而逐步形成
的。可能需要以血缘为基础，但也有
超越血缘的亲情产生。亲情纵然客观
存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感知。有的

人甚至一辈子也感知不了。有的人只
会用眼泪等面部表情来表达。如果每
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要写好人生
的第一篇文章的话，那肯定是要写好
《我的父母亲》。

在父母教育日益重视的今天，做
子女的多多体谅父母，也能反过来促
使父母思考如何更好地做父母，我相
信若能如此，一定可以推动社会进步
和国家富强。

走进新时代，如何理解父母理解
长辈显得尤其重要。为此，我们耗时
近两年时间，将江苏如东和陕西南郑
两地作者的 100多篇佳作汇编成集，
办了一场感受亲恩的主题阅读盛
宴。在你读过之后，你或许会想，这
些写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身边的父母
啊。没错，正是一些平凡而伟大的父
母长辈，温润着这个世界。可否，愿
否，请您也拿起笔来，写写自己的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写写自己的父母双
亲，因为我们都要长大，也都会成为
父母，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何
做好自己的角色，需要我们严肃而前
瞻地进行思考。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我们要
多想想，如何感恩父母，如何从父母身
上汲取健康成长的精神营养；对于已
为父母的中年人，我们该如何孝养好

父母，教养好孩子，努力使我们大家走
向成熟，成为精神富翁和生活强者。

亲情广泛真实地存在于家庭之
间，不论是沿海渔盐滩涂平原，还是秦
岭巴山山区丘陵平地。愿这本集子能
让读者更加深切地感知亲恩，更加真
实地用行动去感恩亲人，为推动形成
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新时代家庭文明新风尚做出我
们应有的努力。

这次集结付印，只是开头，因为
亲情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
们真诚地期待新时代涌现更多的亲
情佳作！

自信祖国数千年，会当辉煌千万载
——《文化自信八讲》阅读札记

□ 周华

相由“书”生
□ 陈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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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笔念亲恩
——写在散文集《恩重情深》付印之际

□ 江海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