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9日下午袁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敦煌莫高窟袁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和研究尧弘扬优秀历史文
化等情况袁引发人们对敦煌及莫高窟的高度关注遥
敦煌市袁是甘肃省酒泉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袁位于甘肃尧

青海尧新疆三省渊区冤的交汇点袁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袁西接
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袁 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袁东
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袁历来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袁是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袁以莫高窟石窟及壁画而闻名天下遥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袁是一座内容丰富尧规模宏伟的石窟
群袁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尧历史最长久尧内容最
丰富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宝库袁是我国四大石窟
之一遥
远古时期袁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族

就在敦煌繁衍生息袁成为这里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先民遥 春秋
战国时期袁月氏和乌孙民族相继驻牧敦煌袁后月氏将乌孙驱
逐异乡袁称雄河西遥秦末汉初袁匈奴赶走了月氏而独占敦煌及
河西地区遥 尔后袁汉武帝通过三次大规模的战役袁统一河西袁
保证了丝绸之路贯通东西袁从而揭开了敦煌辉煌历史的崭新
一页袁到东晋十六国时袁敦煌地区更加安定袁经济繁荣袁文振
教兴遥 正是在这一时期袁僧人乐尊于前秦建元二年渊公元 366
年冤路经此地袁忽见敦煌东南鸣沙山上金光闪耀袁如现万佛袁
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遥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
在此建洞修禅袁并称为野漠高窟冶袁意为野沙漠的高处冶遥后世因
野漠冶与野莫冶通用袁便改称为野莫高窟冶遥
公元 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全国袁结束了西晋以来 300余

年的分裂局面遥 不久袁隋被唐所灭遥 公元 640年袁唐太宗李世
民一举铲除了东西大道上以突厥为主的障碍袁确保了丝路的
畅通袁敦煌的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袁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
期遥 后晋时期刘昫等著的叶旧唐书窑地理志曳中就有野元宵灯
会袁长安第一袁敦煌第二冶的记载遥 此时袁随着丝绸之路的繁
荣袁莫高窟的开凿与壁画绘制也更加兴盛袁在武则天时已有
洞窟千余个遥安史之乱后袁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袁但
造像建窟活动未受太大影响遥北宋尧西夏和元代袁莫高窟渐趋
衰落袁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袁新建极少遥

公元 1524年袁明朝嘉靖皇帝闭锁嘉峪关袁将关西百姓迁
徙关内袁此后 200余年袁敦煌旷无建制袁成为野风播柽柳空千
里袁月照流沙别一天冶的荒漠之地袁莫高窟也被逐渐冷落荒
废遥 直到雍正三年渊公元 1725年冤袁清政府在敦煌再设沙州
卫袁并从甘肃 56个州县移民 2405户到此屯垦袁到雍正末年袁
沙州耕地已扩展到 12万多亩袁并引党河水灌溉袁形成了沙漠
绿洲袁莫高窟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遥 特别是在清光绪二十
六年渊公元 1900年冤袁因连年旱荒从湖北麻城逃到甘肃酒泉
做了防军卒的农民王圆箓袁 退伍后因生活无着落便当了道
士袁当云游到莫高窟后就在今天的第 143号窟居住下来遥 在
一天早晨打扫石窟甬道时无意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遥不
幸的是袁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尧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
史背景下袁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袁英尧法尧日尧俄等西方探险
家接踵而至袁以不公正的手段袁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
洞文物袁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袁绝大部分不幸流散袁仅有
少部分保存于国内袁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遥

1949年 9月 28日袁敦煌和平解放袁10月 27日成立敦煌
县渊1987年 9月 28日撤县设市冤人民政府袁隶属酒泉专署遥自
此袁敦煌的社会经济文化步入了健康繁荣的发展轨道遥 1961
年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袁莫高窟名列其中遥目前袁敦煌莫高窟整个景区南北全长
1680米袁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 735个袁其中各个朝代壁画
和彩塑的洞窟 492个袁彩塑 2400多身袁壁画 4.5万多平方米袁
唐宋时代木构窟檐五座袁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作为莫高窟标志
的九层楼遥 莲花柱石和舍利塔 20余座袁铺地花砖 2万多块遥
还有僧侣修行尧居住的洞窟 243个袁可见土炕尧灶坑尧烟道尧壁
龛尧灯台等修行和生活设施袁堪称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文物
宝库遥 游客在此参观游览袁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内容
丰富多彩和历史的灿烂悠久遥 渊袁文良冤

灿烂悠久的敦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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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袁中国革命的色彩遥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野山下旌
旗在望冶袁到中央苏区野风展红旗如画冶曰从两万五千里长征
野红旗漫卷西风冶袁到 1949年 10月 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五
星红旗曰从离别韶山 32年作野红旗卷起农奴戟冶袁到重上井
冈山野风雷动袁旌旗奋袁是人寰遥 三十八年过去袁弹指一挥
间遥 冶都折射出毛泽东的野红旗情结冶遥 可以说袁野红旗意象冶
野红旗情结冶 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
的塑造之中袁体现着强烈的革命时代精神袁成为革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1928年 8月袁 陈毅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袁曾
以称赞的口吻说院野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遥冶8月 20日袁毛
泽东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院到湖南来这
几天袁看到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则已另眼相看袁认定野国民党
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袁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冶遥
秋收起义前夜袁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赶制了 100面有镰
刀斧头的红旗遥 毛泽东叶西江月窑秋收起义曳院野军叫工农革
命袁旗号镰刀斧头遥 冶这是最早的红旗遥
秋收起义后袁红旗插上井冈山遥 在井冈山两年多的时

间袁毛泽东诗词中体现了浓浓的野红旗情结冶遥 比如院野山下

旌旗在望袁山头鼓角相闻冶渊叶西江月窑井冈山曳冤尧野红旗跃过
汀江袁 直下龙岩上杭冶渊叶清平乐窑蒋桂战争曳冤尧野山下山下袁
风展红旗如画冶渊叶如梦令窑元旦曳冤尧野头上高山袁风卷红旗过
大关冶渊叶减字木兰花窑广昌路上曳冤尧野唤起工农千百万袁同心
干袁不周山下红旗乱冶渊叶渔家傲窑反第一次大野围剿冶曳冤等遥

1930年 1月的叶如梦令窑元旦曳院野宁化尧清流尧归化袁路
隘林深苔滑遥 今日向何方袁直指武夷山下遥 山下山下袁风展
红旗如画遥 冶毛泽东在野红旗情结冶中袁既感受现实袁更关注
理想遥 从这首小词中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日后在
艺术上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渊理想主义冤相结合趣味
的滥觞遥 这首词正如毛泽东在同年同月写的叶星星之火袁可
以燎原曳文章中描绘的那样院野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
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袁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
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袁它是躁动于母腹中
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遥 冶一词一文袁展现了红军战士的
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遥

1935年 10月是个节点袁此前一年袁长征开始曰此后一
年袁胜利会师遥 此前 14年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曰再过
14年袁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遥 在经过野风卷红旗
过大关冶野壁上红旗飘落照冶野万水千山只等闲冶野百万雄师
过大江冶后袁毛泽东终于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按下电钮升
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袁领导中国
人民彻底改变了民族命运和国家面貌遥天安门广场上高高
飘扬的五星红旗袁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尧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遥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所说院野试看将来的环球袁必是
赤旗的世界冶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毛泽东的野红旗情结冶始终没有减退遥
1950年 11月袁在抗美援朝关键时期袁诗人柳亚子作了野天
安门上万红妍冶遥 毛泽东作叶浣溪沙窑和柳亚子先生曳院野妙香
山上战旗妍遥 冶

1959年袁 毛泽东回到老家韶山袁 离别故土已经 32年
了袁作叶七律窑到韶山曳院野别梦依稀咒逝川袁故园三十二年
前遥 红旗卷起农奴戟袁黑手高悬霸主鞭遥 冶

毛泽东的野红旗情结冶在他的战友尧同事诗词中也多有
体现遥 1955年 6月袁 周世钊陪同毛泽东游岳麓山后作诗院
野滚滚江声走白沙袁飘飘旗影卷红霞遥冶1959年底袁针对国际
上反华浪潮甚嚣尘上袁毛泽东作了三首叶读报有感曳袁董必
武和诗五首袁其中一句是野革命红旗要擎紧袁责无旁贷是神
州冶遥 1963年郭沫若作了两首词袁叶满江红窑领袖颂曳和叶满江
红窑读毛主席诗词曳袁其中有野迎东风革命展红旗冶野红旗卷
地地如绣冶等句遥 1964年 10月袁毛泽东观看大型音乐史诗
叶东方红曳遥 在听到叶秋收起义歌曳里野秋收起义成了功袁一杆
大旗满地红冶时袁右手托住下巴袁神情凝重遥1965年袁叶剑英
写了一首七律叶望远曳袁请毛泽东指正遥 这首诗首联是院野忧
患元元忆逝翁袁红旗飘渺没遥空遥 冶反映了马恩列斯离世之
后袁 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身
上遥 毛泽东非常欣赏袁将题目改为叶远望曳袁其他一字未动推
荐到叶光明日报曳副刊发表遥 同年生日这天袁毛泽东手书这
首诗送给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旗

张大千袁 中国泼
墨画家袁书法家遥他与
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
野大风堂派冶袁 是二十
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
奇色彩的泼墨画工遥
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
有成就遥后旅居海外袁
画风工写结合袁重彩尧
水墨融为一体袁 尤其
是泼墨与泼彩袁 开创
了新的艺术风格袁因
其诗尧 书尧 画与齐白
石尧溥心畲齐名袁故又
并称为野南张北齐冶和
野南张北溥冶遥 与黄君
璧尧溥心畲以野渡海三
家冶齐名遥

115万字袁 手稿 3600多页袁8年时间创作
噎噎叶人世间曳获得茅盾文学奖袁本在很多人意
料之中袁但梁晓声觉得很意外遥

叶人世间曳是梁晓声野好人文化冶的又一次
呈现遥 一座北方省会城市袁五口人的周氏普通
家庭袁十多位平民子弟的人生袁在三卷本的大
部头著作中跌宕起伏遥 梁晓声尽最大努力向现
实主义致敬院无论社会如何变化袁时代怎样变
迁袁都要努力做一个好人遥

在野好人文化冶写作的道路上袁梁晓声一直
踽踽独行袁没有鲜花和掌声袁迎面而来的更多
是不解和非议遥 野现在写好人袁很多人都认为你
是在作秀遥 他们似乎达成一种共识袁现实中不
存在好人遥 冶梁晓声认为袁现实主义是一种人道
主义袁野如果我们的文学中缺少善袁读者看了以
后袁 心中原本柔软的部分就会变得不柔软袁这
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浴 冶

梁晓声也尝试过写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袁
但最后还是选择现实主义遥 这源于他的一次特
殊经历遥 1968年袁19岁的梁晓声自愿报名来到
中苏边境线附近的瑗珲县袁成为黑龙江生产建
设兵团的第一批兵团战士遥6年的知青生活袁他
遇到过很多好人袁给予他无私的帮助袁他也帮
助过很多人袁 因此才有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
会遥 这些经历使他感受到好人的力量尧善的力
量袁这种善的力量正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力量遥

野作家不能只写现实是什么样的袁更要写
现实应该是什么样的遥 冶在梁晓声看来袁现实主
义不是一面镜子袁只会呈现人的欲望尧愤懑和
自私曰它是一双有信仰的眼睛袁透过现实袁可以
看到人性温暖的地方遥

叶人世间曳亦如是遥 梁晓声希望通过他笔下不同层面的
人物袁传达他对社会的感知和心愿袁野人可以是那样的尧人应
该是那样的冶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深有感触院野小说有力
地刻画了时代变迁袁尤其是时代变迁中的人物袁他们一再向
我们发问院人可以是什么样钥人应该是什么样钥那些人袁那些
精神形象袁是立得住的遥 冶

野叶人世间曳获奖袁相信会改变很多人对现实主义的看
法院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陈旧的书写袁它考验我们对现实的理
解是否客观尧是否全面遥 冶梁晓声语气很坚定遥

渊源自叶光明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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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一本书袁 就像你拐进街角的便利店买瓶矿
泉水那么便捷袁你是否愿意放下手机袁把更多时间留给
阅读这样一种传统却挺有野质感冶的生活方式钥据报道袁
7月 23日袁 在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上袁叶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渊草案冤曳首次提请审
议遥 通过制定法规护航野书香之城冶建设遥 因为读书袁从
来都不能只是野读书郎冶的事遥

2009年袁中央宣传部尧文化部等 9部委提出野倡导
全民读书袁 建设阅读社会冶曰2014年以来袁野倡导全民阅
读冶野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冶 连续 5年写进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遥 全民阅读袁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遥

读书袁不能只是野读书郎冶的事情遥 这是宁波市对于
全民阅读的定义遥 是的袁虽然阅读渐行渐远了袁但是这
个社会上依然有很多酷爱书籍的野读书郎冶遥 野读书郎冶
可以理解为痴迷阅读的人遥 全民阅读袁就是要叫响野读
书不仅是读书郎的事情冶这句话遥 也就是说袁要想办法
促进全民阅读袁让阅读融入生活袁融入时代袁融入身心袁
成为生活里的一件平常事情袁 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那
样不可缺少遥

要想实现这个野大目标冶就需要政府多做些事情袁
让阅读更加方便袁让书籍更加贴近遥 宁波市提出的野让
借阅书籍就像购买矿泉水一样方便冶 就显得特别有意
义了遥

生活里袁我们想买一瓶矿泉水是十分方便的事情袁
超市里有袁小店里有袁现金能购买袁手机也能购买遥而要
说到购买书籍尧借阅书籍袁那就只能野到专业的地方去冶
了袁有点不方便遥 能不能实现野让借阅书籍就像购买矿
泉水一样方便冶钥答案是肯定的袁宁波市的做法是把野书
籍借阅点冶星罗密布地建设在距离市民最近的地方袁通
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袁明确部门职责尧整合社会资源袁优

化阅读环境袁提升阅读水平遥
眼下袁走在宁波街头袁像天一广场尧月湖景区尧轨道交通鼓楼站等

人流集中的地方袁都能看到自助图书借阅设施的身影遥增加公共阅读
服务设施的野曝光率冶袁不失为营造一座城市全民阅读氛围的方法遥

在今后的全民阅读中袁宁波的车站尧公园尧博物馆尧养老机构尧住
宅小区尧 商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 7类场所都将设立自助图书借阅
设施和图书借还服务点遥 让市民借图书尧买图书尧还图书袁实现野最近
的距离冶遥当然袁有人会说袁即便野书籍距离人们最近冶也未必就能真正
实现野全民都做读书郎冶遥但是袁请记住一点袁阅读从来都不该是野曲高
和寡冶的事情袁只要有一点希望袁都值得我们为文化事业的馨香而努
力遥 最起码袁能够让市民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文化馨香遥

全民阅读袁需要叫响野读书从来不只是读书郎的事冶袁让市民当
野读书郎冶需要服务出现更多野读书廊冶袁这就是好的环境营造遥

渊源自叶中华读书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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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善饮酒,而蟹又是下酒佳肴遥 当年隋炀
帝在巡幸江南时曾称螃蟹为第一美味,民间也有
野螃蟹上桌百味淡冶尧野一蟹压百菜冶之说遥 尤其是
金秋季节,稻谷飘香,鱼肥蟹美 ,是食螃蟹的大好
时节,也是文人吟诗的好题材遥

叶晋书曳记载,毕卓少年时就放达不拘,当上吏
部郎之后,经常饮酒而废弃公事遥 有一次,邻居酿
好新酒,毕卓因醉酒晚上到酒瓮中盗酒喝,被管酒
的人抓获用绳捆缚,天明一看,竟是毕吏部 ,遂为
其松绑遥 而毕卓却拉着主人在酒瓮旁宴饮,喝醉
后方散去遥 他曾说野得酒满载百斛船,四时甘味置
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矣! 冶旷达闲适之态溢于言表遥古代文人把
赏菊尧持螯尧饮酒尧赋诗,视为高雅之事遥 李白也在
叶月下独酌曳中写道:野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遥且
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遥 冶诗仙月下持螯举觞尧一
醉方休的豪放高傲之状跃然纸上遥

明朝文学家尧书画家徐渭曾在一幅蟹图上题
了一首诗:野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
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遥 冶此时的螃蟹能
肥到什么程度呢? 比东汉奸雄董卓的肚脐还肥遥
董卓硕丰膏,吕布杀之,弃尸于市遥 守尸的官吏用
芯子点上火放在董卓肚脐眼里,野光明达曙, 如是
积日冶遥 唐代诗人殷尧藩即使在病中还念念不忘
蟹的美味:野重阳开满菊花金,病起支床惜赏心遥紫
蟹霜肥秋纵好,绿醅蚁滑晚慵斟遥冶无独有偶,宋代
文学家欧阳修在病榻上仍不能忘怀肥美的螃蟹,
他在叶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曳一诗中写道:
野忆君去年来自越,值我传车催去阙遥 是时新秋蟹
正肥,恨不一醉与君别遥 冶黄庭坚更是对螃蟹情有
独钟,他叶次韵师厚食蟹曳一诗中咏叹:野海馔糖蟹

肥,江醪白蚁醇遥每恨腹未厌,夸说齿生津遥 冶宋人
强至曾感慨说:野何时却挂吴淞帆, 霜蟹初肥恰新
稻冶遥 方岳也有野草卧夕阳牛犊健,菊留秋色蟹螯
肥冶的诗句遥

苏轼与常州丁公默为同科进士,友谊甚笃,苏
轼在任湖州太守期间,曾寄诗丁公默,丁为表达感
激之情,送来了蝤蛑(梭子蟹)遥 于是,苏轼写了一
首名为叶丁公默送蝤蛑曳的诗,尾联是野堪笑吴兴
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冶遥 尖团指雄蟹和雌蟹遥
苏轼打趣地说由于自己野馋冶,用野诗冶换来了野尖
团冶遥苏轼一生仕途坎坷,颠沛流离,数次流放蛮夷
之地,螃蟹给他带来了精神慰藉和快乐遥 他曾经
感慨道:野左手持蟹螯,举觞瞩云汉遥 天生此神物,
为我洗忧患遥 冶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是个美食家,爱
啖螃蟹加美酒,他曾在叶糟蟹曳一诗中写道:野旧交
髯簿久相忘,公子相从独味长遥 醉死糟丘终不悔,
看来端的是无肠遥 冶而另一首写得更是妙趣横生:
野传方那鲜烹羊脚,破戒尤惭擘蟹脐遥 蟹肥暂擘馋
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遥冶见到螃蟹,馋得口水淌了
下来曰闻着酒香,昏花的老眼亮了起来遥 清代戏剧
家李渔嗜蟹如命,每年螃蟹未出时,他就将钱储存
起来,等待螃蟹上市遥 家人笑其野以蟹为命冶,他自
称购蟹的钱为野买命钱冶遥 诗人袁枚是个美食家,
他在叶随园食单曳说:野蟹宜独食,不宜搭配他物遥最
好以淡盐汤煮熟,自剥自食为妙遥 蒸者味虽全,而
失之太淡遥 冶

曹雪芹是食蟹专家,他在叶红楼梦曳第三十八
回描写了一场螃蟹大宴,借大观园众人之口生动
形象地介绍了食蟹的方法,如野自己掰着吃香甜冶
野多倒些姜醋冶野须得热热地喝口烧酒冶野性防积冷
定须姜冶等等遥 还借宝玉之手写道:野持螯更喜桂
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遥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
子却无肠遥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遥原
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遥冶嬉笑怒骂间,把
螃蟹刻画得入木三分尧惟妙惟肖,借写螃蟹,以小
寓大,咏物状情,讽刺现实社会遥

渊源自新华每日电讯冤

古代文人与蟹

在古代雅典城里，有一座德尔斐神庙，供奉着雅典的主神阿波
罗。相传那里的神谕非常灵验，当时的雅典人一遇到重大的或疑难的
问题，便到庙里求谶。有一回，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求了一个谶：“神
啊，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得到的答复是：“没有。”

苏格拉底听说了，感到非常奇怪。他一向认为，世界这么大，人生
这么短促，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可怜了。既然如此，神为什么说他
是最智慧的人呢?可是，神谶是不容怀疑的。为了弄清楚神谶的真意，
他访问了雅典城里以智慧著称的人，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
和工艺大师。结果他发现，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和
才能，却一个个都自以为无所不知。他终于明白了，神谶的意思是说：
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有多少学问、才华和技艺，而在于懂得面对无限的
世界，这一切算不了什么，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他懂得这一点，
而那些聪明人却不懂，所以神谶说他是最智慧的人。

这么说来，智慧有点儿像是谦虚，不过这是站在很高的高度才具
备的一种谦虚。打个比方说，智慧的人就好像站在神的地位上来看人
类包括他自己，看到了人类的局限性。他一方面也是一个具有这种局
限性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却又能够居高临下地俯视这局限性，也就在
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它。有位哲学家说得好：“一个人具有人的一切弱
点，同时又像神那样坦然处之，你应当把这看做一种成就。”

所以，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聪明指的是一个人在能力方面的素
质，例如好的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反应灵敏等等。具备这些素质，
再加上主观努力和客观机遇，你就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成为一个
能干的政治家、博学的学者、精明的商人之类。但是，无论你怎么聪
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你的成就终究谈不上伟大。也许正是因为
这个原因，自古到今，聪明人非常多，伟人却很少。智慧不是一种才
能，而是一种人生觉悟，一种开阔的胸怀和眼光。一个人在社会上也
许成功，也许失败，如果他是智慧的，他就不会把这些看得太重要，而
能够站在人世间一切成败之上，以这种方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周国平）

谁是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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