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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格即人的性格

活着是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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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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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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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历史的人，也是现实的人，每一个
人都处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无论你
认同不认同、喜欢不喜欢，所有人的精神中
都印上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胎记，
想抹也抹不掉。近年来，阐释中国文化精
神、特征、本质等诸多问题的著作层出不
穷，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有不同
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就如同巨大的万花
筒精彩纷呈、绚丽多姿。著名小说家梁晓声
这些年似乎有点“不务正业”，一头扎进中国
文化研究的厚土里，探讨中国文化的种种现
象和问题，《中国文化的性格》 作为他最新出
版的文化求索随笔集，读来令人深思。
梁晓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在
“知青文学”领域努力创作，发表出版了 《这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
城》 等，整整影响了一代人。20 世纪 90 年代
之后，他逐步从小说家向学者的身份转变，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人的人性与人
生》 就是其中的代表，而 《中国文化的性
格》 这本书，则是他近年来针对中国文化的
再思考。
《中国文化的性格》一书分为“中国历史的
文化特质”
“文以载道”
“文学即人学”
“文明意
味着什么”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若干单篇文
章组成。全书涵括了中国历史、文学、文艺等
方面的内容，
既有以时间为线索的宏观历史考
察，也有对文艺作品的微观解剖，力图从中整
理一条关于中国文化、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
线。梁晓声站在当下社会现实的立场，
对照世
界不同文化的特质，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入
木三分的探索，其角度新颖、行文辛辣、富有哲
学思辨的意味。阅读本书，可以看出年近七旬
的梁晓声，并没有以“人师”自居，对于中国历
史和文化心存敬畏。
本书书名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性格，显然
有着多义的解读。书中，梁晓声并没有对中
国文化性格进行全景式的“画像”，这恰恰带
来巨大的想象空间。笔者认为，有怎样的族
群，就有怎样的文化。同理，族群的性格，
也决定文化的性格。毕竟，文化依附于人，
人创造着文化。文化的性格，就如同人一
样，也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变化。放开历史的视野，我们不难发现，长
期以来中国人崇尚仁义礼智信，这种价值追
求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性格。
可是进入现代以来，中国打开了国门，

中西方文化交融交流，中国文化的性格也在
发生改变。笔者认为，在历史上能流传下来
的文化，多数是符合人性的，反之，则被人
们抛弃。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坚守
与弘扬，对于外来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包容
和吸纳。故步自封或者全部否定本民族的文
化，都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这似乎是一个
常识，可是在文化界和知识界，却不以为
然。有人认为传统就是传统的，不需要吸收
外来文化。假如真这样的话，那眼界显然狭
隘，开放、互动和交融，已经成为中外文化
不可阻挡的潮流。
文化是人类劳动和思想的产物，并不是
所有的文化都是优秀文化，优秀的文化也未
必就能永远流传，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
见。本书开篇 《文化的好与坏》 一文中，梁
晓声通过中国历史故事与典故，对此进行分
析。在他看来，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打上了
阶层的烙印，而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
就是阶层文化的越来越弱。笔者的理解是：
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经济基础不同的人
们，在文化方面越来越难以分出趣味之高
低。所谓“上等人士”未必就是文化优上
者，“下里巴人”未必不是“腹有诗书气自
华”者。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不分好
坏，对此梁晓声表示质疑：如果文化不分好
坏，人也就没有好坏之别了。
如何步入中国传统文化厅堂，有多种方
法，其中教育就是捷径。当前，很多家长望
子成龙、望女成风的意愿迫切，为了孩子早
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把三四岁的孩子送到
各种培训班进行学习，对此笔者无可非议。
然而，很多培训机构把背诵和表演当成重
点，学习传统文化成为走秀，成为商人盈利
的幌子。梁晓声在 《中国之蒙学现象》 一文
中写道，蒙学，就是家学，父母就是孩子的
启蒙之师。中国历史上，很多名人自小就接
受蒙学教育。当然，古代的文盲占据人口的
绝大多数，能接受蒙学教育的人其实并不
多。另外，接受蒙学教育的人家，多数家境
也算殷实。现在的教育环境与古代相比，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的学习需要
书香氛围，需要家庭里的熏陶。笔者认为：
家庭有良好的教风、学校有扎实的学风，是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
梁晓声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人
物，不仅勤奋写作，还是博览群书的楷模。
在 《我与文学》 一文中，他对于阅读经历、
阅读偏好、阅读感悟等进行“陈述”。阅读是
写作的基础，尤其是对于作家而言，阅读贯
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作家不仅要读得多，
还要读得杂。他在书中坦言：既然没有系统
读过书，那就一直“杂”下去吧。其实很多
作家和梁晓声类似，文史哲艺、自然科学之
类的书也不排斥，巴金、孙犁、汪曾祺、贾
平凹、张炜等人莫不如此。关于读书这个问
题，有人抛出“不必读书目”之类的话题，
这一方面表明有些书的水分很多，或者可以
说是文化的垃圾；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蛊惑
人，容易让人剑走偏锋。多读书、读杂书，
前提当然是读好书。读好书是学习中国传统
文化最“笨”
、也最有效的方法。
《中国文化的性格》彰显着梁晓声深沉的
人文情怀，对于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与文学，
他从未割裂开来。某种程度上而言，
这本书也
是他读闲书、读杂书留下的思想痕迹。无论是
文化的面相也好、文化的性格也罢，其实归结
到最后，都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这
一宏大主题，
这也并非梁晓声一人能提供清晰
的
“路线图”
，
需要所有人沿着大方向
“朝前走”
。
唯有如此，
中国文化才会生生不息、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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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隐隐
有难言的恍惚不安，
细思量，这不安多半
缘于乌飞兔走——时
光的无情飞逝，花开
花谢，人来人去，一
转眼，便会青丝变白
头，依旧似道旁苦
李，庸碌无为。满目
俨然锦绣繁华，却偏
没来由地时感苍凉，
人言瓦釜雷鸣时期，
非常态的诸多现象其
实司空见惯，越是细
究越令人平添怅惘。
但凡一切的一切，经
如流的岁月冲刷，尚
有很多难以忘怀的，
《琐忆》
姑且留存于记忆河
史礼心 著
谷，任其逐渐沉淀为
中国盲文出版社
一种叫怀旧的情愫。
2018 年 6 月出版
如今怀揣这样的
情愫细读史礼心先生
的叙事散文集 《琐忆》 ——尤其是读他写自己故乡 （粤东
滨海小镇） 往昔非常时期的一些人物掌故，有一种无以言
说的代入感。其间写的种种人物事件，种种世态人情，尽
管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浸润浓郁的地域色彩，但无一例
外都在鲜活地“图解”一个词：活着。作为被世俗烟火熏
染的普通人，不管活着有没有意义，反正都是在以各种方
式活着，活着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同样在滨海小镇上，
有的人活得憋屈，
而有的人却活得
自在，
甚至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譬如文也母和铁匠甲由。
文也母想看春节热闹的庆典活动，但要喂孩子奶，还
逢上内急——这两样属于“羞”于见人的事，要避人耳目
才好。可是文也母没有那么多顾忌，她将马桶搁到门口，
放下竹帘，坐在马桶上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看庆典游
行，泰然自若，在同一时间统筹安排了三件事情，确实浪
险 （不简单）。（《“浪险”》）
铁匠甲由每每为自己的名字自豪，他的名字正扳过来
也好，倒扳过来也罢，都还是“甲由”。甲由逍遥自在，
不在乎什么领导更换，什么派系争斗，反正他这个甲由，
横竖都是这么不改心性的人。身处底层，他自有他的知足
与幽默，显现一种平淡、无伪的生活态度。（《甲由》）
一个没有文化的木工，木工活儿做得很出色，待人热
情，乐于助人，可他落在那个荒诞时代，被阴错阳差地推举
为“工宣队长”
，必定要出洋相：
他给中学师生做报告，将“精
神原子弹”
说成“原子精神弹”，
当旁人正误，
他怒火中烧，
说
知识分子真矫情。他听不懂普通话，叱责用普通话发言的
学生，
“中国人不说普通话”，引起台下一片哗然。无疑，这
个原本淳朴、乐观的木工在遭遇尴尬的情境下，恼羞成怒，
有些悲哀地失了自信与从容。
（
《工宣队长》
）
人，本是独立的自由个体，面对势不可当的政治狂飙
的猛烈来袭，为防被吹倒刮掉，很多人不得不匍匐在地，
求得存活。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世界的压抑，生活俨如
一滩烂软的幽暗泥潭，人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凄苦悲
酸。然而，这泥潭再怎么烂软幽暗，也还能觅见有柔和闪
亮的零星光影，能给人丝丝暖意。
貌美的阿兰虽已被家人许配婆家，但她抗婚，不顾
一切地爱上了一位“老地主”，娘家和婆家联合起来，
要 惩 戒 这 对 “ 奸 夫 淫 妇 ”， 小 街 道 工 厂 的 一 帮 伙 计 仗
义，将阿兰和老地主藏匿起来，使他们免遭围堵毒打。
（《阿兰》）
在妄诞的年代，
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助人行为，
昭示
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就是在今天看来，
依然让人心生感动。
都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沿途会有或暗或明的风景，一
片风景便是一种心情。当史先生通过升学考试走出那个偏
僻的粤东小镇，走进楼宇林立的京师大学校园，眼前所见
的是带有儒雅气的学院风景，那风景里映照的一些人事，
留存记忆中的底色是一种暖色调，全然不同于以前故乡那
种令人窒息的沉暗，他笔下展露的更多是温馨的同学情、
师生情。那个时期，活着，呈现的姿态是活泼律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