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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怎样才算是有文化

善良，
会创造奇迹
□ 姚瑶

□ 龙应台
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作为台
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
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文化？ 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
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
质。
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
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
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
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
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
霸道地推人？
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 绿灯亮了，
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
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
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
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
自然环境。
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
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
—他不霸道，因
品味; 人懂得尊重别人——

据史料记载，中
国最早的茶馆起源
于四川，四川人有文
献可查的饮茶历史
已有 2000 多年。到了
成都，又被其独具的
地域文化风情粹变
成了富有巴蜀特色
的
“茶馆文化”。
《成都通览》载，
吴
云 清末成都一共有街
凡
巷 516 条，而茶馆有
454 家，也就是说，几
乎每条街巷都有茶
馆。 1935 年，成都报
纸记载，成都共有茶
馆 599 家，每天茶客
达 12 万 人 之 多 ， 形
成一支不折不扣的
“
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
不到 60 万。
“盖碗茶”是成都最先发明
的，独具特色。所谓
“盖碗茶”，包
括茶盖、茶碗、茶船子三部分。茶
船子，又叫茶舟，即承受茶碗的
茶托子。相传是唐代德宗建中年
间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
都发明的。因为原来的茶杯没有
衬底，常常烫着手指，于是崔宁
之女就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
杯。 为了防止喝茶时杯易倾倒，
她又设法用蜡将木盘中央环上
一圈，使杯子便于固定，这便是
最早的茶船。后来茶船改用漆环
来代替蜡环，人人称便。 到后世
环底做得越来越新奇， 形状百
态。 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
盖碗茶文化，就在成都地区诞生
了。正宗的川茶馆应是紫铜长嘴
大茶壶、锡茶托、景瓷盖碗。
不管城市如何日新月异，
“四川茶馆甲天下， 成都茶馆甲
四川” 的赞颂都是名副其实的。
茶馆成了四川的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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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 人懂得尊重自
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
的生命。
我心里在想，我知道，你以为我会谈
雄伟的博物馆、华丽的音乐厅和伟大的艺
术家，不，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时间，我会继
续说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江南乡下人。
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
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
居来访， 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
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
客人说话。
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会因时代
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
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农妇身上
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
何谓底蕴？ 不过就是，没有学问、不
识字的也自然会知道的礼数， 因为祖辈
父辈代代相传，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
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形， 就是文
化。

农妇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
其羊，吾爱其礼”，但是她举手投足之间，
无处不是“
礼”。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
的荷花池畔坐下。 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
将报纸垫在下面。
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
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
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 ”字，代表知识
的价值， 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
重。
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
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
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
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保住一个古城。
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
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
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 两者对后世的影响
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却是一致的。
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
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读史

古人为何称妻子的父亲为“泰山”？
我国古人对妻子父母的称呼有岳父、岳
母，丈人、丈母娘，泰山、太水等。
中国的名山以五岳居首，其中东岳泰山为
雄，西岳华山为险，南岳衡山为奇，北岳恒山为
俊，中岳嵩山为秀。
古人重视山水，之所以用“泰山”代称妻子
的父亲，就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敬重之情。
“泰山”一词被广泛地应用于代称妻子的
父亲，始于唐代。
唐朝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中记载到，
唐明皇李隆基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上报天
功，下表地绩。
宰相张说领命负责相关筹划事宜， 礼法用
度和参加典礼的人选全部由其负责，权力很大。
封禅大典是功德无量的事， 按照朝廷规
定，除了职位无法再升高的“三公”之外，凡参
加大典的人都可以按官制升高一级。
作为主持封禅的张说来说，这无疑是一次
提拔亲信和培植力量的好时机。
郑镒是张说的女婿，此人聪明伶俐，又一
表人才，深得张说喜爱。 但由于资历尚浅，郑镒
的官职一直比较低，按照品级来说，只是一个
普通的九品芝麻官。
然而有了这次封禅大典，郑镒升官的机会
来了。

在张说的作用下，郑镒成为封禅大典的重
要官员，并且专门负责泰山上一个支峰的祭祀
活动。
封禅大典结束后，张说上表朝廷，赞扬郑
镒在典礼中尽职尽责，功劳甚大，所以郑镒因
此连升四级，成为朝廷的正五品官员。
一次朝会， 郑镒穿着崭新的官服招摇过
市，皇帝李隆基将此看在眼里，疑惑郑镒怎么
会升官这么快，就召见他来询问。
郑镒一时吓得说不出缘由，对皇帝的提问
也是支支吾吾。
此时，旁边有想讨好张说的官员为郑镒解
围道，
“此泰山之功也”。 意思就是说，郑镒的升
官，是因为在封禅大典上有功。
唐明皇于是明白过来，而且既然是张说的
女婿，他也不便再说什么。
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郑镒的升官，哪里
是因为泰山的封禅大典，完全是他的丈人张说
提携。
从此以后，“泰山” 一词就有了双重含义，
除了指五岳之尊的泰山， 也代指妻子的父亲，
并一直沿用至今。
与此同时， 郑镒曾经主持封禅的那座支
峰，也被后人称为
“丈人峰”。
摘自《北大国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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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

读书像心痛
□ 黄永武

甲说读书要像心痛，心痛的时候，一心在
痛上，就没有闲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这是比喻
读书时持志要专一。
乙说读书要像拾柴火， 见一枝收一枝，日
子久了，积柴如山，与积学的道理是一样的。 正
如苏东坡“学如富贾在博收， 仰取俯拾无遗
筹”，正是他采取不断累积的读书方法。
丙说读书像掘井，掘到愈深处，把深处的
土运出来就愈难。大多数人在稍深处就停工，

只有极少数的人，天赋的根器极警敏，学习的
能量大，又极具耐心，读书读到满心欢悦，一
刻也不忍舍弃，而引出了读书的真味，才算掘
井及泉了。雪宝禅师说：“根器警敏诚难遇，凿
透高原始及泉”，把深深的高原都凿透，清泉
奔溢，舀汲无穷，读书的真味就像这井泉。
读书与参禅实在很相像，要读通书和参透
禅，都要经过长期的持志专一与忍耐，不掘地
及泉决不放弃，才有进入大快乐境地的可能。

由于天生脸部畸形，
奥吉接受了大大小小 27
次手术，手术让他的脸看
上去近乎毁容。 10 岁前，
奥吉没去过学校，在家里
接受妈妈的教育。出门习
惯躲在宇航员的头盔里，
与外界隔绝来获得安全
感。 后来，妈妈已经没法
当他的家庭教师，他必须
去上学了。
起步总是艰难的。 被怪异的
目光盯着， 被大家当瘟神一样避
开。
一个叫朱利安的男孩总跟他
过不去。 奥吉说：“
我喜欢《星球大
战》。 ”他立刻坏笑着问奥吉是不
是喜欢里面一个长相丑陋奇怪的
角色；他假装想和奥吉共进午餐，
在奥吉惊喜之际却当众 羞 辱 了
他。
奥吉感到自卑和难过， 不想
再去学校。 妈妈安慰他：“我们每
个人脸上都有痕迹， 这是记录我
们人生轨迹的地图， 但心灵会决
定我们能走到哪里。 ”最终，奥吉
凭借优异的成绩，幽默的性格，收
获了友谊和尊重， 成为了大家心
中的
“
奇迹男孩”。
单纯看故事情节，电影《奇迹
男孩》似乎有点鸡汤，但它并不是
一部俗套的电影。 影片的后半部
分，导演特意切换了视角，换其他
角色来讲述自己与奥吉的故事。
比如奥吉的姐姐维娅， 在父
母看来， 她是一个不用操心的乖
乖女。 可当视角切换到维娅，我们
看到了嫉妒与孤独。 在她眼中，弟
弟是不幸的， 但也因为弟弟占据
了母亲的全部精力而感到孤独失
望。
《奇迹男孩》还告诉我们，善
良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
维娅虽然嫉妒弟弟抢走了妈
妈的关注，但弟弟难过时，她会穿
上万圣节装备去安慰他，“即使你
没有朋友，我们还有彼此。 ”
奥吉的好朋友杰克， 迫于其
他同学的压力， 说出了伤害奥吉
的话。 失去奥吉后，他发现自己是
真心喜欢和奥吉做朋友， 于是真
诚道歉，恢复了与奥吉的友情。
所以，什么是奇迹呢？ 生活中
遭遇的残酷我们没得选， 但是看
待它的角度，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因为善良就像一块磁铁， 会将更
多的善良吸引在一起， 感染治愈
着自己，也激励改变着别人。 当足
够的善意聚集在一起， 它就能创
造奇迹。
就像电影里说的， 请善良一
点， 因为每个人都
在与人生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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