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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临睡前突然问我：“妈妈， 你知道
《老人与海》里老人的结局吗？ ”她刚刚读完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这本书我多年前看过，现在只剩下模糊
的印象。 我想了想说：“是老人与一群鲨鱼搏
斗，最后胜利了，拖回一条大鱼，发财了吗？ ”
她表示鄙夷：“叫我怎么说你？ 真是看书越多
越迷糊！ ”

我问：“为什么？ ”她说：“大部分书的结
局都是，谁谁经过奋斗发财了，谁谁成了名
人，而《老人与海》的结局是老人一无所有，
他浑身是伤，很累，回去就睡着了，他不在乎
别人看见他的眼泪。 ”

我说：“他不是打了一条大鱼吗？ ”“但大
鱼被鲨鱼吃了！ ”她说，“他白出了一次海，一
无所获，就像谁谁那样，白参加了一次奥运
会，摔倒了，没拿到金牌。 ”

我一时失语。 她说：“如果叫你写，你就
会写成老人打到大鱼发财了，成名了……就
像大多数作者那样，唉，难怪你们都成不了

海明威！ ”
在十二岁的女儿面前， 我不得不承认自

己庸俗了。
她一下使我看到了潜意识里的自己。 难

道经过这次海上搏斗， 能安然入梦不是最好
的结局吗？ 难道有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不
是最大的成功吗？我太注重结果，而忽略了过
程。

其实， 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和那位老
人一样，一无所获。我们搏击过，出过力，甚至
伤痕累累，仍默默无闻———这算不算成功？

倘只看过程，不看结果，那么，受伤的老
人、摔倒的运动员、不虚度年华的人，都应该
是成功的吧！

反过来说， 如果大家不把与鲨鱼搏斗受
伤的老人、 摔倒后挣扎着到达终点的运动员
当英雄，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功利、狭隘和
残忍。

常常，我们不如孩子，一个孩子无意间就
推翻了我们的价值标准。

我们成不了海明威
□ 梁凌

1936年， 英国作家奥威尔与
新婚妻子一道， 志愿赴西班牙参加
反法西斯战斗， 曾被子弹射穿了喉
咙。 在《西班牙战争回顾》 中， 奥
威尔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 他到前沿阵地打狙
击， 好不容易准星里才闯进一个目
标： 一个光膀子、 提着裤子的敌
兵， 正在不远处小解……真乃天赐
良机， 且十拿九稳。 但奥威尔犹豫
了， 他的手指始终凝固在扳机上，
直到那个冒失鬼走远……他的理由
是： “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
法西斯分子， 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
的人， 你不想开枪打死他。”

一个人， 当他提着裤子时， 其
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 他
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
子， 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 一具生理
的人， 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

杀手和杀手是有别的。 换了另一个狙击手，
敌兵的裤子肯定就永远提不上了。 然而， 这正
是“人” 与士兵的区别， 希望也就在此。

与其称之为“奥威尔式” 的做法， 毋宁说
这是真正的“人” 之行为。 所有的战争， 最直
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 每个踏上战场的士
兵都配备清醒的杀人意识， 他是这样被授予的：
既是射击者， 又是供射击的靶子……而“英雄”
与否， 亦即杀人成绩的大小。 在军事观察员眼
里， 奥威尔式的“犹豫”， 无疑乃一次不轨或一
起严重的渎职， 按战争逻辑， 它是违规的、 非
法的， 要遭惩处。 但于人性和心灵而言， 那
“犹豫” 却如此伟大和珍贵！ 作为一桩精神事
件， 它应该被记入史册。

这样说一点不过分。
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不再遭遇战争和杀戮，

你会发现， 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
量， 即源于这样一组细节和情景： 比如， 决不
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

它在捍卫武器纯洁性的同时， 更维护了人
道的尊严和力量。

你隐约想起了一些很少被怀疑的话： “对
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凶狠”、 “对敌人要像
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 “军人以绝对服从命
令为天职” ……你感到一股冷气。

一股政治特有的冷气。 匕首的冷、 工具的
冷、 地狱的冷。

而不合时宜的奥威尔， 却提供了一种温暖，
像冬天里的童话。

隔着时空遐想，若我，或会喜欢听林语
堂的课，却不太敢让林教授给我打分数。 林
教授给学生打分数，据说不阅卷的，只相面。
老人家每至期末，拿了一本花名册，叫一个
名字，便让这人站起来。

据说林语堂相面给人打分，蛮准确的。
林教授的学生都这么说， 这就让我恐惧
了———万一得了低分， 岂不等于人生都定
了性。

像我这样，经常逃课的，经常迟到的，经
常大白天在寝室里呼呼睡大觉的……去做
黄侃教授的门生，最是解意。 黄教授讲课，以
幽默著称；到了期末考试，黄教授不阅考试
卷子，也不打分数。

只是特立独行而如黄侃者，也抗不住教
育体制， 中央大学教务处风刀霜剑严相逼，
非弄分数不可，黄教授只好妥协：大半打八
十，小半打 70。

黄教授后来教《说文解字》，晦涩得要
命，没几人能懂，更别说考试及格。 黄教授

问学生：同学们，要怎样才能考试及格啊？
有答“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便可及格”；有
答“一份辛苦得一分，百分辛苦得百分”；有
答“爱护学生高抬贵手， 闭着眼睛都可拨
头”……答案形形色色，黄教授道：这都对，
但还有一个答案大家没答：诸位请我去馆子
里喝一盅啊，黄酒，白酒，红酒，葡萄美酒，
高粱二锅头……都可以的， 汾酒贡酒茅台
酒，自是更好，度数高分数高。 果然，大家凑
份子，请黄教授赴馆子坐起，啜了一顿，分
数都蹭蹭蹭上去了———据说后来让蔡元培
校长晓得了，找他“诫勉谈话”，黄教授回
嘴：“他们这帮学生晓得尊师重教， 我自然
不会为难他们。 ” 这话说得好，让蔡校长没
话回嘴。

钱穆给学生打分，卡得蛮死的。 一篇文
章，打 85 分的，一个系只是一二个；多半是
及格多一些；老人家手狠，还要定几个名额，
给 60分以下，58、59的，硬是气死人。

钱教授手狠，心却贤良。他原来想的是，

给学生不及格，是叫学生努力，莫没日没夜
蜷在床铺里蒙头睡觉，可以补考嘛———出发
点是好的，没想到学校规定是：一次考试不
及格，要开除。这让钱教授大惊失色，老人家
一遍一遍跑教务处， 说是自己看走眼了，分
数判错了；学校禁不住钱教授磨，破例让他
重批试卷。

想来想去，我比较喜欢顾颉刚教授给学
生打分。 顾教授不为难学生，考试题目不出
怪题，不出刁题；最妙的是，他搞的是开卷考
试———给学生很多资料，由学生带回寝室里
去做题目。题目是宽泛的，论点是自拟的。顾
教授评分有规矩：抄我观点者，替人家背书
者，低分；自有观点者，或驳我观点能自圆其
说者，高分。 在他看来，教育本质不就是独立
思考，学术独立吗？ 所以他的教育方针是：似
我者死，学我者活。

比较来比较去，我还是喜欢去顾颉刚门
下当学生，别的不说，单说其考试，就是最好
的：考试有标准，无标准答案。

态度闲话 民国教授打分数
□ 刘诚龙

清初， 王夫之隐居湘西石船
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船山先
生”。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拜访，王
夫之十分高兴，连呼：“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 ”倾其所有，置
办饭菜，相对而坐，把酒对酌，大
有酣畅淋漓之感。 天色将晚，朋
友告辞，王夫之依依不舍 ，本想
多送一程， 然而自己年事已高，
又体弱多病，只能起身恭送朋友
三步，郑重说：“君自保重，我心
送你三十里。 ”

朋友拱手而别， 走了十五
里，忽然想起伞忘在了王夫之家
里，又急忙往回赶。 等他转回到
王家门口，看见王夫之还毕恭毕
敬地站在原地， 心里默念着，心
送朋友三十里……

心送
□ 清风慕竹

意境
顿悟

讲坛

来自高中教学一线的陶妙如老师， 在湖南
教育电视台开讲《易经》。 她说，《易经》很简单。
而她把《易经》说得确实也很“简单”———不玄
妙，不掉书袋，大道就在平凡生活中，大家都听
得懂。说的是喜闻乐见身边事，悟的却是社会人
生大智慧。 这就是知名文化栏目《湖湘讲堂》近
段时间播出的 9 集系列讲座《妙说易经》，好评
如潮，引起轰动。

《妙说易经》主讲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安博发
展研究院同升站副站长、 长沙同升湖国际实验
学校的教科室主任陶妙如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管理博士，中学高级语文教师的她，不仅是
湖南基础教育领域的名师， 还是长沙教育学院
客座教授，湖南省中学校长培训授课的老师，更是教育部“国培计划”
专家库专家。 近年为全国各地教育领域的官员、校长、骨干教师讲座
达 300多场。 她的教育随笔《让爱智慧》被中国教育报推荐为“教师必
读书目”之一；编著的《直击高考作文》一版再版；专著《做温暖的教育》
由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

拥有如此深厚学术背景的“国培计划”专家，更有湖南本土中学
教师首度登上《湖湘讲堂》的特殊含义，陶妙如老师却道《易经》很简
单！ 她说：“我认为归根结底，《易经》是一部 64 集的生活剧本。 ”“易
经里什么都有，连谈情说爱，怎么去追女孩子都清清楚楚。 ”没有晦
涩难懂，没有装深沉，一切人生道理都在生动活泼中呈现。 由易经卦
象，到生活中的平凡事，陶妙如老师总结出了不少可以指导人生成
长、化解人生困惑的“招术”，比如：应对困局的“万能三招”、抓住时
机的三个策略、交友层次论等等，通俗易懂，简单易行，同事李老师

很形象地说：第一次看，似曾相似；第二次看，
是那么回事；第三次看，就是这么回事。《易经》
确实简单！

然而，就是她口中“简单”的《易经》，她已
经浸淫其中三十多年。 她带过的每届高三班
几乎都要选修《易经》，她甚至还会带领即将
高考的学生，在晨读课上分卦研习，体悟六十
四卦中所隐含的学习方法与成长智慧， 在紧
张繁忙的备考阶段寻找平衡心态的技巧。 很
多连自己和家长都失掉信心的学生， 在她的
引导下，高考考出了令人惊异的成绩，并从此
走上了阳光灿烂的人生。 而她自己，在繁忙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 承担了大量官方的

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培训任务，同时却又著作等身，已有多部著作
出版。 取得这些神奇的成绩，与她对《易经》的参悟、生命大道的把
握，当是息息相关。

《妙说易经》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陶妙如老师的
学员，玉潭中学的肖义成老师专门撰文《妙理如悟禅》：陶老师不愧是
“国培”专家，繁重的教学之余精研《易经》，从人生成长的角度，独具慧
眼的进行探索和研读，除了佩服陶老师精辟的讲解之余，陶老师的探
求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样令人折服。 大师话《易经》，令人茅塞顿开，如
沐春风，心胸为之空阔，眼界为之一新！ 而此刻的陶妙如老师却在自
己的博客里分析着自己的不足。

知行合一，砥砺践行。 或许，这就是陶妙如老师能够几十年如一
日奉献教育、举重若轻说《易经》的奥秘所在。 而《易经》之“易”或“不
易”，也就因人们“践行”与“不践行”而异。

妙说易经
□ 向赞勋

本周历史大事件

国共签署双十协议
1945年 10月 10日，国共签署《双十协

定》。
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在英国建成

1957年 10月 11日， 世界上最大的无
线电望远镜在英国约德雷尔河岸建成。 它
比原计划提前完成， 用来跟踪前一星期发
射的第一颗苏联卫星。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2年 10月 12日， 哥伦布发现了美

洲大陆，他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航海家。
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诞生

1884年 10月 13日， 国际天文学家代
表会议决定， 以经过格林尼治的经线为本
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也是
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

张学良逝世
2001年 10月 14日， 张学良因病抢救

无效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 101岁。
尼采诞辰

1844年 10月 15日， 德国哲学家弗雷
德里希·尼采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的一个传
教士的家庭。

武则天登上皇位
公元 690 年 10 月 16 日， 武则天登上

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