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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他们问到的都是文化
□叶小文

——— 黄炎培问：“我生60多年，耳闻
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
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
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
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
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
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
律”，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黄
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对话）

——— 梁启超问：郑和下西洋乃
“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但尽管当
时参与者达12万之众，“而我则郑和
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梁启超《祖
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 李约瑟问：“如果我的中国

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
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
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
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
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
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三君所问，无不凝聚或折射着文
化焦虑。人无文化，浮躁浅薄，难免
“其亡也忽焉”；文化涵养，有助于跳
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民无文化，
行也不远，当然“竟无第二之郑和”；
文化繁荣，催生着“江山代有才人出”
的新局面。国无文化，急功近利，能有
几人锲而不舍艰苦创业？文化底蕴，

孕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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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君所问，其根本答案就在二
字：文化！

当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的时候，
毛泽东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
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
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
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
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当中华民族终于向着伟大复兴
迅跑的时候，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
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必须
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
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十七大报告再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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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
愿望。”“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解放和
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

现在我们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有
人提醒：“历史上我们也曾富过。中国
是文明古国，书香门第再富也不能浮
躁。沉静、从容、大气、平和，有其境界，
是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
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今天，经济繁荣谈文化，文化更
上一层楼。文化啊文化，三君所问撞
击我们的心灵。“六么水调家家唱，白
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
取新翻杨柳枝。”

□叶小文：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

记、第一副院长，中华

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

长，著名学者，著有

《小文百篇》、《多视角

看社会问题》、《化对

抗为对话》等多部著

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向孔子学习快乐的智慧
——— 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一席谈

本报记者 赵丽

■关于“论语普及工程”：

已经编辑出版的有《社区论

语》、《公务员论语》、《手机论语》

《公交论语》、《酒店论语》等。

本报记者：近年来，中国孔子基
金会推出了“论语普及工程”，将孔子
文化推广、渗透到多个社会领域，您
能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吗？

王大千：以前，孔子基金会注重
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现在在组织专
家研究的同时注重与普及、推广和传
播相结合，向传统文化社会化、生活
化、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方向发
展。现在，我们的“论语普及工程”已
经开始三年多了，先后出版了《酒店
论语》、《社区论语》、《手机论语》、《公
务员论语》、《公交论语》等等，结合上
海世博会编辑出版了《世博论语》。

在这个传播品牌工程中抓了几
个点，还是比较成熟和成功的。一是
与济南公交公司联合推出了《公交论
语》，这本书已经再版了三次，作为企
业管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全国公
交系统都是有影响的，上海、深圳的
公交系统纷纷前来学习，后来又推出
了论语进车厢、进站点等活动，在市
民中反响也很大。

另一个点是“论语社区”，典型例
子是历城区的祝甸社区。祝甸是由传
统农村转型为现代城市的社区，在这

里推广《论语》，主要是想帮助居民适
应现代生活、塑造新型邻里关系，将
孔子文化引导成为一种社区文明。在
这里打造了论语广场、论语长廊，《百
家讲坛》的主讲人曾仕强教授等学者
都去做过讲座。

社区的另一个典型是历下甸柳
社区，它和祝甸不同，本来就是一个
全国知名的学习型社区，在甸柳推广
《论语》，有助于提升它的品牌和形
象。此外，还有四川成都的“西贵堂”、
章丘的“山水泉城”，这两个新楼盘在
建设中就贯穿了“孔子住在隔壁”这
一理念，按照“君子之居”的目标打
造，甚至连地下车库里都是孔子文化
的学习场所。

在济南天桥区，由一个中学诵读
经典扩展到一个全区的“读书节”。此
外，还有九阳集团、用友软件等企业，
以及一些酒店、旅行社，他们也在企
业文化中借鉴融合了孔子文化。

说到国际化，现在时机很好，国
际国内的大环境很好，我们和孔子学
院战略合作，将汉语学习与传统文化
传播结合起来，已经出版了英、日、
韩、德、俄等8个语种的《论语》版本。
另外，文化变成产业才更有动力，在
文化产业运作上，我们旨在打造孔子
核心文化品牌，包括推广孔子像、汽
车版论语（CD/光盘）、家书工程、孔
子书包等动漫衍生品、文化礼品、汽
车挂件等，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公司在
做孔子文化产品，形成了聚集效应。

■关于《论语》与孔子：

孔子文化是能带给我们快

乐的智慧

本报记者：您研习孔子经典多
年，能描绘一下孔子在您心目中的形
象吗？

王大千：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也
是这几年才开始系统学习传统文化
的，可以说是补课。孔子是一个非常
鲜活的人，坚韧而不乏幽默，博学而
又充满智慧，他的性格就是中华民族
性格的写照，所以生命力也更强。我
觉得，孔子文化是能带给我们快乐的
智慧，是能够让我们在困境中通过自
我调节获得内心充盈的文化。这种文
化能让人安身立命，安己达人，是有
现实意义的，不是虚无缥缈的。

我们读《论语》，这里面有很多道
理，其实贯穿始终的是一个“乐”字。
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可以概括为“一

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
是“快乐”，人生就是不断获取驾驭幸
福的能力，告诉你怎么去获得幸福；
“三个基本点”对应着《论语》开篇的
三句话，我的理解，《论语》开宗明义，
就是讲人的一生要处理好三个问题。
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这是在谈知
与行的关系，谈学习和实践的关系，
从中找到学与习的乐趣；第二句“有
朋自远方来”，是讲处理好人与人之
间的沟通、交往，说的是人与人、人与
社会的关系，从中得到快乐和温暖；
最后一句是“人不知而不愠”，这说的
是什么？我觉得是强调心态的重要
性，没有人能使你不快乐，心态决定
一切，快乐来自内心。

■关于传统与当下：

欲望超过能力，就会浮躁，犹

如一地鸡毛，而传统文化就像书

桌上的镇纸一样，使你安宁。

本报记者：您觉得，孔子、儒学和传
统文化，对于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大千：我觉得这些与时代是相
融相通的，我们现今的民族文化、民族
性格与传统是一致的。比如我们说“和
谐社会首先是内心的和谐”，这与儒家
的“修己以安人”就是相通的，只有先
使自身的心灵安定、平和，才能安天
下、安百姓。再比如，九零后、二零零后
所谓的“新新人类”，如果你说他“这是
个小人”，他也会不高兴，向善之心、做
君子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并未因时
代变化而断绝和割裂，我们的价值观
依然与古人相通。你比如电视上《非诚
勿扰》之类的征婚节目，那是八零九零
人的择偶选择，但里面也充满对“仁义
礼智信”的看重。看这些节目，你会发
现通常那些谦虚的人、老实的人、有担
当的人、孝顺的人成功率比较高。所谓
“刚毅木讷近仁”，那些巧言令色骄傲
自大夸夸其谈的人一般不会受欢迎。
这说明今天青年人的基本价值观是正
面的，正确的。

其实，现代社会和圣贤生活的时
代，虽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根本
上应该是一样的，都会面临竞争、压
力和焦虑这些东西。孔子经典里讲的
快乐、寻找精神家园、乐天知命、关注
当下这些理念，对回答现代问题很有
启发。

当下社会处于转型期，经济发展
了，但很多人忙忙碌碌，心态浮躁、迷

失、精神空虚、惶惑。这些状况为什么
出现？因为社会发展太快，而个人选
择太多，各种欲望太强，让人无所适
从，无法安定心灵。孟子有言，“行有
不得，反求诸己”，要解决这些困惑，
需要重新审视、反思自身，求助于自
己的文化传统，去做文化上的回顾和
观照。

当欲望超过能力，就会出现浮
躁，犹如一地鸡毛，这时就需要停下
来，静一静，就像《大学》中说的“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传统文化
就像书桌上的镇纸一样，往上一放，
它有分量，纷乱的、飘摇不定的情绪
就给“镇”住了。

■关于传统文化学习：

这就好比吃中药，需要慢

慢调养，不能急功近利

本报记者：有人说传统文化是需
要浸淫其中慢慢品味的，否则只能得
其皮毛，难得精髓，因此教育和学习
时应该以“细水长流”的状态下进行，
您是怎么看的？

王大千：古人讲修养就是这个道
理。要修，要养。修养不是一日之功。
学习传统文化好比吃中药，需要慢慢
调理，不能急功近利，这不是开个会
就可以解决的事，并不能马上见效，
需要结合社会阅历、生活经验去体
会、参悟。《论语》就像健脑补心丸，在
不同的年龄段读起来有不同的感受，
30岁、40岁、50岁去读感悟都不会一
样。这样的学习不能空对空，“学而不
思则罔”，需要身体力行，在实践中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来自传统，回归生
活。

现在我们的人文教育、人格教育
相对缺失，学校太强调传授知识专
业，但缺少思想、理想、价值取向方面
的引导。其实，你看孔子对务实的东
西基本不讲，他不讲专业技术知识，
他看重的是自我的提升和价值判断
力。现在的教育，则是教的多，育的
少。我常说现在的孩子是“有气无
力”——— 有脾气、有娇气、有怨气。无
学习力、无执行力、无判断力。我觉得
年轻人的培养，应该学会四点——— 学
会学、学会听、学会看、学会干，然后
在实践中找到自己，找准定位，找到
方向和方法，成功就是不断的坚守，
只有驾驭好自己，才不会在纷繁的社
会中迷失。

本报记者赵丽专访王大千

孔子文化的精

髓是什么？在社会

转型期，我们能从

中得到哪些教益？

中国传统文化的弘

扬，对于当下有着

怎样的意义？学习、

传播传统文化时，

要注意什么问题？

日前，本报记

者专访中国孔子基

金会副秘书长、《中

国儒学年鉴》主编

王大千，听他阐述

了有关文化传统与

当下的思考。

当下小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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