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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的自觉力

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
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自
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在我的心
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
象的时候；只有在超越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
人才能够对自己有办法。人类优越的力量是完
全从此处来的。所以怎么样让我们心里常常清
明，真是一件顶要紧的事情。

古代的贤哲，他对于人类当真有一种悲悯
的意思。他不是悲悯旁的，而是悲悯人类本身
常常有一个很大的机械性。所谓机械性，是指
很愚蠢而不能清明自主，像完全缺乏了自觉的
在那里转动而言。人类最大的可怜就在此。这
点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明白；只有常常冷眼去
看的时候，才能见到人类的可悲悯。

人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超脱这个不自主的机
械性呢？那就要在他能够清明自觉的时候。不
过，这是很不容易。人在婴儿时代是很蠢的，
这时他无法自觉。到了幼年、青年时代，又受
血气的支配很大。成年以后的人，似乎受血气
的支配较小；但他似乎有更不如青年人处，因
这时他在后天的习染已成，如计较、机变、巧
诈等都已上了熟路，这个更足以妨碍、蒙蔽他
的清明自觉。所以想使人人能够清明自觉，实
在是一大难事。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人
类之可怜在其不能清明自觉，但自今以前的人
类社会，能够清明自觉者，实在太少了。

中国古人与近代西洋人在学术上都有很大
的创造与成就。但他们却像是向不同的方向致
力的。近代西洋人系向外致力，其对象为物，
对自然界求了解而驾驭之。中国古人不然，他
是在求了解自己，驾驭自己——— 要使自己对自

己有一种办法。亦即是求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
能够减少，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
量。中国人之所谓学养，实在就是指的这个。

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
面来动弹，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开发我们的
清明，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我们要建
立我们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

欲望与志气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
的很少。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
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
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的用功，自然不
得其方。也许他很卖力气，因为背后存个贪的
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这样卖力气，却很不
自然，很苦，且难以长进。虽有时也会起一个
大的反动，觉得我这样是干什么？甚或会完全
不干，也许勉强干。但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
书做事均难入，无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
且会自己搪塞自己。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
望，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
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讲，不似从前的严
格；殊不知正在这些地的人，老是搁不在当
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
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
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
成功怎么个样子，这样不很好吗？无奈在这里
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
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讲学，
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
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自西洋风气进
来，反对欲望的话没人讲，是自己骗自己害自
己。

求学与不老

我常说一个人一生都有他的英雄时代，此
即吾人的青年期。因青年比较有勇气，喜奔赴
理想，天真未失，冲动颇强，煞是可爱也。然
此不过以血气方盛，故暂得如此。及其血气渐
衰，世故日深，惯于作伪，习于奸巧，则无复
足取而大可哀已！往往青年时不大见锐气的，
到后来亦不大变；愈是青年见英锐豪侠气的，
到老来愈变化得利害，前后可判若两人。我眼
中所见的许多革命家都是如此。

然则，吾人如何方能常保其可爱者而不落于
可哀耶？此为可能否耶？依我说，是可能的。我们
知道，每一生物，几乎是一副能自动转的机器。但
按人类生命之本质言，他是能超过于此一步的机
械性，因人有自觉，有反省，能了解自己——— 其他
生物则不能。血气之勇的所以不可靠，正因其是
机械的；这里的所谓机械，即指血气而言。说人能
超机械，即谓其能超血气。所以人的神明意志不
随血气之衰而衰，原有可能的：那就在增进自觉，
增进对自己的了解上求之。

中国古人的学问，正是一种求能了解自己且
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与西洋学问在求了解外界
而对外界有办法者，其方向正好不同。程明道先
生常说“不学便老而衰”。他这里之所谓学，很明
白的是让人生命力高强活泼，让人在生活上能随
时去真正了解自己；如此，人自己就有意志，亦就
有办法。

谈学问

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很多，处
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

算学问。什么才是学问？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
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地说，就是“学问
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
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
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就已
够了。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
心中只有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
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
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
他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
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学问的样
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学问家以能得要，故觉
轻松、爽适、简单。和人家讲学问亦不往难处讲，
只是平常地讲，而能讲之不尽，让人家看来很多。
如果不能得要，将所有的东西记下来，则你必定
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不能随意运用。所以说
学问贵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

再则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
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
更不行。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
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
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
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
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这寸铁是他自己的，
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着许多兵器，但与自
己无关，运用不来；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
也。问题来了，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问题的中
心所在，这就是有用，就是有学问；问题来了，茫
然地不能认识问题的诀窍，不能判断，不能解决，
这就是无学问。

成功与失败

没有志气的人，没有成败可说；有志气的
人，没有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不懈的阅历，也

不会懂得成功与失败是怎么一回事。成功是什
么呢？成功是巧，是天，不是我。失败是什么
呢？失败是我，是我的错误，我有缺漏。

一事之成，都需要若干方面若干条件的凑
合。百分之九十九都凑合了，一分凑不齐，便不
成。在这百分中，有若干是需要自己努力的；有若
干是自己努力不来，而有待于外的。而细审之，没
有哪一点不需要自己精神贯注，亦没有哪一点不
有待于外面机会（非自己力所能及）。然而一个人

（或一伙人，或一个团体），怎能没有错误呢？没有
缺漏呢？聪明而晓事的人，早晓得自己大小错误
多得很，缺漏到处皆是。凡自以为我无过者，都是
昏庸蠢劣之极。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巧而已，是侥
幸而已。古往今来，于事业有成者，而其人又聪明
晓事，吾知其于与成功之时必有此叹也。而失败
了呢？则怨不得人。一切失败，自然都是各面不凑
合，什么事本非自己多能包办的。然而失败之由，
总在自己差失处，精神不照处，或是更大的错误，
根本错误。像是楚霸王的“天亡我也”，虽在某时
亦确有此叹；不过，若因此将自己许多错误缺漏
都不算，那还是蠢劣，自己不要强。所以说失败是
我，我值其咎。

《朝话》
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世上本没有江湖，彼此博弈竞技的人多
了，也就形成了江湖。真正精彩的江湖世界，
并不在武侠玄幻小说中，而在真实的商业世界
里。这里不仅有“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般
变化”，还有神乎其技的“读心术”，甚至是
乾坤大挪移。

以柔道为例，它本是源于日本封建时代武
士们练习的一种徒手格斗的武艺，尽管柔道的
动作看上去凶猛，但相对于力量来说，它更强
调平衡性和灵活性，所有的柔道高手都是能最
有效地利用心理和身体能量，巧妙化用他人之
力为自己所用，借力打力是柔道者的最高境
界。

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B.尤费在《柔道战
略》中，将柔道的获胜之道化为商业竞争的三
个关键法则，即移动、平衡和杠杆，以柔道中
的御敌取胜之法隐喻商业世界中的攻防战略，
对小公司的秘密生长、移动式生存、迅速发
展，到成长为企业巨无霸的过程，进行了全方

位的分析解读。
第一个“移动”原则，更适于初创的小企

业，通过“小狗策略”“划定竞争空间”、
“追求快速发展”三个战术，帮助企业渡过生
死难料的婴儿期。这些看上去颇为玄妙的招
术，其实核心点不离“伪装”二字，即在弱小
时藏起自己的发展野心，让别人误以为自己只
是个食草动物，与人无害；在低调发展的过程
中积蓄能量，在大公司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
悄悄发展自己的业务。

平衡原则，可以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保
持自己的平衡，二是破坏对手的平衡。平衡产
生力量，一旦失去平衡，人也就失去了重心和
着力点，变得脆弱无比。商业世界中的博弈者
最忌讳的就是与对手“硬碰硬”，这是一种蛮
力，即使是侥幸获得胜利，也会“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类似于自杀式打法。

在“柔道战略”中，作者更强调顺势而
为，对方推过来就趁势拉过去，将对手的力量

化于无形，甚至是自己露出破绽。“平衡战
术”是商战中保持实力，节省力量的关键。

杠杆原则是柔道战略中的制胜法宝，它可
以帮助大卫战胜歌利亚，把竞争对手的实力变
成你的优势，比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竞争对
手可能形成了重资产结构、建立起了稳固的分
销体系，拥有一众合作伙伴等。这些既是对手
的优势，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化为劣势。

比如百事可乐大战可口可乐，可谓商战案
例经典中的经典。当年，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
基本同时期创业，但经过40年的发展，可口可
乐建立起了稳定的生产、销售渠道，百事却由
于经营不善一度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在穷途末
路之际，百事破釜沉舟向可口可乐发起了价格
战，以同样的价格销售两倍容量的可乐。

此举便切中了可口可乐的要害，可口可乐
即使愿意效法迎战，改变产品规格，却会遭到
来自一千余家灌装企业的强烈抵制，因为这些
合作伙伴不愿改变已有的生产线，庞大的前期

投入钳制了这些企业的手脚，令它们难以转
身。可口可乐曾经的优势，骤然变成了劣势。
在可口可乐慢调整、慢转身的过程中，曾经
“奄奄一息”的百事又满血复活了。

柔道战略仅仅是一个隐喻，用以生动形象
地阐明商业世界中的战略与战术，假如将其换
成四两拨千金的太极功夫，相信也有异曲同工
之妙。精妙的武术，总是源于对人身体、力
量、精神的深入理解，以己之长攻彼所短；而
商家的精妙“武功”，也必是来源于对自身、
竞争对手以及市场的深刻洞见。总之，商业世
界里藏着大千万象、人情世故，只要不被商业
创富神话耀眼的光环所蒙蔽，我们总能在商业
江湖中，看清那些“阴谋”与“阳谋”，在移
动、平衡和借力打力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立
足点和突破点，成为商业江湖中的长胜将军。

《柔道战略》
[美] 大卫·B.尤费 著
中信出版社

明了作家九妹的品性，大抵便能明了她的
《古画之美》的意旨。因是作家，本书属于随
笔体裁，重文学性、重个人感悟，非学术性的
美术评论。因长久地浸淫古代的书画，九妹的
文字玲珑芳菲，自有闺阁女史的脉脉韵致。

《古画之美》共十二章，分别冠之：柳月、花
月、桃月、梅月、蒲月、荷月、兰月、桂月、菊月、阳
月、葭月、腊月。每位画家皆采用四字归纳。比如，
第一章叫作“柳月 |西河柳花”，写柳如是。为求直
观，我直接唤名，分别为：柳如是、徐渭、与谢芜
村、神僧牧溪、金农、八大山人、郑板桥、苏轼、石
涛、髡残、罗聘、唐寅。

以花卉逐一命名月份，是一种古典的风
俗，可见九妹之复古倾向，之细腻婉约，如此
对应工整、力求对仗，虽偶觉勉强，细细咂摸
各位画家的风骨，大半还是恰当的。比如，九
妹把唐寅放在了腊月。初看略突兀。怎以“梅
花三弄”比喻唐寅呢？唐寅自号“桃花庵主”
呀。

此章并非单写唐寅。九妹以张岱的梅花书

屋落笔。因为追溯梅花书屋的由来，九妹读到
张岱说：“或问臣画何以不如伯虎，太史曰：
‘但少伯虎胸中数千卷书耳。’”张岱为何这般推
崇唐寅？二者因梅而结缘。唐寅画过一幅《梅花书
屋》，且有《折枝墨梅图》等作品。张岱见画而倾
心。九妹以梅之洁逸牵连两位画家落魄飘零而又
孤傲不坠的气节，接着把墨梅的绘画传统上推至
南宋马远，马远亦绘有《梅花书屋》，一剪梅花、几
代芬芳，兼议林和靖梅妻鹤子的生活，下移论及
张充和“梅花似我”的一方印章。如此一来，梅花
书屋不仅是为文人遮风挡雨的一爿屋舍，还参与
了更广泛的文化发展的框架之中。

掩卷回顾，九妹心中有情结。她任性地将
笔墨几乎全给了晚明清初。这个时期意味着怀
旧与失落，意味着闲雅风流如云散，意味着哭
之笑之的癫狂自由。中国历史有规律，每到王
朝末世，严格的秩序就会被打乱，那些极具个
性的人物跑了出来。晚明尤甚。柳如是以儒巾
长衫河东君之面貌颠倒众生，徐文长以汪洋恣
肆怪诞作风行走人间，金农、郑燮以卖书鬻画

打破文人的清高，罗聘以鬼画形塑哀苦世道，
髡残、石涛的僧画浸透繁华如梦转头空的悲凉，
八大山人以白眼嘲世情的姿态铸造孤伶画魄。

在明清时段之外，三个特例，他们在骨子
里仍是相通的。原来苏轼也爱画竹，“喜气与兰，
怒气与竹”，《潇湘竹石图》此名颇令人遐思，“月
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九妹轻诉苏轼和三
位妻子的情意，大文豪有真性情。牧溪为南宋画
僧，时值日本幕府统治，牧溪画作空灵清寂的禅
意，传至东洋，成为“枯山水”的审美趣味之
缘起。与谢芜村，东瀛18世纪的俳句诗人与大
画家，观其画《武陵桃源图》，隔江望海，亦
传递着诗画同源的中国风味。

从视域选材上，《古画之美》其实是《中
国文人画之美》。因其体现的就是中国文人画的
审美情趣。九妹的行文气质，温婉中不失爽落，畅
言人物品藻之道，也有晚明的遗风流韵。

《古画之美》
九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人，总会从他的字里行
间，读到诸如：孤独、恐惧、绝望、威胁、谎
言、审判、衰落、毁灭、死亡等字眼，这些文
字像暗夜的幽灵一样游荡在他的作品中，几乎
构成了他作品的全部主题。为什么会这样？

在卡夫卡短暂40年里，似乎从来没有看到
他生活的明丽，或者说亮色，那怕是一抹。

卡夫卡是犹太人，出生在布拉格，这为他
打上终生的烙印，成了他永恒的标签：犹太人，布
拉格，仿佛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石与西斯弗斯，彼
此成为互为手足的坟墓。卡夫卡生活在无处不在
的痛苦和矛盾中，家庭、父母、工作、恋爱、疾病，
这一切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宛若城堡的迷
宫，任凭他左扑右突，就是出不来，无可奈何只
能是“活着死，死着活”。

他的惨败可以说无处不在。包括他与四个女
人的交往。在与女人的交往中，也有过诗情画意，

诸如在森林里草地上为米莲娜朗诵诗歌的浪漫
和激情，但是这些带着爱情珠露的甜美终究抵
挡不了恐惧的折磨，最后只能灰飞烟灭。

再看他与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疏离和恐
惧，导致他在最后病重之时，也不愿意将真相
告诉父母，不愿意让他们来到身边。

还有那家职工工伤保险机构。每天一成不
变的日程，繁重的工作，使得这个机构成了
“令人绝望的合法的阴曹地府”；最后，19世
纪西班牙的流感导致他在黄金小巷的出租房里
吐出第一口鲜血——— 肺结核病，这场疾病把他
推向“整体上的破产”。这种种因素的叠加，
使得卡夫卡的世界，成为“一个禁欲者的时
代，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冰冷的时代”。

然而，这也许正是他的魅力所在，正如加
缪说过的一句话：“在一出好的悲剧里，所有
的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卡夫卡的不

幸，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对这个世界灾难性的
独特认知；卡夫卡在作品中消化了他的惨败，铸
就了他不朽的私人神话，成就了“一个写作的时
代”。他于柔弱中反抗，在死亡中永生。

从这部传记中还读到，卡夫卡内心力量的
强大，其力量远远大于外界向他施加的各种压
力；他严格地遵从自己内心世界法则，创造自
己的精神生活。

卡夫卡的好友、编辑他著作的勃罗德对他
的评价很准确：“你幸福地处于你的不幸之
中。”种种不幸，恰恰成就了卡夫卡私人的神
话——— “卡夫卡的小说展示的是一个充满幻想
而又一丝不苟、严密真实的世界，将会成为永
恒的诱惑留在地平线上”。（萨特语）

《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
【德】莱纳·史塔赫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故事以
格林生命中一段真实的经历为原型。格林在42岁
那年和30岁的凯瑟琳相恋，凯瑟琳是六个孩子的
母亲，她的丈夫亨利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有前
途的政治家。凯瑟琳和格林一见钟情。两人第一
次一起吃饭时，点了盘“牛排洋葱”。洋葱是爱情的
暗号，有丈夫的女人不愿意吃洋葱，担心回去吻丈
夫的时候被厌嫌。凯瑟琳则大大方方点了洋葱，格
林被她的坦率所打动，在那一刻爱上了她。

凯瑟琳和格林相恋，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知
道，格林常常来夫妇家做客，而夫妇也并未分房
而居。凯瑟琳还常常陪格林旅行，她会写信给丈
夫报告自己的行程，分享旅途中的快乐。而丈夫
的回信则会说：“你肯定很高兴，意大利也肯定
很有意思，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能与自己喜欢的
人在一起太好了，希望格林也一切都好……”

格林发狂地嫉妒着凯瑟琳的家庭，而凯瑟琳
却丝毫不嫉妒同样有家庭的格林，不肯嫉妒他的
过去，或者他会有的将来。这让格林更加愤怒，
“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算爱情的深浅。根据
这个标准，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在格林
和凯瑟琳的关系中，爱、恨、妒忌、绝望、占有、厌
恶、迷恋、猜忌，一刻不停地交互出现，甚至同时存
在着。或许亨利看似软弱的包容才是正确的，凯瑟
琳从未真正想过离开亨利，他才是真正的胜利
者。爱是暂时的，温情与安全感最终会代替它。

凯瑟琳最后生病住院，直到死去，格林都没
有去看过他，只有丈夫亨利一直陪在她床边。

凯瑟琳死后，丈夫亨利给格林写信，信中
说：“你不应该自责，当然，你给我带来痛苦，
但是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
呢？你也带来过快乐，人生是很难简单地做一个
加减法的。但是你给了凯瑟琳别人无法给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能说这东西改变了
她的生活，但是却可以说让她变成了一个情感更
为深刻的人……”亨利感谢格林，甚至感谢格林以
令人难以接受的坦诚写下了他们三人的故事。

生活与作品，很难分清楚谁为因谁为果。有
才的人总是很多情，他们写下奇情曲折、不可思
议的故事，而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报应一
般，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人生也会随之而来。

《恋情的终结》
格雷厄姆·格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速读:

梁漱溟:何谓理想的生活态度
□ 杨朗 整理

商业世界里的武侠江湖
□ 胡艳丽

卡夫卡，属于世界的“私人神话”
□ 宋舒白

行间笔墨，画中意趣
□ 林颐

■ 新书导读

恋情的终结
□ 蒋方舟

梁漱
溟先生的
《朝话》
自1 9 3 7年
首次问世
以来，至今已再版11次，其魅力何
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为什么
还要再读这本书？

《秘密》
【美】大卫·普莱特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头顶桂冠的诺奖得主们，他们中多少人
有过被监禁、被流放或经受战争磨难的悲剧
经历？有人会拒绝诺贝尔奖吗？本书通过对
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研
究进行分析，为我们开启了探索人生哲学的
大门。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美】盖伊·特立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被誉为全世界特稿写作者的典范。
他融会短篇小说文学语言的早期实例，其技
巧和水准至今为后来者追摹。

《紫禁城的荣光》
【日】冈田英弘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支那”是如何将满洲、蒙古、西
藏、新疆等周边地区统一起来的？14世纪
后半叶元朝的北徙与明朝的崛起，直至19
世纪初清朝的盛极而衰，亚洲激荡的450年
尽在本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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