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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这么多书干吗

90后缘何要叹“人到中年”强词有理

宋江的小智与大愚

读 史 札 记

云梦之芹
知食分子 坊间纪事

无花果殇

为自己“松绑”

时尚辞典

心灵小品

□ 董改正

在所有的芹菜里，我最爱水芹。这是野
菜，常丛生于沟汊渠泮的浅水处，簇簇青绿，
与周遭的枯黄截然成比，越发显得青绿可
喜。但水芹真正好处，在于它独特的野香。

这种气息和味道是栽培不出来的。必须
是野的，必须是它爱呆的地方：那地方安静，
流水汩汩。必须任其生长不作催促，香是一
点点地摁进去的，散发出来就回味无穷。香
芹带个“香”字，遇到水芹，那是要惭愧的；这
还算好的，美国大芹菜高大得像剑兰，皮薄
肉多，香芹遇到美芹，就像宝玉遇到秦
钟———“给比下去了！”美芹适合榨汁，保健
行业极力称赞它针对高血压、疏通血管的功
效，我也喝过：居然有点咸，很是奇怪。

可是当美芹遭遇水芹，同样会惭愧无
颜。人都说“气质”，水芹可谓有气质者矣。先
说模样，水芹对美芹，那是青春少女对剽悍
女汉子；再比气味，水芹香远益清，回味无

穷；美芹的芹菜味，是要贴近才能闻到的；再
比质地，美芹即使是嫩的，茎干外层也有纤
维包裹着，而水芹没有，正当年华的水芹，就
是江南的少女，怎会有一点皱纹？那么比营
养或疗效吧？行。除了有治疗高血压的疗效
外，《本经》说：水芹“主女子赤沃。止血养精，
保血脉，益气，令人肥健嗜食。”《千金·食治》
说：“益筋力，去伏热。治五种黄病，生捣绞汁
冷服一升，日二。”《本草拾遗》说：“茎叶捣绞
取汁，去小儿暴热，大人酒后热毒、鼻塞、身
热，利大小肠。”还有很多，看看，并不输于美
芹。当然这要是野生的水芹才好。

水芹的味道太美了，没吃过的人不能
称食客。美到什么程度？《吕氏春秋》说：“菜
之美者，云梦之芹。”春耕累了，要犒劳一下
自己，吃什么？苏东坡说：“烧芹煮笋饷春
耕”。芹菜不挑作。素油炒，香；切段炒白干
子，青白干净，令人怜爱，香；炒肉丝，腻腻
油光，惹人生津；红辣椒切丝，水芹切段，肉
丝炒出，味鲜色美——— 穷有穷的吃法，富有

富的吃法，都味美。于是，有个野老突发奇
想，想把这道他认为吃过最好的菜献给他
的王——— 不知国王尝过之后，会不会眉头
挑动，大叫一声：“好！”龙心大悦，赐给他一
点黄金使使？

水芹的资格老了。《尔雅》里它叫“楚
葵”，周处的《风土记》里称：“萍苹，芹菜之
别名也”，还有叫蕲菜与水英的，诗歌里雅
称为“鹅管”，而扬州人称它为“路路
通”——— 因其茎干管状，中间通畅，故名，庶
几可以解释《诗经》对水芹的提及：“思乐泮
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戾”
就是莅临，“旂”是指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
这几句的意思是：“泮水令人真愉快，来此
采摘水芹菜。鲁侯莅临有威仪，看那龙旗多
气派。”这可不是举行采芹比赛。那时读书
人得中了，到孔庙祭拜时，便在泮池采些芹
菜插在帽上，久而成俗。坐落在泮水之边的
泮宫，是鲁国的学宫，后世雅称“芹泮”———
读书取仕，路路畅通，也是一种祝福吧。

芹一般用来做女人的名字，但也有男
士用的，最著名的应该是曹雪芹了。曹雪芹
原名曹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耐
寒道人。阮是指阮籍，其为人性格孤傲，藐
视礼教，愤世嫉俗。曹霑恨不能生于同时，
故名梦阮；“芹圃”“芹溪”显示的是田园风
光。这些都表现了他不愿与当局合作、宁愿
归隐的志趣。

“雪芹”先是与饮食有关。曹雪芹爱吃
“雪底芹菜”这道菜，此菜见于苏轼的《东坡
八首》：“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
动，春鸠行可脍。”这是表层意思；因为采芹
是表示得中，而曹雪芹不愿为“国贼禄鬼”，
便以不祥的“雪”字压住芹字，一辈子誓不参
加科举，不攀附达官贵人，犹如雪底芹芽。如
此决绝，是愤慨，是失望，还是控诉？

保有自我的曹雪芹，在自己寒冷而孤
寂的生命里，清洁高蹈，隔岸观火，终于用
他独具魅力的芬芳文字、高洁情怀和深邃
思考，感动了后世，留下了永远的芹香。

□ 傅绍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天下
闻名的梁山好汉，已经随着岁月远去。八百
里水泊，也早已失去当年踪影。梁山多少
事，都留与后人评说。

《水浒传》记载的梁山水泊，“山排巨
浪，水接遥天”，“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
圆八百里”。这片水域，描写的是山东的东
平湖一带。东平湖周围，群峰环立，南为梁
山，西为金山、困山、腊山，北为九顶莲花
山，东为蚕尾山。东平湖湖心位置，有一座
聚义岛，又名土山岛，还叫无影山。梁山好
汉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上梁山之前，藏身于
此，并在岛上密谋起义大计。传说晁盖在岛
上养伤时，宋江曾向他提出招安一事，当时
晁盖大怒，发誓说宋江招安以后，“我尸不
还乡，长留孤岛”。《水浒传》中有诗说：宋江
泣泪五十里，无影山中祭天王。

今日梁山，只是平原上孤零零的一个
小山头，不见水的影子。在东平县，新建了
一座规模宏大的“水浒城”，还能看到一大
片水域，传说为当年水浒英雄演练水军之
处。水泊梁山是否真像小说描写的模样，其
实难说。历史上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包括宋
江这个人物，和小说描写的相去甚远。

《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淮南盗宋江等
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
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张叔夜传》
说：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
锋。《东郡事略·侯蒙传》说：江以三十六人
横行河溯，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
人。关于起义的结局，记载不一，有的说被
招降，有的说被平定，有的说招降后还被利
用去讨方腊，宋江被封为节度使。《水浒传》
取的是接受招安一说，与作者所处的时代
背景有关。因为当时是异族统治，作者的心
是在大汉正统。许多人品评水浒人物，也是
以小说中的形象说事。《水浒传》中的宋江，
到底该如何评说？

宋江上梁山之前，是一个小官吏。他上
梁山是迫不得已，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只待
朝廷招安，日后可以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小说中这个介绍，是为他最后接受招安作
铺垫。实际上，出身和愿望虽然重要，却不
一定决定一个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政治
人物行动的取舍，往往取决于实力和利益。

梁山有晁盖在，事情好办。因为晁盖是
打江山、创基业的人，一般没人敢和他叫
板。晁盖死后，梁山由宋江接班，事情就很
麻烦。首先，晁盖当年初创梁山事业，并没
有什么远大志向。他们几个人智取生辰纲，
不过是借着乱世，发一笔横财，事情败露，
不得不上梁山。这个底子打得就不好。第
二，宋江的威望，在一个“义”字。他“济人贫
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人称‘及时雨’”，
这可以将那些出身社会下层的头领聚拢在
身边，像李逵、武松、阮小二、阮小五、阮小
七等。但是，这个地位并不稳固，因为梁山
上还有一股更大的势力。第三，梁山上更大
的势力是出身上层的将领。随着梁山事业
的发展，梁山上的政治力量已经发生根本
变化。主要头领中，官吏、军官的比例越来

越大，卢俊义、林冲、杨志、柴进、呼延灼、关
胜等等，本事很大，占据要津。这些人都是
被逼上梁山，他们在梁山是暂且栖身，随时
等待机会接受招安，希望创造机会被招安，
有些人因兵败被俘归顺梁山，也是以将来
归顺朝廷作为条件。可以说，要求招安的势
力已经占据上风，这是必须面对的严峻现
实。宋江最明白这一点。在平时，他利用一
切机会以一个“忠”字拉拢这一批人。晁盖
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举起招安
的旗，是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之后作出的
选择，这既可以发挥他原来“义”的优势，聚
拢住出身下层的头领，又可以用“忠”的旗
帜，笼络住出身上层、心在朝阙的头领。从
策略上讲，这是宋江的智慧。

毛泽东评《水浒传》，说宋江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接受招安，宋江一下子便成了反
面角色。反皇帝就好，不反皇帝就不好？完
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
义，从陈胜、吴广，到明末的李自成，也不是
开始就反皇帝，皇帝毕竟离他们太远了。他
们造反，影响到朝廷，朝廷派兵镇压，才和
皇帝挂起钩来，可能才慢慢反起皇帝来。反
皇帝做什么？都是盯着皇帝的宝座。造反成
功了，他当上了新皇帝，历史便又一次重
复。直到近代的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之后，
还要来个复辟，又回头当了皇帝。所以，反
皇帝的起义领袖和不反皇帝的起义领袖，
没有谁高谁低，半斤八两而已。

问题的关键是招安。招安只能当成策
略，决不能真做。晁盖是坚决反对招安的，
虽然许多降官降将会和他离心离德，他也
感到了这种威胁，他开始很看重宋江，宋江
初上梁山，他还要让他坐第一把交椅，其情
相当诚恳，但是，宋江要招安，晁盖的态度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在身负重伤、弥
留之际，晁盖留下遗嘱，谁捉住射死他的人
谁就当梁山泊主，这是在堵宋江的路。晁盖
坚决反对招安，对梁山事业、对个人安危，
都是明智之举。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被招安
者，都没有好下场。尤其是被招安队伍的头
领，更是人家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
快。除非像蜀汉的刘禅那样，装傻装到乱
真，才能苟且偷生。晁盖不一定熟读历史，
但世事却是看得相当明白。

宋江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
谋”，其实智不如晁盖。他举招安的旗，也行
招安的实。接受招安之后，去打方腊，梁山
一百单八将，死的死，伤的伤，硕果仅存三
十六员正副将佐。就是这个结局，朝廷还不
放过，接受封官的，没几个有好下场。宋江
自己，被一杯毒酒了结了性命。这是宋江的
大不智，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像后来的起义
军，就变得聪明起来了，形势所迫，或者到
了穷途末路，就来个假招安，借以赢得喘息
的机会，发展壮大力量，手里的军队是不会
交出去的。这样的被招安，就有利无弊，
可进也可退。

□ 许民彤

近年来，舆论中对于“青年”该如何界
定的争议不断，各种版本的年龄划分甚至
出现了“数据打架”。此外，互联网上，诸如
有80后感慨“老年危机”、90后自叹“人到中
年”，青年一代频频感叹“未老先衰”。年轻
人何以要“叹老”？

想来，这一是源于生活的压力，例如很
多青年人在房贷、职场竞争、育儿养老等压
力下，变得暮气沉沉。一位在欧洲读完硕士
的年轻人，回国一年多，在父母的帮助下买
了房，但往后房贷要还，职业规划模糊，至
今单身未婚，他感慨自己遇到了所谓的“中
年危机”。

这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原因。很多年轻
人频频“叹老”，更多的是源于这个时代和社
会的大环境。今天，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人生游戏”里高级玩家
和菜鸟的距离，它屏蔽了成功人士付出的成

本，直接告诉所有人成功的结果是什么样
子。尤其是社会上吃香受捧的庸俗成功学，
更加深了一些年轻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受这
样的大环境影响，一些年轻人遇到工作不顺
心、感情不顺利、事业不成功时，便会产生沮
丧感，“叹老”就是这种心理情绪的发泄。“90
后说自己老了，不仅针对年龄，更多的是心
态上的自我嘲讽，这种自嘲来自对一些现实
状况的无力改变。”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低落的情绪和精神衰弱的状态。

2016年5月4日，联合国官方发布微博，
对“青年”进行了定义，“青年”是年龄介于
15岁与24岁之间的群体。如果按照这一定
义，90后显然属于“中年”群体。但是，对于
联合国的“青年”的定义，很多青年人看得
还是非常客观和豁达的。在他们看来，“青
年”与否，更多是心态差异。不管是青年、中
年还是老年，相对于精确的年龄区分，更应
看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那些奋
进打拼、饱受挫折但仍不懈追逐理想的年轻

人说，“有的人也许可以一辈子当青年，我愿
成为这样的人。”这不禁让我想到尼采说过
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年轻时就老了，这是因
为这些人的心灵先老，精神先老……年轻抑
或年老，时间岁月只是一个客观限定，只要
心灵不老、精神不老，生命就是年轻、永葆青
春的，就是充满朝气、美好的。

今年5月4日，某网站文化频道搞了一个
“追忆青春，你对‘年轻’有何忠告？”的青年
节策划。其中参与的，有曾经“童年时为补贴
家用糊火柴盒、大学期间去工地打工挣取学
费”的外科医生；有曾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
生”的退休教师；有“至今已经站了41年柜
台”的百货商场售货员；有创业成功的企业
董事长；有普通的公交车女司机……他们寄
语年轻人，“给自己一些压力，精神和肉体上
的苦都要吃得了”“要多去泡图书馆，利用好
大学时光”“任何岗位干好了都能出成绩”，
对“年轻”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青年之字典，无

“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
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身自由之精
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
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为世界进文明，为
人类造幸福，以青年之我，创造青春之家
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5年《新青年》
发刊词昭告，“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
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
之时期也。”这才是“青年”的定义，没有“暮
气”，没有“中年危机”之叹，更没有“未老先
衰”的失落，所以，80后感慨“老年危机”、90
后自叹“人到中年”……云云，不仅违背了
青年义务和人生责任，更似乎有作秀之态。

无疑，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激烈变动的
时代，我们的生活常常处于矛盾和焦虑之
中，因此，寻找我们的生命和精神的原动
力，发现和理解生存、生活的意义，便成为
年轻人走出心理冲突、拒绝过早叹老的一
个重要抉择。

□ 林 平

我是轻易不赌咒发誓，发表
什么“严正声明”的，因为这样
的誓言，十有八九是要落空的，
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终是“思
垂空文”的事。

什么叫做“陪绑”，这事还
须费些商量。父亲在世的时候，
曾说起一个“陪决”的故事。战
乱年代，临淄曾有个徐团，团长
杀人不眨眼。有一天拉着队伍来
到我们村，把村里几个招嫌疑的
人绑上推到淄河边。被绑的人不
知道这次是谁死，都吓丢了魂
儿。末了尘埃落定，没有死的
人，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安在脖子
上，裤裆里却早已湿透了。这些
被放过这条命的人，便叫做“陪
决”——— 大概是陪着人枪杀的意
思，也是杀一儆百。枪口抵在后
心上，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
命，这也就是徐团心狠手辣，让
老百姓切齿的地方。

陪绑，绑绳却往往是自己捆
上的。比如，我参加过几次评
奖，连续两次，初步入围的名单
上都有我的姓名，但关键时刻掉
链子，总是在一锤定音的时候，
我被“拿下”。大概是我的作品
不合评委的眼光，或者有更深层
次的原因，比如成见——— 成见害
死人不抵偿。谁能做文昌帝君，
看来也真值得思索。有朋友善意
地提醒我：也该好好总结总结。
可是我已受够了！最近的一次
“名落孙山”——— 这个孙山可不
是考状元时的探花也，而是某文
学奖的评比。我本已看开，不拟
掺和，可是一个师友打来长途电
话，他非常看好我的若干篇散
文，认为很有分量，鼓励我不要
丧失这个机会。盛情难却，我不
能无动于衷了。

我的头皮不好。头皮不好，
在吾乡是“运气不好”的代名
词，这是我积多年教训取得的经
验，所以对获奖不抱多大希

望——— 名单出来了，果然不出我
所料。我又一次名落孙山。孙，
吾乡俗谚，意为“孙种”、“受
气包”，是总被人欺负的人。

我想，也不必从中找什么原
因了。

关于文学奖，中国的鲁奖和
茅奖，每次落幕，总要引起一阵
喧嚷。大名鼎鼎如阿来，也因为
某次大奖与他擦身而过，忍不住
站出来说了几句话，对评奖的公
正性提出质疑。我一无阿来的勇
气，二无阿来的名气，又何必太
认真呢？

我也不必发表什么声明，纸
上的声音终究是微弱的。有人听
我在这里呶呶，大概也会用“酸
葡萄理论”来论定我。我只有唯
唯。

吴敬梓曾是金陵年少，家中
颇有田亩。可他不是一个置家业
的人，他仗义疏财，结交很广，
千金散尽。一部《儒林外史》，
有他多少血泪！我很欣赏这部书
的开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
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
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
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
误。浊酒一杯沉醉去，水流花谢
知何处。”

吴敬梓的阐释，可谓画龙点
睛：

“这一首词，也是个人生常
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
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
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
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
个是看得破的！”

看官，你“看破”了吗？
“看开”了吗？今天发下“不陪
绑”的誓愿，明天见了评奖的机
会，会不会照样难脱窠臼，舍着
性命去求？“凤止高梧，虫吟小
榭”，这意境是好，世上有几人
可当得？“伴药炉经卷，自礼空
王”，要臻此境，更需一番修
为。

□ 杨 理

我搬过许多次家，每个家都
有不同的特点，时间维度不同，
空间维度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
同点——— 门口都种了无花果树。
这种植物自带神秘感，据圣经旧
约所述，亚当和夏娃偷吃的智慧
果就是无花果，并不是什么涂着
一层蜡的红蛇果，他们的第一套
衣服目测也是一片对称的无花果
叶子。

虽然，“智慧树上智慧果，智
慧树下你和我”。可我吃过那么多
无花果，并未感到智慧上有一点
点成长。爷爷家有两棵无花果树，
前院一棵，后院一棵，两棵都长得
无法无天，一年中有小半年果实
累累，使得我从小就没选择，味蕾
深受其累。通常是新鲜的吃不完
就冰冻起来，一年四季都有冻得
硬邦邦的无花果吃，每次从冰箱
里取出来，用水冲一下，就可以轻
易地剥掉皮。整个儿放到嘴里（它
长得就是一口一个的大小），含一
会儿，会冰得牙疼，随后神经痛蔓
延至脑袋导致偏头疼。

吃多了这个东西，就会有抵
触心理。直到今天，每当夏秋季节
回家，十次有九次会听见妈妈说
爷爷送来了无花果，我往往会摆
摆手说，先冻起来吧。随后就让它
们沉睡在冰柜底部，差不多得到
春节收拾冰柜时才有机会露头。
尽管对这种植物有心理阴影，但
奇怪的是每次搬家时，我都会很
自然地从旧家的无花果树上折几
枝插在新家门口，只消浇点水，过
不了多少日子，就会看到大部分
的枝杈，长出了新芽。

老一辈总说，“小树要勤打
杈”，我隔一阵也要给它打杈，把
笔直树干上萌生的刚露头的小枝
杈全部撸掉。我承认我是喜欢它
叶子受损时流出的白色汁液，那
玩意又黏又白，粘手上就沾灰，还
很难洗。当时我还没文艺到思考
这是不是它流的眼泪亦或是它白
色的血液。总之，它们在我的悉心
照料下都长得又高又壮，通常不
到两年就开始结果子，而我对它
们的责任也一直延续到再一次搬
家为止，那时的我会带着他们的
一部分，去新的地方重新长出一
个新的它。

但是，最近一次搬家没有再
种。因为爷爷把其中一棵近四十
年的，我所栽植的那些无花果树

们的祖宗给扔了。主要是嫌它长
得太高大繁茂，已经遮到三楼的
阳光了；还有的邻居嫌它结的果
子引来大量的灰喜鹊啄食，叫声
吵得他们睡不好觉。而我私下以
为，是他们实在是吃够了每年送
给他们的巨量无花果。但为什么
非得把它扔掉呢？那棵老树的存
在多少有点寄托回忆的感觉。它
的儿孙，亦或是它自身的一部分
被我带到了这城市的各个角落，
但它们再也找不到本来的自己
了，它们的出发点已经不复存在，
我也失去了带它去远方的权利。
也许，对于见识过一切的它来讲，
回忆太过沉重不切实际，不如更
好的采光和空间来得实在。

我看到过那棵树被掘出地表
铲尽根系的模样，就是粗粗的一
根木头，不会呼吸不会光合，算不
上粗糙也并不平整，既看不出它
是什么树，也不知道能长出什么
果实，更看不出它当年有过的茂
密与葱郁。它被放在院子里曝晒
多日，随后丢在垃圾堆里，最后坐
着一趟垃圾车，消失了。

我小的时候玩土，曾在那棵
树下挖出过一颗子弹，它装在锈
蚀的铁盒里，是一颗底火完好的
完整子弹，口径很小，一看就是老
式栓动步枪的子弹。我只知道这
棵树在我的记忆里活了几十年，
但没有谁知道这颗子弹究竟在这
里埋藏着倾听了多少年。

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我曾
经的家如今变成广场，我很好奇
那些生活在被拆房屋门口的无花
果树的子孙们流落何方，冰柜底
部不经意间散落出的几颗属于它
的果实，却无法确切地证明它的
存在。我也是偶然看见街边贩售
的，绿色果皮红色的果肉的它的
近亲，才知道它紫色的果皮白色
的果肉也算是特立独行。

人类有落叶归根的祖训，但
似乎早已忘记自己的根究竟是什
么。而植物们总是欣欣向荣，向着
日光照射的方向竭力生长。它们
在某些方面进化得比人类好得
多，希望植物占领世界消化人类
的时候，它们的首领可以看到这
篇对它们歌功颂德的文章，给我
一个制造二氧化碳的机会，别让
我成为简单粗暴的花肥，毕竟我
体内含有过高的尼古丁和乙醇，
会严重阻碍它们的生长，或用那
颗我又埋回去的子弹，给我一个
痛快。

□ 姜炳炎

1985年7月，季羡林写了《我和书》
的文章，说出了对书籍的喜爱以及自己
的困惑。

季羡林坦言：“古今中外都有一些
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
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
快乐，给人以希望，但也能给人带来麻
烦。”

1976年唐山地震时，有人警告季羡
林，说他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
况，书城将会封锁他的出路。尽管这种
万一的情况没有发生，但季羡林看看填
满了几间房子的书籍，“初极狭，才通
人”，着实有点后怕。

随着时间的推移，季羡林的藏书越
来越多。不少到家中维修水电的师傅吃
惊地说：“这样多的书，不仅从没见
过，而且还未听说过。”接着问：“你
要这么多书干什么？”季羡林一下子回
答不出来。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给季羡林调整
了住房，7间居室，其中6间外加走廊都
堆满了各种文本的藏书，直至书房、卧
室、会客室成了三位一体，据估计藏书
多达数万册。

不少年轻人看到季羡林的藏书，瞪
大了吃惊的眼睛问：“这些书你都看过
吗？”季老先生坦白承认：“我只看过
极少极少的一点。”人家接着又问了那
句话：“那么，你要这么多书干吗？”
季羡林同样愣住了。

对于这个疑问，他伏案沉思，得出
了三个理由。一是爱书人都喜欢书，自
然多多益善。二是真正进行科学研究，

目前的藏书还远远不够。三是对于常人
来说，自己搞的语言学、史学、东方文
学等方面有点怪、有些偏，乃至于全国
还没有任何图书馆能满足需求。有的题
目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
搁浅，抽屉里面就积压着不少这样搁浅
的稿子。因而只好想方设法充盈和丰富
藏书。想到这三个理由，季羡林释然
了。

2007年初，著名学者梁衡专访好友
季羡林老先生。闲聊时，梁衡特意请
教：“您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梵
文、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听了
疑问，９６岁高龄的季羡林肃然答道：
“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只问精
不精。”

听完这话，梁衡感触和思考了很
多，自言：“季老先生一语如重锤，敲
醒了我懵懂的头脑。”随后，他写了
《不问用不用，只说知不知》的文章。

梁衡这样写道：“真正的大师治学
时不问有用无用。因为学问就是对未知
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
重。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
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
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
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这些以学问为乐
趣，为人类不断扩充知识边界的人是最
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他们在探知过程中
所表现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治学态
度和做人准则，对后人来说比他们提供
的知识还重要。”

“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
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这就是
季羡林爱书的真实原因，这也是老先生
走出困惑、不断超越自我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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