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飨士斗权臣

时光荏苒，而今孔丘跟随师襄老先生学琴已
有一段时日。目前，孔丘无论是琴艺，还是对人生
的感悟都精进不少。

师襄子抚摸着一架古琴说：“季武子前些天已
过世，季平子想要招揽鲁国士人的心，借宋国南子
父女来他家，开个飨士之宴。”

飨士是国君或卿大夫款待国中士家子弟的宴
会，只有国中的贵族子弟和有本事的年轻人才能
被邀请出席。孔丘心中一动，若能参加这个飨士
之宴，自己以后也就有更多机会施展才能了。

想到这里，孔丘对师襄子说：“先生，我也
想参加。”师襄老先生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飨士那天，季平子府第好不热闹。然而，府
中的礼乐之声，却让孔丘惊诧不已。

正当孔丘惊异之时，阳虎恰巧从这经过。上前
看着孔丘，一脸嘲笑的表情：“你干吗来了？”

孔丘神色自然地说：“得知季孙大人飨士，
我来赴宴。”

阳虎大声吼道：“看来是想进来混顿饭，那
你早说啊！”

阳虎这一嗓子，连季平子和南子姑娘都给吸

引了过来。
孔丘正色说：“这里面传来的乐声，当是

钟、鼓、磬三种乐器所发出来的金奏之声，想来
乐舞配上的应该是八佾之阵了。”

阳虎说：“呸！那又怎样？”
孔丘说：“周礼规定，大夫和士只能用鼓，

天子、诸侯才可用金奏。乐舞有礼制，天子八
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季孙大夫家里飨士之
宴，用天子礼乐，这是越礼之宴，只有乱臣贼子
才会参加！我才不要参加呢！”

听完孔丘的话，阳虎气得发疯，伸手要拔
剑，这时季平子走过来，按住了他的手。

季平子冷冷地走上前，对孔丘说道：“今天
是我家大宴，不跟你计较。你懂得这些礼数又有
何用？我爱怎样就怎样，你又能怎么样？别以为
你今天进来了，就不是五父之衢曲阜阙里那个没
爹的私生子了！”

孔丘闻此言，如五雷轰顶，站在那里一动不
动。

宋地情缘

落英缤纷，瑟瑟秋风越发有些冷了。孔丘、
曾点、冉耕背着包裹，行走在去宋国的路上。

原想六艺之学，已有小成，将来可以宏图大
展。而鲁国乡射的夺魁，季平子的飨士宴，却没
有带给他半点仕途发展的机会。权力究竟真的能
够决定天理吗？孔丘决心问个究竟。他要走访天
下名师。

来到宋国，没有任何亲人朋友可以投靠，幸
而得师襄老师引见，住在亓官家里。

“三位从哪里来？”一位儒雅的老者微笑着
问道。

“我们从鲁国来，是师襄老先生介绍来的，
多有打扰！”孔丘施了一礼，答道。

亓官伯略微有些迟疑。
孔丘心想，这次远行没带任何信物，想必老

先生有些疑惑。于是上前道：“老先生也喜欢古
琴，能否让晚辈为您弹奏一曲？”

也许琴声就是最好的信物。此时，一位美貌
的姑娘也被这美妙的琴声吸引过来，这女子看到
孔丘，略微有些诧异，大眸子闪了几下，透出一
丝微笑。这位姑娘就是飨士宴上季平子曾邀请过
的南子，南子父亲想让女儿收收心，让她跟随亓
官伯读书。

孔丘进了国史档案馆，如同饥饿之人见到了
美味佳肴，常常废寝忘食，读书至深夜。孔丘的
博学、多才与多艺，也赢得了少女的芳心。

清早，孔子心情极好，忍不住抽出心爱的佩
剑，舞了起来。南子一向对孔丘有好感，常来与
孔丘讨论诗书，这次刚好撞上孔丘舞剑。她悄悄
拿起一根竹棍，向孔丘后背戳去。

孔丘舞得兴起，丝毫未觉察南子的到来，收
剑不住，将南子的竹棍削为两截。南子一惊，手
脚不住，倒在孔丘怀中。

这一幕刚好被请孔丘吃饭的亓官氏看个正
着，她差点惊叫起来，赶忙回头。

她的心里像揣个小兔子，没想到喜欢孔丘的
不止她一人。但又一想：“不对，单凭南子、孔
丘的家世，他们二人绝不会有结果！”她将这一
消息告诉了父亲。

饭后，亓官伯告诉孔丘一个令他震惊的消
息：“前几天，鲁国孟僖子大夫来访，说鲁昭公
要参加齐、楚、吴的盟会，身边正缺一个饱学之
士，我推荐了你。”

“可是……”孔丘摸了摸南子遗落的那枚纽
扣，有些迟疑。

“可是什么？”亓官伯没等孔丘说完，接着
说，“南子在你来见我的时候，已被他父亲叫回
去了，你们不可能再见面了。所谓门第之别，你
应该晓得。”

“孩子，鲁国飨士宴的事情我已听说。小女非
常喜欢你，我愿成全你们。不知你意下如何？”

南子离开了，一句话没留下。孔丘是否答应
娶亓官氏为妻呢，第二天就要见孟僖子大夫了，
这一切太突然了，他静静坐在那里……

盟会风雨

孔丘的学问让孟僖子吃惊。然而，鲁昭公访
宋，却对孔丘的身世有些不快。

“主公，宋国贵族亓官已答应嫁女给孔丘，
孔丘的身份没有问题。至于孔丘的才学，主公可
以面试。”孟僖子推荐道。

“好吧。”鲁昭公答应一试。
孔丘的谦恭有礼、诗书才学，让昭公感到非

常满意。当即决断，主公做媒，让孔丘与亓官氏
定下婚事。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
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孔丘无奈地暗自
吟道。南子，也许命运安排，就不是属于他
的……

盟会轮到鲁国赋诗。鲁昭公不知该以何诗应
对，紧急之时，孔丘暗暗递上一竹简，鲁昭公神
会，赋诗一首：“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
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
子，云胡不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
子，云胡不喜？”战争的烟云，盟会的风雨，没
有比这首诗表达得再贴切了。昭公的诗赢得在场
热烈的掌声。

盟会决议基本商定，目前只剩鲁国没有定
夺。昭公向孟僖子使了个眼色，孟僖子碰了下孔
丘，孔丘跟随孟僖子走上盟会台。孟僖子结结巴
巴地说：“敝国缴纳贡赋，似有不妥。”

“有何不妥？”楚康王一副不屑的神色。
孟僖子无言以对，情急间示意孔丘回答。

“让我的随从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鲁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制礼

作乐，为天子定制。周天子特命鲁国可用天子礼
乐，以褒周公之德，中原之国，理当以鲁国为
尊。今日楚与晋和好，一面尽赦齐国贡赋，一面
却要鲁国两面纳赋，岂不是本末倒置？”孔丘不
卑不亢，有理有据，赢得众人赞许。

此时，卫灵公到，带着新婚之人。车上下来
的美丽女子正是南子，孔丘一下呆住了。楚康王
接下来的问题，孟僖子示意孔丘，可孔丘呆若木
鸡。

孔丘成婚

盟会歃血为盟，鲁国没有摆脱纳贡之责。孔
丘跪拜在鲁昭公脚下，脸上挂着两行泪水。鲁昭
公沉思半晌说：“现在你已没有南子姑娘挂滞，
先在宋国和亓官大人的女儿结亲，之后跟寡人一
起回去。随后，寡人送你去周都洛阳，学习礼
法。好不好？”鲁昭公的话说到了孔丘的心里，
他感到自己一下子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个
世上，南子已嫁作他人妇，这是一个不可能改变
的事实，那段曾经有过的感情只能埋在心里。那
么今后自己所应该做的，就是恢复周礼，这是自
己一生应该为之献身的事业。孔丘感动地说：
“主公，我全都明白了！我在宋国成亲之后就跟
您一起回去！”

婚礼依宋地的婚俗，办得很隆重。孔丘父母
已逝，昭公代替孔丘父亲。几天来的大喜大悲，
如风云突变。见昭公，赴盟会，盟会败北。与南
子相处的美好还未完全散去，接着大婚亓官氏。
这让孔丘有些茫然。新婚之夜，他手捧《仪
礼》，不觉一夜过去。

《孔子》 何燕江 著
中信出版社

2009 年，含有“别人做什么还应看看中国人脸
色”潜台词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在国内掀起的议
论尚未平息，英国著名记者马丁·雅克单从书名上看
就足以引起巨大争论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先
后在英美出版，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今年年
初，马丁著作的中文版在国内抢滩登陆，引起学界
媒体、网络论坛和街头巷尾的广泛热议。《当中国
统治世界》甫一出世，国内外即有论者提出马丁是
在“捧杀”中国的观点。对此，该书中文版附在正
文之前的“专家与读者热评”中，引用了天涯网友
对“捧杀”说的批判：这本书更多的是带给我们深
深的思考——— 它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对中国所取
得成就的惊诧与赞扬，还有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评
价。

从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到 2008 年的全球经
济危机，世界经历了诸多风云变幻，而中国也经受
住了各种艰难考验，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上个
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发表了英国战略
家西格尔影响甚广、质疑中国崛起的《中国重要
吗？》一文；十年后，引起世界热议的却是同样出
自是英国人之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这种话题
的悄然转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国家的确比以

前“阔多了”。中国正在崛起这一事实本身，在国
内外都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然而，中国是否在崛起并不是人们议论的全部
话题；随着中国的逐渐发展，这一话题已经不再是
争论的焦点，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逐步强大后怎么

办的问题。去年，旅美学者薛涌推出《怎样做大
国》一书，涉及到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课题。马
丁的著作也再次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应该
说，在互联网上的关于马丁著作可能会“捧杀”中国的
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捧杀”是建立在被捧者飘
飘然，以及做出不恰当行为前提之下的。中国的未来
取决于我们自身。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指出
中国的和平发展，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
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够真正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不折腾”，还是温总理讲的“形势
稍好，尤须兢慎”，都是出自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

面对马丁的称赞和提醒，我们需要在激情之外
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认知，在和平发展中“学会做
大国”。这也许正是马丁著作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
最大启迪。

《当中国统治世界》畅销世界的同时，也必然
会影响到西方人的中国观。早在 1935 年，鲁迅先生
就曾对西方人观察中国的视角作了这样的评论：一
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
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
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

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
度”。看得更多了，先前的很多结论行不通，中国
就成了“谜的国度”。在以往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
上，充斥着太多一知半解甚至有意歪曲的观点，马
丁的著述无疑为世界认识中国和我们反观自身提供
了相对全面和客观的描述，而这恰恰是非常稀缺和
难能可贵的。

鲁迅在其著作中还曾指出，西方人的中国观受
到美国人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影响，
直至去世前的半个月，他还希望能有人将其翻译到
中国，以便我们能“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
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
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是一种对
待西方关于中国著作的理性态度。遗憾的是，鲁迅
的愿望在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丁的著作能够在面世仅仅半年之后就在国内推出
中文版，使更多读者能够看到一位西方有识之士眼
中的中国，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大好事。

《当中国统治世界》
（英）马丁·雅克 著
中信出版社

《青少年心理世界解析》的作
者以自身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现
实的观察与对青少年的理解，围绕
着青少年时期经常遇到的问题，通
过理论分析与典型的事例论证，系
统阐述了作者的教育理想，表达着
对青少年的关爱。

《青少年心理世界解析》主要
从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学习压
力、人际交往、情绪情感、网络心

理等问题深刻地加以阐述，系统地
进行理论分析，且对中国青少年的
创造个性培养等进行了分析探讨。

该书著述特色鲜明：其一，在
具体案例的基础上加以分析，收录
聊天对话记录，反映最真实的心理
世界，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其二，
所列小故事富有哲理和深度，值得
细细品味，很容易就发现自己的影
子。其三，名人名言的引用，让读

者享受到了文化盛宴。其四，理论
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对引导青少年
的自我改进和指导青少年与家长、
成年人的心理相融，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通过阅读这些典型案例，对
类似心理障碍问题的预防及其解决
都会有重要的启示。
《青少年心理世界解析》

陈光磊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次在华盛顿到北京直飞航班的候机室
里，我同李侃如教授不期而遇。登机后，又相
邻而坐。十几个小时里，除了休息以外，说了
不少话，基本上没有脱离“今日中国”这个话
题。他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临别，李侃如
教授非常礼貌地再度提醒我，《治理中国》一
书中文版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唯独缺我答应
给他写的序言。

为了作序，我又通读了一遍《治理中
国》，不仅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
节，还想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要“从国情出发”，但中国人
了解自己的国情，研究自己的国家，因“身在
此山中”等多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了解自己的国情、国史、国策的角度出发，
读这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这是我管窥所及，极
力向国内读者推荐本书的最大理由。

当然，如果深究细节，任何一个中国读者
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不能认可的事实或观
点。例如，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认
为本书第一章中对儒学的概括过于简单，褒扬
不足；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可能会发现书中对
当代中国政治史的许多描述同自己的理解有出
入；对妇女问题有所关注的读者，可能会对第
十章中关于当今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的观点提出
异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才更有其价
值和可读性。

本书观察中国政治的广阔视角，是国内外
许多相关著作难以企及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厚
今薄古地纵向描述了中国政治史；第六章和第
七章论述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过程；第
八章到第十一章则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对外关系等角度刻画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
挑战和发展前景。这种章节间纵横交错、章节
内丝丝入扣的写法，符合《文心雕龙》所称的
“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本书原版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所以要把

中国的事情讲清楚，有时不能不借用奥斯曼帝
国、苏联、印度、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事例来作
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同他国相比才能突
出“中国特色”。本书对于我们理解怎样运用
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别政治，如
何从学术角度观察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
例。

“治理”与“政府”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
系，在论述环境的第九章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
现。用接近本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去描绘中国环
境质量的下降，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
治理环境的艰苦努力，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
高度重视。环境恶化，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之路
上最大的羁绊。环境政治，也因而越来越成为
“大政治”。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本书可以看到美国
人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水平和深度。

李侃如师从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
大可(A Doak Barnett)教授，治学与为人也深
受这位先师的影响。同西方中国学先驱费正清
（ John King Fairbank ）教授主攻历史不同，
鲍大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新中国的政治与外
交。李侃如刚刚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就赶
上了美中关系改善和随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使
他能有很多机会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同中国
社会各界进行深入接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本书的成果建立在西方几代汉学家和当代西方
对中国研究的厚实积淀之上。

中国学者在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方面可以
而且应当同西方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
不能对他们几代人、近百年的知识积累视而不
见。

(本文为序，有删节)
《治理中国》
李侃如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仿佛
又是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得主是德
国女作家赫尔塔·米勒。中国作家一
片惊呼：米勒是谁？她的作品几乎
压根儿就没在中国见过！

不过，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篇
米勒的《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
林》。这是个短篇小说，我恭恭敬
敬地读起来———

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还活着。
人可以默默无闻地活着。我知道他
再也不来了。

……
我读得特别认真。可是读完之

后却呆坐懵懂，昏昏然。这个高高
在上的大作家写得这是啥呢？我想
了半天，也没想出它高深的意思。

莫非设置阅读障碍就是好小说

吗？！
我想，许多好小说并不是靠设

置阅读障碍而成为好小说的。比如
《情人》，写得就很好读。我想，
作为一个女人，在她的生命中最刻
骨铭心的就是她的第一次，况且这
第一次还是跟一个中国人！作家当
时 70 多岁了，再不把珍藏在内心深
处的秘密拿出来就没有机会了。因
此这作品一出笼就一炮走红，当年
即获龚古尔大奖。

后来我又读了米勒的两篇小
说：《乡村纪事》和《地下的
梦》。《乡村纪事》很好读，读完
之后我惊讶了，我心里说这不是我
们上学写作文时老师常批评的“记
流水账”的写法么？！

可是艺高人胆大，米勒她就敢

于这么写，还写得让人读了觉得淡
而有味，给人一种满足感，这就让
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当然，米勒的
《乡村纪事》尽管是小说，也没有
啥故事。对这篇小说，专家解读
说：“《乡村纪事》既有自传性，
又有局外人性，藉以全面批评村子
里的腐败现象。结尾处的开放性则
体现了女作家净化人们思想的愿
望。”专家就是专家，我看了解读
仿佛有所了悟，不过，实事求是地
说，我刚看完的时候，可没想到这
么深刻。

与《乡村纪事》相比，我更喜
欢《地下的梦》。我喜欢它那浓浓
的诗意，就像一串串珍珠，让人对
那语言像是有了爱情，怎么也忘不
了。

■ 速读

“子见南子”之前的那些事
□ 李欣 李帅 整理

《 论 语·雍
也》里有典故：子
见南子，子路不
说。夫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天厌
之！天厌之！”随
着电影《孔子》的
热映，这段故事重
新成为人们热议的
话题，而小说《孔
子》向我们演绎了
“子见南子”几十

年前的初次邂逅。

马丁在“捧杀”中国吗？
□ 卜永光

互联网上关于
马丁著作可能会
“捧杀”中国的担忧
并非完全没有道
理。面对马丁的称
赞和提醒，我们需
要在激情之外保持
一份清醒的自我认
知，在和平发展中
“学会做大国”。
这也许正是马丁著
作对于中国和平发
展的最大启迪。

异域视角的《治理中国》
□ 王缉思

联系地址：济南市英雄山路 2 号团省委宿舍常跃强(记者、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山东青年报社。)邮政编码： 250002

看不懂的米勒
□ 常跃强

青少年心理世界解析

陈光磊

□ 佳佳

■ 新书导读

《为了灵魂的自由》
林少华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本书品评了村上春树作品
所蕴含的艺术特征、心灵信息
和精神取向，提取了较为典型
的生活细节和创作思想的变化
轨迹。既有深到作品灵魂的剖
析，又有浅到表面词句的锤
炼，是一本难得的评论词话。

《再见，妈妈》
(韩)金河仁 著
群言出版社

妈妈的艰辛与痛苦是理所
当然，也是刻骨铭心；儿女的
忽视与淡漠，是不经意间的过
错，也是伴随终身的遗憾。在
作者看来，自己的后悔与不孝
是这世上很多儿女们所犯下的
巨大错误。

《没有禁忌的青春》
刘小逡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该书以大胆、出格的想
象，颠覆了既有青春主题的书
写，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勇猛、
强悍、自我、个性的青春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