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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
义诗人。他的诗最鲜明的特点
是豪放、飘逸、洋洋洒洒、一泻千
里。他有一句评论自己的诗说
得很恰当——“兴酣落笔摇五
岳，诗成啸傲凌沧州”。诗圣杜
甫也盛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
雨，诗成泣鬼神”。有人说，“中
国诗歌史上如果少了李白,中国
的诗歌就少了一半的魅力”，虽
有夸张之意，却道出了后人对

“诗仙”的景仰之情。细看李白
的诗，品味他的浪漫“仙气”之
时，竟也发现“摘仙人”时沾“人
间烟火”，李诗也有“小清新”般

“不仙”之处。
李诗“不仙”见于思乡之

情。要说中国古诗中思乡用语
最实、感人最深、流传最广莫过
于李白的《静夜思》，千百年来为
远走他乡的游子所吟唱。此诗
虽只有短短二十个字，没有华美
的辞藻，没有触情的泪点，没有
诗仙常用的浪漫想象，但通过一
轮寂冷的月光、一刹那间的错
觉、一个举头望月的凝视、一个
低头思乡的思念，语言虽平实无
华却道出了“月是故乡明”、“明
月何时照我还”思乡的情深意
切。

此诗没有初唐卢照邻思乡
时“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
鸿雁天”的悲楚；没有盛唐杜甫
思乡时“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
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没有中唐
白居易思乡时“望阙云遮眼，思

乡雨滴心”的惆怅；没有晚唐马
戴思乡时“落叶他乡树，寒灯独
夜人”的哀叹。清代黄白山在

《唐诗摘钞》评论此诗言到：“思
乡诗最多，终不如此四语率真而
有味”，此诗因朴实清新的诗风
而被誉为“千古思乡第一诗”。

《渡荆门送别》是如此，《春夜洛
城闻笛》等思乡诗也是如此。

李诗“不仙”见于山水之
乐。孔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
山”。诗仙崇道好远游，流连山
水之间，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面对大唐的
壮丽山河、田园风光，李白一改
以往“惊天动地”的诗风，用清新
自然的语言讴歌于山水，把自身
的一腔抱负相融于山水，用巧妙
的想象比喻于山水。

于是有了：当他漫游安徽清
溪时，看到眼前如诗如画的美
景，道出了山水“起坐鱼鸟间，动
摇山水影”的宁静；当他长安“赐
金放还”时，看到离别的景色，吟
出了心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抱负；当他登
上谢脁北楼时，看到江城晚秋的
暮色，写出了自然“两水夹明镜，
双桥落彩虹”的巧妙……正是这
种“小清新”的创作，李白把山水
诗推向了新高度、开拓了新视
野、提升了新境界。

李诗“不仙”见于黎民之
苦。正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李白天性
豪放浪漫，他的诗多用来天马行

空的想象来表达远大的抱负，只
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自
身创作的优势。但诗仙歌咏黎
民百姓时，却喜欢用平实直白的
手法来表达。

在《豫章行》中，诗人目睹征
兵之惨烈，为水深火热中的劳苦
众生发出了“老母与子别，呼天
野草间”大声控诉；在《下泾县陵
阳溪至涩滩》中，诗人历经江中
行船的险恶局面，对渔民和船夫
生活的艰辛表达出“渔子与舟
人，撑折万张篙”深切同情；在

《秋浦歌十四》中，诗人观看工匠
冶炼的热闹场景，对冶炼工人发
出了“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颂扬之情……这些反映劳动群
众生息劳作的诗句，李白都是用
朴素无华的语言来吟诵，反而突
出了诗歌“质朴中见真情,平实
中见深邃”的功能。

作为“手可摘星辰”的摘仙
人，浪漫主义无疑是李诗中最显
著的特点，但如果诗只有“出世”
的浪漫，没有“入世”的平实，诗
就会“华而不实、言而无物、形而
无魂”。诗品见人品，李白作为

“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在
他豪放飘逸与清新自然兼而有
之的诗中，在他“仙”与“不仙”和
谐共生的诗风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历代文人的最高政治目标
和最高的人生境界——“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站在这
个角度来说，李白真不愧为“千
古诗人之冠”。

继《两极论与中介论》《中论
——中规律与中规则》之后，民间
哲学家聂暾第三部哲学专著《中
圆哲学——中国文化的基因》不
久前问世。用著者自己的话来
说，这是他在前两本书思考的基
础上，继续潜心探究，吸收现代科
学最新成果，以“中圆”思维方式
来审视，原创性构建了全新的“中
圆”学说哲学体系。

“中”和“圆”是中国文化中一
对十分重要的概念，集中体现了
中国的人文哲学精髓，是中华文
化的基因密码。《中圆哲学》第一
次将“中”与“圆”统一起来，作为
支撑整个哲学大厦的梁柱，构建
了一个独特完整的由“中”与“圆”
构成的立体依合环动体系。在这
一体系中，“中”“圆”相互依存，相
互补充，二者不可或缺。

作者搜罗古今，涉猎万物，列
举大量事实，揭示“中圆”规律是
万物存在和运动的最普遍最根本
的规律。比如，太阳系是太阳这
个“中”与环绕它运转的九大行星
运动轨迹形成的“圆”相互构成的

“中圆”体系，原子是原子核这个
“中”与环绕它运转的电子运动轨
迹形成的“圆”相互构成的“中圆”
体系，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中）
与围绕它运行的社会多层圆圈
（圆）也相互构成“中圆”体系。总
之，从宇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中
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自然到社
会，万事万物的存在和运动都贯
穿这一规律。作者从理论上阐述
了“中”与“圆”的特性、范畴和规
律，又介绍了“中”“圆”的各种形
式，“中圆”规律和规则在社会生
活各个领域的实践意义、实践价
值和实践路径。

在此基础上，作者创造性提
出了“哲心”概念。作者指出，

“哲心”就是人在实践中通过自

觉修养学习和历练，同时保持了
各种良好心质并使之融合协调
的哲性心质。这种哲心超越了
传统的狭义“心说”范畴。修养

“哲心”的途径，就是要“心归于
中圆，既要内心归于‘中’而不走
极端，又要心外行于‘圆’而灵圆
周全”。

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现代
哲学体系。它既是一个能够自
成体系、自我循环的有机系统，
又是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开放
空间。这座花园里，矗立两根千
年巨木，一棵曰“中”，一棵曰

“圆”，作者悉心吸纳前代精华，
继承历代圣贤认知天人、修明哲
心的传统，浇灌出生机盎然的千
枝万脉。既有对民族传统文化
精髓的弘扬，又有挺立时代潮头
的创新；既有仰望星空的形而上
思考，又有脚踏实地的实践引
导。

联系到作者前两部著作，可
以清晰看到一行坚实的探索的
脚印。《两极论和中介论》强调

“中介”的地位和作用，针对以往
流行的包括“一分为二”在内的
两极矛盾观存在的缺陷做了必
要补充，将“一分为二”改为“一
分为三”。看似一字之差，却有
质的区别，用后者代替前者，包
含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尤其是

“一分为二”长期以来被视作经
典理论和主流哲学观点，提出

“三分法”无疑需要极大的勇
气。《中论》则对“中”这一核心内
涵做进一步拓展充实和理论升
华。《中圆哲学》则引入“圆”的概
念，将两者放在同一系统中加以
考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
系。

作者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哲
学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鄱阳
湖边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被

称作“鄱阳湖畔的哲学家”。跟
那些职业哲学家和学者不同，
作者要面对周遭的许多压力：
资料的匮乏、生活的重压、周围
人的不解以及自身健康状况的
困扰，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他
的思想无处交流，他始终都是
一个人在战斗，他不得不处在
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排除来自
外界的干扰和内在的魔障，个
中甘苦自知。然而，这一切不
仅不能阻止他对宇宙世界的探
究和思考，反而更加激发他的
创造力。就像德国哲学家康德
那样，一辈子没走出过葛底斯
堡小镇，他凭借强大的内心力
量、惊人的天赋和过人的勤奋，
依然成就了一代哲学伟人，给
世人留下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
富。这就再一次证明了那句
话：一个精神世界丰富强大的
人，他的内心永远与过去和未
来相通。

宋人张载有一句名言：“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结
语》中，作者对此加以延伸：“为
天地立常心以求太和，为生民
立长命以求安身，为先哲续新
论以求真理，为万世开太平以
求大同。”立天地常心，修世人
哲心，立独创深刻之论，祈望万
世太平——这既是作者结合当
今时代赋予新的理解，又可视
作作者自身的使命。

即便身处斗室，也要尽匹
夫之责。作者是如此立愿，更
是如此践行。也许，正是依靠
这种孜孜以求的决心和“为先
哲续新论”的宏愿，作者才在今
天为我们奉上这部真正原创
的、自成体系、内容丰富的哲学
著作，为中国的哲学园地绽放
出独具特色的花朵。

诗仙“不仙”

认知天人，修明哲心
——评聂暾《中圆哲学》

沈华诚

王耀平

我终于上路了，满怀青
春般的期待。

就像虔诚的教徒去往
某个圣地，接受期盼一生的
朝拜与洗礼。

从赣西北幕阜山深处
的修水出发，经过几个小时
翻山越岭的颠簸，汽车终于
在傍晚时分抵达九江。未
敢停歇，赶紧上九江火车站
买票，车票是 K68 次 19:54
分九江——北京西硬卧快
车。在如今“和谐号”动车
和众多高铁呼啸之下，昔日
以速度取胜的快车正在被
时代远远甩下。离发车时
间尚有两个小时，站台上，
列车进站出站不断发出尖
锐的汽笛声，混杂于行色匆
匆南来北往的旅客间，我提
着一只大行李包在偌大的
站前广场踯躅。

古有吴头楚尾、浔阳故
郡之称的九江，我并不陌
生。多年前，曾在这儿的一
所师范院校度过三年美好
时光，那三年，是我人生旅
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我
有幸在那儿遇上一批良师，
像教古代文学的梅俊道老
师，教学谨严，颇具实证之
风，我的一点古文学底子就
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教现代
文学的卢文一老师，以他略
带老上海方言的缓慢讲述，
常把文学青年的我们带入
到鲁迅郁达夫沈从文那一
辈文学大师的仰慕之中；教
外国文学的刘良吉老师，他
的翩翩绅士风度，配以风趣
幽默的语调，第一堂课就为
同学们打开了世界文学的
一座座宝库；另外，我还多
次聆听过鲁迅研究专家李
彪教授的课，身形魁梧的李
彪教授常给我一种仰止的
感觉，并非仅因了教授身后
屹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
巍巍高峰，更多的是教授身
上不时闪现的睿智与光芒，
以及那种老辈文化人一脉
相承的对家国民族的挚爱、
悲悯与忧思。

当时学校有幢气派漂
亮的图书馆。记得每逢不
喜欢的课，我就冒着扣饭菜
票的危险，偷逃进图书馆。
那里大量的文学作品，对于
一个先前仅接触过三国、水
浒、西游的乡下孩子，不啻
饥饿者遇见香喷喷的面包，
我狂热地爱上了它们，常常
不知白天黑夜地泡图书馆，
如饥似渴地阅读，做读书笔
记，开始模仿着写一些自认
为小说的东西，甚至不知天
高地厚地做起了作家梦。
至今那十几大本的读书笔
记和一大摞的手写稿仍像
宝贝一样，置于我的书案之
上。每每翻阅，读书时光便
在胸中激荡。

今天学校已经发生很
大变化，分散市区的几所高
校早已合并为一所综合性
大学，学生数和教授数均达
到相当的规模。我当年就
读的学校成了其中一个校
区，只怕早变了旧时模样，
也 便 打 消 了 去 看 看 的 念
头。唯内心有种说不清的
复杂。高校发展的产业化
与上规模，似乎已成为当今
中国高校做大做强的一种
时尚。只是，教育乃百年树
人工程，恐非一时热情与短
期投入所能如愿。著名教
育家、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
琦曾有言：“所谓大学者，非
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谓也。”而今日诸多高校，走
的恰是大楼的路数哦。

眼下我所短暂逗留的
这座城市，拥有着名山（庐
山）名湖（鄱阳湖）大江（长
江）大动脉（京九铁路）等一
系列得天独厚的先天和后
天优势，今日也正在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眼城
市四围，宽阔的大马路四通
八达，密匝匝的脚手架拔地
而起，大型打桩机日夜轰鸣
……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

犹记多年前，三五同
学，从僻静的学校后门，横
穿热闹的三里街，沿浔阳东

路，直插
烟 雨 迷
蒙 的 甘
棠湖，领
略 点 将
台 上 三

国周郎雄姿英发；从车如流
人如织的烟水亭，斜插四码
头，顺着某条老街巷，往东
往西，七拐八拐，探寻“浔阳
江上风，浪动灌婴井”的浪
井；秋日落木萧萧，独立俯
瞰万里长江的琵琶亭，感伤
江州司马“同是天涯沦落
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一
声泪湿青衫的千年感叹；登
临因宋江题反诗而名噪天
下的浔阳楼，听说书人模仿
及时雨醉酒歌哭：“心在山
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
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
黄巢不丈夫”；仰望耸峙江
岸的锁江楼塔，古塔就像一
支如椽巨笔，日夜书写着一
条大江的奔腾不息，咆哮不
羁，其间多少不平声，然逝
者如斯夫……那时，我和我
的同学，不知在这座千年古
城的怀抱里沉潜徘徊过多
少回，为它厚积的历史文化
而叹服感佩。以至于，街巷
市井间，那带了长江水腥、
蛮霸生硬得近乎干仗似的
特有的九江卷舌音，也被我
们下面县份来的同学竞相
仿效，“大楼”被我们说成

“躲漏”，“一路”念成了“衣
搂”，“吃饭”则成了“稀饭”，
诸般鹦鹉学舌，闹出不少啼
笑皆非的笑话来。

督府巷，老城区紧邻甘
棠湖的一条千年古街巷，为
昔年吴国大将军水军都督
周瑜府邸所在，周瑜曾率军
驻守柴桑（今九江），在此演
练十万水军，连蜀抗曹；唐
时贬谪浔阳江头的白居易
曾在此把酒吟诗，“浔阳江
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
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
是东坡先生于此临窗远眺
秀甲天下的匡庐时，留下的
千古名篇……今天，古街巷
多处老建筑被拆除，按照城
市规划，这里很快就会矗立
起一片耸入云天的高楼。
于一处刚拆除的古建筑旁，
我捡起一块残破的瓦片，悄
悄放入口袋。也许，这些刻
满城市历史印痕的瓦片，这
些沉淀了岁月风霜的见证
者，城市再不会有它们安身
的角落。

暮色降临，提醒我该进
站了。挟裹在大包小包匆
匆登车的旅客中，面对站台
上昏黄的路灯，真不知我的
此行抑或我的生命的这一
次启程，是否也是一次晚点
的行动。随着列车的启动，
庞大的火车有如一头穿行
黑夜的怪兽，“哐当——哐
当——”铁轨碾压着沉寂的
大地，怀揣梦想的旅人无不
被带入黑夜莫名的深处。

坐于摇摇晃晃的火车
上，我的笔尖也摇摇晃晃，
一如我此刻难言而复杂的
思绪。我反复思虑着一个
问题：我为什么远行？我
将作怎样一次漫游？或许
只是渴望挣脱禁锢而做一
次歌德式的精神远游，抑
或是对老托尔斯泰选择二
十世纪初页某个午夜决然
出走的敬佩与向往……然
而，我此行的方向却是朝
向一个喧嚣的大都市，与
海明威笔下那只冻僵于乞
力马扎罗山峰的豹子前进
的方向恰好相反。于此，
我又不得不对我此行的方
向模糊起来，我实在不清
楚它是对是错，也许不能
以对错论。一个人，只要
心怀远方，带着激情和梦
想上路，人生就会洒满永
不黯淡的阳光。

夜渐深，旅客多已睡下，
嘈杂的车厢开始安静下来。
可能是初出远门的淡淡兴
奋，也可能是未知命运的不
可捉摸，怎么也睡不着，一种
无由的忧郁始终缠绕着我。
取出身边携带的尼采的《为
什么我是命运》翻读起来。

“我知道我的命运”，该书的
开篇即刻电击般让我一震，
似乎那位哲学大师正立身于
我的面前，并且咄咄地逼问
我：你知道你的命运么？

是的，命运——命运——
我的命运是什么？
此刻，唯有这向北的列

车，承载着我的思绪，在大地
上飞驰。

火车火车
向北向北

张复林

你的天空你的天空(外一首)
熊谦体

你的天空，广阔而深邃
太阳总想融化你
月亮常常守望你
雄鹰多么想拥有你
看吧，它终于衔着你
一片云彩
得意地飞翔
你的天空广阔而深邃

在你的天空里
我愿做无形的风
日日追随
而你因为，我的追随
绚丽多姿，幻化无穷

如果，倾慕人间
我愿随你
化作幸福的
相思雨

一对水鸟

湖边，车水马龙
时有游人驻足
风掠过白鹭
高昂的头
群鸟上下穿梭
所有的目光依旧
蓝天依旧
白云依旧
早起的太阳依旧
守望的月儿依旧

一对水鸟
依旧嬉于水

现在要慢现在要慢
赵敏

风
吹慢点
再慢点
在我耳朵里
播种蛙声
就要这样慢
月色慢
莲花慢
池塘慢

那些往事
才能像一缕缕香
跟上我的慢
你，再不会
同自己
走散

散
文
苑

庆祝庆祝““八一八一””建军节九十一周年建军节九十一周年
(同题)

朱贵平

八一旗开首义筹，英雄喋血写春秋。
井冈星火延河水，北国风烟南海旒。
赤帜高擎行愈疾，钢枪锃亮志方猷。
江山如画兵民绘，放眼全球一望收。

周克夫

投笔从戎记海东，一腔血映战旗红。
肩挑十载边疆月，身沐千层海域风。
国若金汤赖将卒，民多幸福寿妪翁。
江山有幸貔貅壮，春色商祈图画中。

黄友富

九秩征程岁月翻，硝烟弹雨入诗刊。
曾经万里岷山雪，历尽三更铁索寒。
带血旌旗标史册，冲锋号角壮波澜。
兵强骁勇歌寰宇，铸就英名画里看。

江德玉

曾有红心革命情，穿云破雾守前营。
旗飘疆土军威壮，手握钢枪虎气升。
铁壁铜墙皆勇士，人民子弟尽精英。
好花应献从戎汉，美酒当酬护国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