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堂旅行团》

4 书香如东
▼

20212021年年99月月2424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值班编委 刘敬华 责任编辑 汪益民 版式设计 蔡文娟

投稿邮箱：1427658808@qq.com

西 窗 烛

本书由彩色版《中华帝国图景》及附录两部分组成。阿罗
姆没有到过中国，他是以威廉·亚历山大等人的画作为蓝本，创
作了128张西方早期艺术史上经典的中国影像。再配以怀特
的说明文字，出版不久便成为英国乃至西方绘画本中国历史教
科书的开山之作。编者收集到了124张手工上色的阿罗姆版
画，数量之多在国内尚属首次。

《立水桥北》

《人间清醒》

这一组小说，以《立水桥北》始，均是对北京生活的总结、萃
取，作者从奋斗在大城市的异乡人着手，呈现这座古老城市的鲜
活力量。

本书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写给彷徨者的礼物。这
是梁晓声的散文精选集，也是先生七十多年人生智慧的总结和
心灵独白。书中先生写人间百态的清醒，谈孤独和压力，说成
功与完满，话怀旧和喜悦;深邃与优雅相间、严肃与幽默同步、小
情愫与大胸怀兼具，字里行间透射出先生对人情世事、学术道
德的公正谨严、诙谐有趣的思考。

《西洋镜》

生命的终章，我踏上了一段旅途。开着破烂的面包车穿越
几十座城市，撕开雨天，潜入他乡，尽头是天堂。浅蓝的天光，
泛紫的云层，路灯嵌进夕阳。山间道路弥漫着一万吨水汽，密
林卷来风声，我闯进无止境的夜里。她说，天总会亮的。那么，
我们一起记录下，凌晨前的人生。

哲理成语与哲学同源于大众的生
产生活实践。并且在大众的生产生活
实践中相得益彰，传承发展。

一、中华成语是哲学思维的结晶
许多成语都富含哲理性。人与

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可以进行哲
学思考。广义的哲学起源于人类的
出现。狭义的哲学大概起源于 2500
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中华成语起源
于春秋（华夏）时期。古希腊文化与
华夏文化几乎同源于一个历史时
期。中国的哲学起源甚至早于古希
腊。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
鸣，已显现了古代中国哲学思维的繁
荣兴旺和丰富多彩。正是在这样的
时代，成语文化亦走向了繁荣兴旺和
丰富多彩。究其源，成语的产生源于
哲学思维。成语与哲学是同根同源
的文化瑰宝。

春秋时期，许多典故，富含哲理，
如：

“一鸣惊人”说的是楚庄王身比大
鸟，多年不飞不鸣无所作为，然而，不
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的醒悟，令他放弃享乐，勤理朝政，
富国强兵，形成大治。

“退避三舍”说的是晋国退让三舍
（每舍为30里），诱敌深入获胜的故事。

“卧薪尝胆”说的是越王勾践被吴
王夫差俘虏后忍辱负重，每日自服劳
役，亲尝苦胆，卧眠柴草，迷惑了敌人，
终于复国灭吴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蕴含着潜藏蓄积，韬
光养晦，退而为进，等待事物发展、矛
盾转化为有利时机的哲学智慧。这些
深含哲理的成语，成为千古不朽的嘉
言警语。

而同期的“刻舟求剑”“削足适履
＂“邯郸学步”等成语，则是用哲学思
维批判讽刺不能适应客观情况变化，
死搬硬套的错误言行。

从古代哲学思想与成语文化的同
步繁荣，可见中华成语是哲学思维的
结晶。用通俗的词语来表达深奥的哲
学道理，以生动的故事来说明抽象的
哲学思想，亦可见大众哲学的显著特
点。古代成语也因蕴含哲理，发人清
醒，警世骇俗而千古不朽。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
承引来了国人哲学思维的空前繁荣
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的唯物论、
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丰富的矛盾论、实践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已成国人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
大众精神思想的空前活跃，带来了中
华文化新的繁荣期，也带来了中华成
语新的繁荣期。

二、中华成语可以成为大众学习
哲学的桥梁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
学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由
于它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
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
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有
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我们共产党人
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中，在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在
当代世界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多
么需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装全
国人民的头脑，建立强大的精神支
柱。而毛泽东主席早就号召我们：“让
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
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大
众学哲学用哲学，特别需要获得“解放
出来”，化冷为热、化难为易的桥梁。
中华成语可以成为大众学习哲学的桥
梁。

成语文化可以用通俗的词语来表
达深奥的哲学道理，以生动形象的典
故，以百姓熟知的语言来说明抽象的
哲学思想，有助于普通人了解哲学的
真谛，让普通人不再对哲学望而却
步。融合成语文化，学哲学就是在学
哲学中讲老百姓的话，达到画龙点睛、
指点迷津、发人深省的作用，让大众认
识事物规律，回应时代的挑战和困惑，
从而运用掌握的知识去认识世界，改
变世界。

许多成语可以激励学哲学的热
情。如：“叶公好龙”是对在学习马克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口惠实不至”
现象生动形象的批判。“学而不厌“诲
人不倦”“锲而不舍”“学海无涯”“笨鸟
先飞”“铁杵磨针”“水滴石穿”“学以致
用”、“学无止境”等成语都是为学哲
学，用哲学加油的源泉。

许多成语可以帮助大众洞察错综
复杂的国际形势。如：“洞若观火”“深

谋远虑”“处惊不变”“得道多助”“风云
变幻”“盘根错节”“兵临城下”“危机四
伏”“一触即发”“生死存亡”等等，用成
语启发的哲学思想看形势，可谓一点
就通。

许多成语让大众通过哲学思维更

加看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本质。
如：“霸气凌人”“口蜜腹剑”“掩耳盗
铃”“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漏洞百
出”“倒行逆施”“触目惊心”“处心积
虑”“穷兵黩武”、“妄自尊大”“不可一
世”等。还有准成语“政治病毒”等
等。一个成语往往助人透过现象看清

本质。
许多成语，帮助大众学会策略，鼓

舞斗志，增强信念，如：“韬光养晦”“兵
不血刃”“知己知彼”“棋高一着”“不卑
不亢”“有备无患”“出奇制胜”等等。
有些地域性准成语，如，如东县说独子

“惯宝儿”都能上前线守土抗敌的成语
——“扣郎抗倭”；常州说城弱人强的
成语“纸城铁人”，只要扩大宣传面，在
反侵略战争中将是“无声胜有声”的精
神力量源泉。

许多成语，启迪智慧，帮助大众立
身做人。如：“防微杜渐”“好事多磨”

“因势利导”“抛砖引玉”“物极必反”
“满则招损”“集思广益”等等。许多成
语就是哲语，也是生产生活中的智慧。

哲理性成语更具有启迪、警示、教
育作用。哲理性成语故事性强，语言
文字精炼，文采优美，易学好记。在学
哲学中，多学哲理成语，就使枯燥乏味
的理论学习变成了富有乐趣的快乐的
文化活动。

学习成语与学习哲语的结合是大
众学哲学的最佳结合。学中华成语可
以成为大众学哲学的桥梁。如东县创
新研究会为发挥成语在大众学哲学中

的桥梁作用，正在组织编写《如东人喜
欢的200个哲理成语》，《如东人喜欢的
100个哲学故事》。在组织大众学哲学
中，充分发挥成语的文学性、趣味性、
生动性、哲理性功用，力求使枯燥乏味
的理论学习成为生动活泼、充满乐趣
的文化活动，做到事半功倍。

三、在大众哲学活动中，可以更
多地萌生新成语，发展中华成语

新文化成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生产大量贴近
生产生活的新成语，丰富和发展中华
文化宝库。

今年 5 月 9 日，习近平同志在给
《文史哲》的编辑人员回信中指出：“需
要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造性发展。”中华成语文化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顺应历史潮流，中华成
语也应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哲理成语可以促进大众哲学活动，大
众哲学活动也可以萌生出大量贴近生
产生活的新成语。这就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

践。新成语的繁荣应成为成语文化在
新时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特
色标志。

如东县创新研究会在组织引导开
展大众哲学活动中，善于联系社会实
际，大胆地创新“约定”新成语。如：振
奋精神的“智女掘港”“勇立潮头”“追
根到底”“活力涌流”等，启发创新思想
的“追港崛起”“聚力创新”“创新驱动”

“敢为人先”“创意无限”等，激励学习
修身的“哲学超市”“精神快餐”“学以
立身”“寓学于乐”“孝不能等”“娱乐养
老”等等。

这些在如东大众哲学活动中“约
定”的新成语。虽然不能说都已“俗
成”。但是可以说，随着人们在哲学思
维的体验中，会有越来越多的语言“知
音”“共识”，将其中一些词语自然而然
地俗成。例如，“智女掘港”是如东的
一个美丽传说故事中提炼出来的。故
事说，南黄海古扶海州（今如东县）渔
女明珠为了解救因无港屡遭海难的渔

民。立志人工挖个渔港。他在男友东
升、众乡亲和海子牛的帮助下。历经
磨难风险，运用海潮退潮可以带走泥
沙的规律，终于挖掘成功。当地成名
掘港。这是如东最早的海港梦。10多
年来，在如东大众哲学活动中“愚公可
移山，智女能掘港，执着加智慧，天下
无难事”已成为激发正能量的如东大
众哲语的代表作。“智女掘港”编成了
五幕民间歌舞剧，全剧（含部分篇目）
已在社会公演了 71场，观众达 4万多
人次，且有经久不衰之势。如东传媒
中心以其编成的广播节目参赛，获得
南通市广播文艺奖戏曲节目二等奖。
如东一些学校开展了“”读智女掘港故
事征文比赛”活动。江苏省艺术雕刻
大师刘成林以“智女掘港”典型形象制
作的红木雕刻，其创意获得如东县企
业金牛奖设计一等奖，社会评选赞成
票数创四届评选最高记录。如东旅游
区制作了“智女掘港”旅游纪念品。范
扬、王冬龄等 14位全国知名书画家为

“智女掘港”题书作画。以“智女掘港”
为代表的书画展观众达数万人次。淅
江大学韦路等 5位教授来如东调研城
市文化品牌，认为“智女掘港”作为成

语应成为如东文化品牌。因“智女掘
港”之缘，首届中华新成语学术研讨会
在如东召开。《新华日报》《扬子晚报》
等都做了长篇报道。古吴轩出版社出
版的《学以成人——如东大众哲语选》
《江海智慧——如东大众哲语漫画选》
等都已将“智女掘港”重点收录。如
今，未闻“智女掘港”之人可能会有疑
问，许多已闻之人已自然认可其为好
成语了。当然，地域性典故成语的“俗
成”过程会更长一点，但是在“俗成”
中，流传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流传影
响也会相对较广。

培养新成语应解放思想，勇于创
新，放手“约定”宽容“俗成”。只要是
遣词用字合规，语义正能量，就应打
开“约定”之门，扶上“俗成”之路。只
有放手“约定”，才能防止埋没“萌
芽”，多出新成语。因此对于新“约
定”的成语，不要一出现就吹毛求疵，
求全责备，轻易否定，不妨放手让其

“迎考”“以观后效”，并留给“俗成”的
时间余地，放宽“考察期”。新成语的
约定俗成规律应是从无到有，传播面
由小到大。所以，新成语的“俗成度”
认定，考察时期可以适度放长，区域
面由小到大，逐步形成共识。这样培
养新成语的生态环境，则更有利于创
新生成百花齐放满园春的中华成语
新天地。

推进中华成语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可从以下 44个方面夯实
工作，提升质态：

1.“首次中华新成语文化学术研
讨会”已成为中华成语文化发展的一
个里程碑。为了适应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形势要求，应加大这一研
讨活动的频率和作为力度。对“准成
语”（初约定的）评议，要多花功夫研
究其文学社会价值，研究如何推广发
挥效用。

2.为了创造培育新成语的文化生
态环境，支持多出新成语的评论著作
及辞书典籍。提倡名家名作多引用新
成语，加快新成语的“俗成”，呼唤更多
的新成语问世。

3.提升中华成语研究会的级别，提
高成语文化研究组织的专业权威，加
大其在全国组织引导开展评论和出版
著作等活动的影响力。

4.重视引导正确的成语审美观，
摒弃庸俗畸形审美观；培育高雅格调、
正能量、传承久远的新成语；及时批评

“轻率约定”迎合低级趣味的“成
语”。如，以乱用错别字、怪音调、奇
思怪想、含糊语义为乐趣“约定成语”
的行为，防止有害的“约定俗成”日久
毒害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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