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城》

“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在溪镇人最
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
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
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他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
没有变。

《素书》

《素书》在中国古代修身治国、处世智谋、人生韬略著作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本原文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
句、一千三百六十字的类似“语录体”的书，被历代隐士高人、
谋臣策士奉为千古不传的谋略秘籍和成就大事业的不二指
南，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我可以咬一口吗》

《我可以咬一口吗》是莉兹·克里莫继《你今天真好看》之
后的第二部漫画作品集，延续了她一如既往机智幽默的风
格。全书以“友谊”为主题，在一个个短小的对话中，展现了
朋友间或逗趣或暖心的点滴瞬间。

《父与子》

《父与子全集》被誉为德国幽默象征的《父与子全集》系
列漫画，是德国幽默漫画大师埃·奥·卜劳恩的作品，创作于
1934至1937年之间，最初在《柏林画报》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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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窗 烛尊地敬天驭风云
——如东大众哲学活动不断攀升的研修之路（二）

□ 俞明三

（接上期）
三、形成如东大众哲学体系
由于正常开展学习宣传研究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群体活动，以马克思主义
过程思想为继承的如东大众哲学，即

“众物之哲（三点论）、众生之哲（如东大
众哲语）、众哲之哲（和谐哲源新说）”的
新视角思想也惭惭形成。如东大众哲
学从星星点点的哲学爱好者自发学习
哲学，到与身边人民大众相结合共同活
动，再到专著、群著的成功出版，如东大
众的哲学活动惭惭组织化、体系化了。
从单纯研究物质演化规律到研究人生
生活成长发展规律，再到治国理政的哲
学意蕴，直至迈向世界哲学的制高点，
自然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指
导下的“众物之哲、众生之哲、众哲之
哲”的如东大众哲学体系。并且惭惭扩
大影响，受到了官方及学术界的重视。
基础哲学组成员通过参加论坛、广泛演
讲，也被分别聘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南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聘教授。

三哲一统于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
的如东大众哲学

颁发特聘教授证书

四、走向国内外学术论坛

如东大众哲学活动，除了普及性的
学习宣传以外，近年来，我们东呼西号，
跑遍了祖国的大部分省市治区的学术
论坛，甚至还走出了国门。花开京沪
广，频频发声国内外，这是我们能走进
高层学术圈子的重要途径。正如北大
赵敦华教授指出的，在普及基础的提高
上，能走出去参与学术论坛的交流和宣
传是很重要的方面。如：

西安论坛

互连网兴起后，我们在网上发现并
联系了雷正良老师，他是江西省社科院
的研究员，我们的《三点论》专著引起了
他很大的兴趣，他是庞朴“一分为三”哲
学观点的赞赏者和研究者，有一千多篇
一分为三方面的论文公开发表。他向我
们推荐西安马建勋先生的“东方哲学创
新论坛”，希望我们能派人参会。这个论
坛的主持者马建勋先生是陕西省哲学会
理事，《圆点哲学》的作者，在创新哲学界
颇有影响。我们第一次去参加的是第二
届论坛，参会者近 30人，有江苏社科院
的研究员黄明理、陕西省文化厅的领导
吴建华、上海大学的海归双学历教授赵
永昌等等，基本上都是各有创新研究的
哲学爱好者，走到一起，似乎找到了知
音，通过交流更是互相尽情述说自己的
创新哲理，希望得到与会知音的认同。
可惜的是，没有高校在职教授，当时大家
都认为，这是学院教授囿于教学，没有创
新思想可交流。雷正良、黄明理二研究
员参与，大家觉得非常了不起，他们二人
也感到很荣幸，说是在民间找到了知音，
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西安论坛，我们连续参加了三次，
还有一次在山东乳山，每次都是新面孔
的多，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
次邀请北大王东教授、南大胡福明教
授，都未能应约前来参会。到第五届就
一直延期未能继续进行，后来雷正良先
生、马建勋先生、黄明理先生先后不幸
逝世，吴建华先生，接过了大旗，又与赵
永昌、蔺保群等继续开了几届，因疫情
等原因，也就一拖再拖，一直延期。

黄山论坛
我们因《三点论》专著的获奖，应邀

参加南通市哲学学会的年会的论文交
流时，引起了南通职大教授钱伦容的注
意，他是原复旦大学毕业生，虽 80岁高

龄，思维仍很开放敏捷，对我们的交流
论文，他很感兴趣，没有让我们知道就
寄给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同学陈
中立博导，竟然获得了陈老教授的赞
赏，称很有思考深度。同时邀请我们与
市社科联的几个同志一起去参加安徽
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的
当代应用和发展”大会。这个会在黄山
召开，与会者有三四百，中国社科院陈
中立、北京大学王东、中央党校韩庆祥、
侯才，国防大学毕京京等哲学界马哲名
教授一应俱到。大会的交流论文及主
题发言都是中国哲学界的顶层思想，确
实不同于一般。我们的第二本哲学专
著《和谐哲源新说》在会上也分别得到
了专家教授们的指点，为公开出版打下
了学术鉴定的基础，《和谐哲源新说》于
2012年正式出版发行，出版社还曾作为

“五个一”工程奖的出版物推荐，要我准
备过评审材料。

国内外论坛

继黄山会议后，我们深深体会到高
等院校教授学识的高屋建甐之势，于是
必然会与那些自鸣清高，卓尔不群，看
不起高校教授、不善于与大众打成一片
的哲学研究者分道扬镳，走上了以论文
参评，参加各高等院校学术会议的学术
研修之路。

我们通过两本专著与“中国过程学
会筹委会”负责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法政学院”院长杨富斌教授联系上，
并通过他参加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会的学术论坛和年会，加入了中国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以后通过各种论题的论
文应邀参加了北京、广州、山东、山西、
新疆、桂林、黑龙江、黑河等全国除西
藏、台湾外的各省市学术论坛会，甚至
参加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克莱蒙的
过程哲学大会。通过在论坛与全国高
等院校专家教授的交流，特别是，我们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为指导的
独特视角的代表性论文在各论坛都独
树一职，甚至数篇代表性论文登上了发
行于亚、欧、美、澳四大洲的《东西方研
究学刊》，有一次，四篇论文同时被上
海、北京四个论坛录用，而我们只好象
跑场似的两天参加了上海、北京四个论
坛会议。除此而外，我们还参与主持了
与首都著名哲人陈嘉映、赵汀阳的对
话。使著名哲人与普通的哲学研究者
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沟通。一系列交
流活动，使我们渐渐形成的如东大众哲
学，眼界更加开阔，信心更加坚定，似乎
进入了“一览众山小”的视界，为探索新
时代哲学意蕴的论文出台敲响了“开场
锣鼓”！

应邀参加高校论坛

五、札根本地举办哲学论坛

妙音论坛
为了宣传交流如东人自己以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应用的大众哲
学，我们除了积极参与国内外哲学论坛
交流外，还自己举办学术论坛。

2011年我们在县委宣传部县社科
联、创新研究会领导的支持下，在陕西
太极城哲学创新研究院的指导和资助
下于华丰的妙音堂举办了一星期的创
新哲学论坛，来自全国六省一市的创
新哲学研究者，在小巧灵珑的妙音堂
里济济一堂，热烈交流了一个星期。
那时全国网络上的各哲学论坛都关注
着华丰妙音堂这弹丸之地。县委宣传
部领导、县创新研究会领导、陕西省文
化厅领导亲临会场作指示，陕西省文
化厅领导吴建华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并带来了资助费 2000元。帮
助建立了“太极城哲学创新研究院东
南分院”及“宗教哲学分所”。我们的
论坛给全国创新哲学爱好者从虚拟网
络走向社会现实、从理论走向实践，尊
地敬天为社会服务开了好头。会后，
县创新研究会也创建了哲学社会科学
分会，并且在注益民主任的指导下，在
如东日报开辟了大众哲语专栏，根据
党的中心政治任务要求开始了如东大
众哲语的创作，使如东大众哲学的普
及性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后来
被南通市社科联领导誉为如东社科宣
传的品牌。

在华丰妙音堂举办的哲学论坛

说三论坛
如东大众哲学中“众物之哲”的《三

点论》思想与中国社科院庞朴教授的
“一分为三论”及江西社科院雷正良研
究员的“三分法理论”有同曲异工之妙，
这在全国萌生了一批以“三”为研究对
象的哲学研究者。陕西太极城哲学创
新研究院，要求我们东南分院带头组建

“说三学派”，于是我们在雾都重庆举行
了成立大会，来自全国的说三哲学研究
者，齐聚嘉陵江畔召开“说三学派成立
大会”及“说三研讨会”，会议还出了论
文集，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学派名义召开
的学术论坛，意义空前，有当时写的“沁
园春·重庆雾”为证：

沁园春·重庆雾
2016年5月21日

（太极城哲学创新研究院“说三学
派”成立大会记事）

山城风光，雾浴乾坤，浮云乱飘！
望上上下下，尽显迷茫。

嘉陵渝水，难觅航道！，黛峰冥冥，
楼树隐形，言说飘忽知谁高？

有道家，追因问果，分卦析爻，天地
生来微妙，唯三生万物说分晓！

昔庞公坚毅，立派说三；德义正国，
著说弘道；聂暾明三，中介函定筑新桥！

红旗举，说三同仁云集，烟波竟钓！

陕西省文化厅领导颁发证书

奉贤论坛
除了妙音论坛、说三论坛外，我们

还在上海奉贤举办了“新时代哲学创新
论坛”

论坛汇聚了全国有哲学创新专著
正式出版的哲学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所刘悦笛教授到会做了《新时代
哲学创新》的讲座。论坛印发了我们

“如东县创新研究会哲学社会科学分
会”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
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刘德中二位教授指导把关的《新
中国 70年创新哲学体系一览表》，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汇集成册的创
新哲学一览表，为哲学研究提供了研究
创新哲学的方便。会议盛况有与会者
创作的短诗为证：

新时代哲学创新论坛

庚子冬日，如东创新研究会哲社分
会，举旗召集，新时代哲学创新论坛。

哲人会聚奉贤哲人馆，高谈雄论，
其乐融融：

官哲院哲民哲，中西雅俗同出，巽
旋烟波东南坼，太极一炉风骨。

三点三元三分，一多本是同根，形
式辩证自然生，天地妙用皆人！

神学哲学科学，形而上下说哲，著
书的同仁汇聚，同慧探索新哲！

七十年神州，哲说历历建新册，一
览方便皆入表，江湖庙堂函相识，

中国走向世界中心，彰显世界新规
则！经济强劲立环宇，擎起哲学大旗新
特色！

六、创建哲学之乡研修平台

为鼓励哲学研究落到实处，我们在
领导的鼓励和大众的热情支持下，创建
了几个实体平台，在鼓励学习哲学的基
本功方面搞了几方面成系列活动。

首先我们组建县创新研究会哲社
分会，是作为干实事平台的，我们从人
民大众的生活实际出发以“聊天、故
事、哲语、哲研、解经”五种形式学习应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实效，便于应

用。在全县范围内，以各种形式进行
“哲语写作竞赛”加强对哲学爱好者哲
理叙述的基本功磨练。从全县征集来
的近三千条大众哲语中，以明晰的条
件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对创新研究
会创新艺术团的《智女掘港》戏剧内容
为题材创作的“愚公能移山，智女可掘
港，执着加智慧，如东无难事。”的大众
哲语作为获奖代表作进行了大力宣
传，后来“智女掘港”成为中国成语学
会重点推荐的新成语，登上新华日
报。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请县书法家
协会邀请著名书法家引领开展了青少
年如东大众哲语的书法比赛，获奖作
品举办了展览，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宣传和应用。

其次，我们创建了“太极城哲学创
新研究院东南分院”，以其为主要平
台组织了“全国第一次民间哲学论文
大赛”，历时六个月，共收到原创论文
96篇，在中国社科院著名老教授的指
导下，陕西省哲学会理事的支持下，
我们组织南通大学十多位哲学教授
认真进行了审评，评出了一等奖一
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
十名。并在县委宣传部、县社科联、
县创新研究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如
东举行了颁奖大会，电台电视台等新
闻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对全国民间哲
学爱好者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全国第一次民间哲学论文赛颁奖会

如东县创新研究会哲社分会、太
极城哲学创新研究院东南分院 2020年
12月联合在上海奉贤举办的“新时代
哲学创新论坛”，总结了建国 70年来哲
学体系性创新专著简况，在中国社科
院两名知名教授的指导下，汇编了一
览表，填补了体系创新性专著索引的
空白，为哲学史研究者提供了查阅的
方便，为新时代哲学创新意蕴展示的
晨曦增光加彩！

再次，我们还在县创新研究会和
县老年大学的共同努力下 2021年 4月
又创建了“如东大众哲学研修学院”为
如东创建中国大众哲学之乡活动培养
骨干。研修学院创建一年来，招收研
修学员 110 多名，经过一年的面授研
修，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优秀传统哲学、西
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经南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派来的三位哲学教授讲学
及本县社科名家、学界名人的辛苦面
授，全体学员的认真研修及实践应用，
77名学员按时结业，59名被评为优秀
学员。对推动如东大众哲学活动，创
建中国大众哲学之乡起了较好的推动
作用。

研修学员结业典礼合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马克思主
义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成为我们如东大众工作生
活的“看家本领”，现在在如东县创新研
究会的全力支持和发动下，我们正在创
建“如东县大众哲学学会”为创建名副
其实的“中国大众哲学之乡”进一步努
力，如东县创新研究会还专题召开了

“如东创建中国大众哲学之乡学术研讨
会”，县委宣传部县社科联领导、南通市
哲学学会的领导及哲学专家学者到会
作指示参与学术研讨。大家决心使如
东成为学界公认、全国有影响的“中国
大众哲学之乡”！

如东大众哲学活动，从 60年代以
来星星点点的自发学哲学用哲学活动
萌芽开始到较为广泛的群体活动，再
到进入高层学术圈子产生影响，能不
断攀升地走到今天这样的状态，“尊地
敬天才能巧驭风云”是不可忘却的学
术精神。没有人民大众的积极支持和
参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和
指引，不融入时代潮流，即使再聪明的
哲思也无法广泛应用，即使有个别的
应用也难以发声，即使声嘶力竭地发
声也是传不远，往往只能是自拉自唱、
自暴自弃地湮灭在时代滚滚洪流之
中！只有尊地敬天才能较好地驾驭哲
学烟波的风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揭示的“人民性、实践性”哲理的必然，
是我们每个哲学爱好者必须牢记的座
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