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 内省 所依据的标准就是 仁 与

义 , 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附合 仁 与

义 的要求, 是否有 不仁不义 的行为。

这些在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中具有现实的

指导意义, 我们在进行行风建设时应予以借

鉴和学习。

在图书馆服务活动中, 每个员工都要经

常反省自己的言行, 是否符合职业道德规范

的标准, 要珍惜职业的荣誉感。

四、文化建设与学习型团队

学习伴随人的生命全过程, 作为一个集

体要努力打造 学习型 的团队, 不断保持

自身的生命力和发展的持续潜能。当今科技

迅猛发展, 新兴学科和新的技术层出不穷,

只有 学而不厌 (  论语!述而∀ ) 才能跟上

时代的步伐。在学习的态度上要 知之为知

之, 不知为不知 (  论语!为政∀ )。在学习

的方式上要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  论语
!公冶长∀ ) ,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

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  论语!述

而∀) , 要注意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

殆 (  论语!学而∀ )。要学习 朝闻道, 夕

死可矣 (  论语!里仁∀ ) 的精神, 不断吸取

科学与人文知识的精华, 博采众长, 奋发有

为。

图书馆学是一门服务型学科, 它的服务

对象是具有思维和情感的自然人, 这就要求

我们不断地学习图书馆专业技术, 不断学习

传统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读者之

间的良好沟通。打造学习型的团队首先要营

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提倡学习的风气,

提倡钻研的精神, 提倡相互的交流。在一个

积极向上, 崇尚学习的环境中, 不断提高员

工的文化水平,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

要的动力源泉。

五、传统文化与归属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 许多新的技

术不断涌现, 伴随着技术的频繁交流, 西方

的文化和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侵袭我们的头

脑。随着技术的发展, 身边的环境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 虽然能够充分享受现代科技带来

的便捷和成就感, 但是常常会感到渐渐失去

方向, 不知身在何处? 越是发展迅速的行

业这种感觉越突出。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忽

略了与历史的对话, 忽略了对传统的传承和

反思。

一个人、一个民族无论到什么时候最不

应该忘记的, 也不可能忘记的就是已深深融

于血脉之中的传统文化, 这是任何个人和行

业实现发展的根基, 否则就会失去归属感,

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在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的同时, 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

地结合, 才能避免成为技术的奴隶, 实现科

学创造的可持续发展。在计算机技术、网络

技术等新技术发展迅速的时代, 我们在进行

图书馆文化建设时应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学习

和领悟, 从中汲取精髓, 注意加强人文素养

的培育与科技进步的协调发展, 培养兼具科

学和人文素质的跨世纪人才。

# # 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 对现代经济建设和图书馆发展不会产生直接的作用, 但是从其潜

在的价值来看, 将对整个社会或团体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

是一部恢宏的史诗, 本文所涉及到的内容仅仅是其华美篇章的一个佳句, 认真学习和领悟中

华传统文化的深邃与广博, 不断从中汲取人文精髓, 对于加强图书馆文化建设必将起到强基

固本、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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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化火焰 # 心逐太阳
( ( ( 凡高与张承志艺术同源解读

)齐丽梅 # 张 # 鹏

当
代作家张承志以其凛然的硬气与鲜明的决绝于文坛独树一帜, 他对于任何新的潮流

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对于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肯轻易服从。作为作家他很少研摩借

鉴他人的创作, 但是却在绘画领域里找到了他的心灵导师, 那便是凡高。他曾记述

自己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对毕加索、马蒂斯、修拉、塞尚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一律一眼瞟过, 却

几个小时牢牢地站在凡高画作面前, 热切地与之进行心灵对话。∃他坦言凡高对自己的影响是

决定性的, 而他对凡高的理解也是一种深层的精神沟通, 是独特而深刻的。他说: 平均地看待

美术史的人是不会像我这样热爱他的: 也没有一所美术学院能教出我自己找到的关于凡高的知

识和认识。 ∃在  禁锢的火焰色∀ 这篇散文中, 张承志说出了他所破译的凡高的秘密。他说凡高

的色彩应该被称为 火焰色 。他认为只有 火焰 方能解释奥维尔平坦舒缓的明亮绿波的古怪

漾动、阿尔的粗重蓝紫的色彩和那巨树的扭曲挣扎, 金黄怒放的向日葵花束如爆裂般摧毁人目

的蔓延。张承志认为  星夜∀ 是凡高最伟大的作品。 火焰在这里不仅仅是笔触和用色。所有色
彩在这里都绝对地自由了, 燎原烈火正在大地和天空上猛烈愤怒地燃烧。∗∗宇宙在这疯痴燃

烧的彩色里改变了。 ∃承志对凡高的靠拢与理解凝固于一个极富内蕴的意象: 火焰。

凡高确是中西艺术界中最伟大的 火 的化身与崇拜者, 他的身世经历、他的精神跋涉

都闪耀着生命燃烧的巍峨光彩。他凭借着沸腾的生命活力和对自然人事的敏感把握, 用短暂

的人生创造了艺术史上奇异的辉煌。在他的成熟期画作中, 他对火的崇拜与热爱得到了淋漓

尽致地彰显。他用夸张的色彩与扭曲的笔触创造了一个 火焰 的世界。比如, 他那如滚雷

般闻名于世的  向日葵∀ , 一片片金黄色的花瓣如熠熠燃烧的火苗, 闪跳摇曳, 十几朵花盘合

成花束, 一派金黄的颜色加上那挣扭的姿态构成了火焰的王国。还有他笔下的丝柏与橄榄树,

它们都附着一种火焰般的影象 , ∃如窜跳挣扎的黑火焰一般燃烧在凡高的画布上。即使他画的

人物肖像, 笔触也是倔强地扭曲挣扎如火焰的闪跳。张承志醉心于凡高的艺术, 而吸引撼动他

的莫过于这样一种 火焰 的内质。

当我们追溯这种沟通两位艺术家心灵的意象 ( ( ( 火焰 时, 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更具

原初意味的母体, 那就是太阳。他们对于 火焰 的追寻与热爱源自两人对于太阳的崇拜。

他们所热爱的火焰是热烈、永恒的太阳之火。在凡高的思想中太阳是万物之源、生命之灵。

当凡高割下自己的耳朵, 体验了 +死, 的可悲历程以后, 他对生命的源泉、对太阳又充满了

强烈的祈愿。他曾满怀虔诚的画过一个金碧辉煌的太阳。 %在  落日下的播种者∀ 中, 画作背

景中那金黄的光芒肆意地投射在大地上, 使人物的轮廓在这强有力的照射中减弱了强度。处

于主宰地位的太阳传达着一种信息 ( ( ( 一切生命都凭依太阳的化育而生存。类似的太阳意象

也存在于凡高的  太阳照耀下的麦田∀、 有收割者的麦地∀ 等画作中。而 太阳在张承志的

视野中, 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 而是具有神的超自然力的现象。+事实上他被看
作一个统治者, 一个建立者 ( ( ( 一个创世主。, 一个发光的天体在作家的精神宇宙中变成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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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无上的神灵。太阳之光驱除漫漫长夜, 将人们从睡梦中唤醒, 并给人以新生, 给整个自然

以新生, 成了 +日常生命的赋予者, , 太阳驱逐黑暗, 体现了人间的正义, 是一切生物的善良

的保护者, 人世间的一切都瞒不住他的天眼, 太阳之光成了神性之光。 &在张承志的作品中,

太阳还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 如  黑骏马∀ 中描写了辉煌的日出;  辉煌的波马∀ 中描写了

绚烂的日落;  黄泥小屋∀ 中的太阳高悬于空中, 照耀着那片干涸贫瘠的土地, 以不可抵挡的

光芒驱逐着阴森与残暴, 温暖着焦渴的心灵。长篇小说  心灵史∀ 和  金牧场∀ 中, 血雨腥

风、黄沙弥漫的黄土高原上, 太阳不断出现, 苍凉地照耀着人间。在这里, 太阳化育生机,

繁衍着挣脱绝望的力量, 我们可以认为, 太阳已变作信仰的象征。

凡高的 火焰 ( ( ( 太阳 母题又直接与其超越任何具体宗教形式的 泛宗教情怀 紧密

相关。凡高笃信基督教, 并用一生的行动来实践他的信仰。唐晶在  凡高∀ 这本传记中, 提

到了凡高在给提奥的一封信里抄附的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作家勒南的一段精辟的文

字: 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活出样子来, 一个人必须首先牺牲掉他们所有的个人欲望。对于那

些献身于宗教精神的人来说, 除了这种精神本身, 他们将不再拥有别的祖国。人生于此世,

并非仅仅为追求幸福, 甚至也不是为保持忠贞的情怀。人生于此世, 其实是为了人类 (及人

性) 而努力。 唐晶评价说 这段话不仅在 +终极关怀, 的层面上准确地表达了经典的西方基

督教情怀, 更像一个预言指示了凡高以后的人生走向。∋凡高的标志性画作  向日葵∀ 是他宗

教情怀的集中体现。因为 自 17世纪以来, 西欧世界和美术界就一直对向日葵寄托了一种神

圣的情思, +向日葵, 的含义中有 +对崇高者的爱, 。在基督教美术中, 这种花表示圣徒和天

使, 是 +爱, 的固定象征, 是对天国的憧憬。它是拥有神性的花。 %但是, 凡高的宗教情怀却

又超越了具体宗教本身而体现为热烈的 文森特之爱 , 这恰是张承志与凡高的最为根本的精

神契合之处, 也是 火焰 ( ( ( 太阳 这一母题在终极归宿问题上的物化。斯宾诺莎说过: 上

帝无处不在, 他在万事万物中, 爱上帝也便是爱万物。∋凡高的精神境界达到了 泛神 的高

度, 把爱的对象泛化为整个自然与人类。他曾说: 我始终认为, 理解上帝的最好方式, 是爱

许多事物。∗∗爱你所爱, 这样你就会更了解上帝。∋凡高就是这样像基督一样爱着万物, 像

太阳一样普照着艰难的人世间,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在博里日纳传教时, 那悲惨

的矿工生活震撼了他的心灵, 他将所有的衣物、财产全部给了矿工, 生着病、饿着肚子一家

挨一家去看望矿难的伤员。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向世人传播真正的神谕, 他正如火焰一样燃

烧着自己。所以, 在莫奈倾心于荷兰美丽的蔷薇园的时候, 凡高选择了农民用以炸油、喂马

的向日葵 , %选择了生于荒野的丝柏和橄榄, 选择了劳作中的人们。在描绘这些时, 凡高那粗

野失控、如吼如哭的笔触里奔突的是凡高的 文森特之爱 。张承志也是如此。当诸多作家端

坐于象牙塔之中悠闲地描写都市情调的时候, 张承志正穿行于蒙古草原、黄土高原及新疆一

带中亚大陆, 那里生存着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张承志对他们一往情深, 几十年如一日地描写

着他们的艰难与执着。

总之, 凡高画作中那些真正解放了、自

由了、还原了的 火焰 笔触烧成了一场给

张承志以深刻启示的熊熊大火, 那火焰般的

色彩与笔触, 连同节奏与旋律, 理想和本性

永远刻在张承志的心里, 成为他心中藏有的

光明和秘密。∃他说: 我怀念着我的这位伟

大导师。我想, 像他那样去创造吧, 作品就

是一切。 %张承志确实像凡高一样将生命激

情完全融入了其作品之中, 笔者注意到他的

两篇散文  黑火焰树∀、 禁锢的火焰色∀ 与

一篇小说  凝固火焰∀ , 它们内在层面上隐
隐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脉络, 以饱满的象

征意蕴展露出了张承志在凡高照耀下跳宕于

内里的 火焰 ( ( ( 太阳 本体。这本体中屹

立着一个壁立千仞的凡高, 更深切地传达着

张承志寄予凡高的超越世俗的挚爱与景慕。

他们完成了遥远而真切的心灵互照。

注释:

∃ 张承志. 绿风土 [ M ] . 济南: 山东

文艺出版社, 2001. 53. 117. 117. 66. 55

- 76.

% 张承志. 金牧场 [ M ] . 沈阳: 春风

文艺出版社, 2005. 209.

& 黄发有. 诗性的燃烧 ( ( ( 张承志论

[ M ]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71 ( 72

∋唐晶. 凡高 [ N] .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4. 34. 34. 30.

(作者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论明清小说中的
# # # 休闲文化

)马友平

明
清时期,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

芽, 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文学上的

反映就是反对理学对文学的桎梏, 破除把文学仅看作载道

之器的狭隘观念, 要求表现真情, 肯定自我, 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

欲望的表达。这一变化使休闲娱乐成为一种生活理念, 这在明清时

期的小说中, 有大量而细致的描写, 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生活情况。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几部文本:  金瓶梅∀、 镜花缘∀、

 红楼梦∀、 儒林外史∀、 笔记小说大观∀ (明清部分, 共 22卷) 等

作为语料来源, 通过对其中描写的休闲活动的解析, 从一个侧面我

们可以认识和把握当时的休闲文化情况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

一、繁盛的棋类活动

明清小说描写的休闲文化活动名目繁多, 包括棋类、冶游、野

浴、垂钓、射猎等活动, 也包括与宗教、民俗相关联的如观灯、闹

元宵、赏花、划龙舟等各类项目。其中, 棋类活动尤为繁盛, 十分

普及, 且棋艺高超。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棋戏发展的颠峰时

期。据史料记载, 早在宋代都市中的茶肆酒楼中就设有专职的棋手

( ( ( 棋工, 陪来客下棋。到明中叶形成了永嘉、新安、京师三大派

棋风。在清代, 围棋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盛极中兴到最后走向衰微的

发展过程, 而这一过程恰好是与有清一代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相吻

合, 因而曾有 国兴则棋兴, 国衰则棋衰 之说。∃

1、棋品即人品

弈棋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人们十分看重棋品与人品的关系。在

当时人们看来, 棋品就是人品, 人品就是棋品。小说中不乏有对棋

品、棋格甚至人格的讨论。如  金瓶梅∀ 第五十四回描写白来创与

常时节下棋, 白来创要 拆 棋, 立即就引起了常时节的不满。 举

棋无悔, 真君子 , 古人下棋是很忌讳悔棋的。 镜花缘∀ 中这样描

写麻姑教训下棋不守规矩的人: 古人云, +未角智, 先练品。, 谁知

你是未角智, 先练掳, 又练走。 %

未角智, 先练品 , 正体现了棋如人, 棋品如人品的道理, 它

是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道德价值评价标准。人类在群居中, 必须遵

循这些基本的规则, 这些规则实际上是人类文化的反映, 反映了人

际交往中重然诺、守诚信、客观公正、不徇私情等道德原则。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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