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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伦之乐天伦之乐

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文化领域有两件怪事一直未被提
起。几十年了，直到赏石风气抬头，越来
越的多人知道了石头的坚贞，两件怪事
才被反衬了出来。

一件是饭店里进的茶具，千篇一律
的，统统是广东货。这本来不奇怪，以为
是管餐饮的领导他舅爹是广东人，这开
个后门，进点广东货，实属正常。可一出
市门才明白，哪里只是本市有这现象，整
个沪宁线全进广东货，这就奇怪了。景德
镇瓷器谁人不知，历史上一直就是用的

“景德镇”，而且人家离你还近，进货方
便，又没有涨你的价，怎么就一下子全改
用广东货了呢？

一件是地方上讲的方言，千篇一律
的，统统加进了“埋单”一词。原先的“结
账”意思又明白又准确，却在没有硬性规
定的情况下，被集体拒用了。甚至，客人
吃完饭，对服务员说了句“结账”，服务员
竟证实道：你是说“埋单”吗？

两件怪事，虽然都主要出在饭店
里，却都是文化层面里的事。是文化上
的怪现象。这种文化怪现象正愈来愈严
重地蔓延至各地、各领域，并通过媒体
走进千家万户。比如我们一直说“渠
道”——交流的渠道、沟通的渠道等等，
忽然就被台湾的习惯用法“管道”取代
了——变成了交流的管道、沟通的管
道。尽管“渠道”和“管道”两个词意思差
不多，但“渠道”二字显然要雅得多、好
听得多、上口得多 ，凭什么就被粗而土
的“管道”取而代之了呢？还有“一直以
来”这个词，概念是不够清晰的，这也是
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不这么用，我们
不论时间跨度怎样，都设上限。几千年、
时间跨度大的，就说自古以来，或几千

年来。去年至今，就说去年以来。上个月
到现在，就说上个月以来⋯⋯都有明确
的上限，让人知道大致从什么时候开

始。什么叫“一直以来”？到底是什么时
候开始的？是从古至今，还是一百多年，
还是三五十年？连起始的大约时间段都

不交代，概念太含混。凭什么概念明确
的词却被概念含混的词挤掉了呢？

这就是文化上的不坚贞。这就是文
化的趋炎附势。茶具等物质类的趋炎附
势，语言类非物质的也趋炎附势。这个
势，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当年，广东作
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和社会发展
堪称“大爷”。所以，它的文化以物质的
和非物质的形式大举入侵。各地文化则
迅速臣服。这就是“茶具”和“埋单”大面
积出现的原因。台湾的“管道”和“一直
以来”也是这样大摇大摆地进来的。

但是，文化上的不坚贞、文化的趋
炎附势唯独与奇石无关。广东英石是中
国四大名石，并没有因广东是“大爷”，
而将其他石种挤出石界。也未因名家贾
平凹偏爱，而将人家取而代之。台湾的
南田石更是“石”事求是，尽管与“管
道”、“一直以来”同时登陆，几十年了，
却总是以地方小石种的姿态露脸石市，
甘愿落得少有人知的清冷。

当然，奇石的坚贞，和它不趋炎附
势的“不二”性格是人赋予的，但它并非
臆造，而是有据可依的。文化层面上，积
极的事物不可胜数，独有奇石被历代名
家如此尊崇并赋予人文精神。人类对石
头的认知，起始于石头对人类的教益。
很难想象人类离开石头，将会是一种怎
样的生存质量。石头不会讲话，但石头
的秉性人类却能感知。赋人文精神于其
上，难道不是客观存在的映射吗？难道
不是作为客观物奇石的精神在人脑中
的显现吗？

奇石精神在先，而后有弄石人的人
文观照。奇石厚重不移，任凭富贵贫贱，
精神始终如一。政治家爱石也好，艺术
家玩石也罢，奇石自管坚贞而已；达官
显贵赏石也好，平民百姓喜石也罢，奇
石依然坚贞而已。广东为“大爷”的时
候，无名茶具能挤走名瓷“景德镇”，方
言“埋单”能替掉官语“结账”，但它们的
名石——英石却独善其身，坚贞如一，
绝不与“排挤”同流，决不同“替代”合
污。尽管也有人试图为个别名石赋予过
度的人文光环，但石格坚贞，高尚的石
界从未因此出现某种奇石挤走同类而
一统天下的怪事。

不因天迁，不以人移，石格坚贞竟
如是！

徐 进 文/图

石格坚贞竟如是

读书的时候大家都不富裕，除
了吃食堂和学校周围的路边摊，偶
尔能去市里的金融大厦负一层吃一
碗麻辣香锅，已算是改善伙食了。

这儿有很多家美食小店，店虽
小，生意却异常火爆，来这吃饭的人
大多都是在这幢楼上或者附近写字
楼里的白领。当然也会有他们这样
的大学生。只不过，对于白领来说这
是他们的工作餐，而对于这对大学
生来说，是期盼了一个礼拜才能享
受的美味。

他和以往一样，往篮子里夹了
牛肉、脆骨、香肠、莲藕、土豆，还有
她最喜欢的豆腐皮。“重辣、多香菜、
少葱！”他和老板吆喝到。

等了十来分钟，他们的麻辣香
锅端了上来。他夹了好多菜到她碗
里，“多吃点，下午还有 800 米测评
呢。”她只是低头默默扒拉着碗里的
菜，不说话。

“你怎么哭了啊？”他问道。
“额，没什么，这个麻辣香锅太

辣了，呛眼睛。”
“我们以前不一直都吃的重辣

口味的吗？你以前也没说太辣啊。”
“以前我都是为了迁就你啊，其

实我不怎么能吃辣，每次吃完回去
肠胃都不舒服⋯⋯”

“啊，对不起⋯⋯那，那等我去
了美国之后，你以后就不用再迁就
我了，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吃麻辣香锅
了，因为一吃就会想起你，就会想起
这辣得让我流眼泪的感觉。”

他去了美国之后，她的确再也
没有去金融大厦负一楼吃过麻辣香
锅。后来，负一层的美食都撤了，租
给了便利超市。再后来，她毕业了，
离开了那座城市。但她学会了自己
做麻辣香锅，她想着，也许有一天他
会回来，也许他还会想吃重辣口味
的麻辣香锅。

⋯⋯
做麻辣香锅的食材很随意，荤

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搭配。
香肠、午餐肉、大虾、莲藕、土豆、金

针菇⋯⋯任何你想要的食材都能放
进去。另外需要准备一些干辣椒、
葱、蒜和香菜做配料，调味料除了
盐、糖，还需要用到生抽、十三香和
豆瓣酱。

先处理蔬菜:莲藕去皮，切成薄
片放入开水中煮10分钟；金针菇去
根焯水后捞出；土豆去皮后切成薄
片，用平底锅煎至两面金黄；大葱、
姜切片；蒜拍碎；香菜切成两段⋯⋯
然后处理肉类。午餐肉、香肠分别切
片，两面煎香；大虾洗干净后剪掉触
须，剔除虾线，在锅中撒少许盐，半
煎炸，至虾肉和虾壳微微脱离⋯⋯
做香锅底料:热锅后倒入油，放入干
辣椒、豆瓣酱、葱姜蒜、香菜梗，如果
你喜欢麻麻的口感就再加一点花
椒，小火慢慢翻炒直至炒出香味。

在炒好的底料中加入生抽、糖、
料酒和十三香调味料，加入事先处
理好的食材，翻炒，根据自身口味再
酌情加入各种调味料。小火慢炒 10
分钟左右，更入味。出锅前再撒上剩
下的香菜叶子。天热的时候吃一碗
麻辣香锅开开胃，天冷的时候把麻
辣香锅放在电磁炉上，一边加热一
边吃，很有滋味。

后来她做了很多很多次麻辣香
锅，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回来，杳无音
信。他也许早就不再喜欢吃麻辣香
锅了吧，他也许已经适应了美国的
饮食。她无数次这样揣测。也许，每
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与其记
得他的种种不好，还不如记得他陪
你吃饭时的样子和味道。

——麻辣香锅太辣了！
夏威夷 文/图

你为什么流泪了？

细雨楼廊细梁春，平生不厌笃晨昏。
龙场四驿咸东城，虔徒盘膝询人伦。
我心淳明朝天问，何惧安排欺灵魂？
人情有味便清欢，一花一木满乾坤。

——悟阳明先生心学有感

《王阳明全集》这本书主要讲述了明
朝大儒王阳明的一生以及他的学术思
想。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
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他
出身书香门第却一生境遇坎坷，坚持“成
圣”的初衷不改，被称为一代道德巨人；
他对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创立

“心学”独成一家为后世推崇学习；他用
兵如神堪称军事奇才为人惊叹。

在研读《王阳明全集》之前，我一直
信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过是无稽之
谈。看了《王阳明全集》后我的观念有了
很大的改变——这不是争辩唯心和唯物
谁是真理的问题，而是在生活中我们的
很多实践确实需要阳明心学来引导和支
配。所谓信心十足便是心在起作用，办事
无心，再好的学问和功夫也无济于事。

从阳明心学诞生至今的几百年来，
有许多中外人士对他倍为推崇。存在即
道理。带着好奇，我对王阳明的一生做
了仔细阅读和研究。我发现，一个人被
众人推崇并非无缘无故。从心学诞生
后，王阳明的崇拜者如云。如日本名将
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佩戴在身，上
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蒋介石在日
本的时候看到满大街的人都在看王阳
明的著作，再结合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富
强，他好奇一看就迷上并推崇王阳明，

并且在台湾将许多校名、地名、路名改
为“阳明”二字，以示纪念，如阳明山。此
外，张居正、曾国藩、严复等也是王阳明
的忠实崇拜者。王阳明为什么能受到近
代中外许多人的崇拜？我猜想最佳的理
由必定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这里我仅
谈谈他在面对困境时如何发挥心的作
用和表现的坚韧毅力。

明正德元年，太监刘瑾弄权。王阳
明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称刘瑾等为权
奸被廷杖，后系狱，不久贬谪为贵州龙
场驿丞。在贵州，他发生了重要的思想
转变，以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于是，
他突破朱熹格物穷理的格物致知说，认
为所谓理就是人的心理，并在当地建立
龙冈书院。王阳明从被贬开始就面对着
太监刘瑾的迫害和刁难，可谓九死一
生。他千里迢迢到了贵州，做着一个小
小的驿丞。在恶劣的环境里，他结合历
年来的遭遇，时刻不忘晨昏定省、静处
体悟，终于顿悟出一个道理，即心是感
应万事万物的根本——“致良知”命题。
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
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
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也就是说，心学在
于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若是心已
被私心和物欲遮蔽，就不是天理，这时就
要反诸求己，即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超

出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状态。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将艰苦看做一次磨练，用坚
韧的心成就了一生的辉煌。这代表着一
种振心苦研、排难崛进的生活态度。

纵观“龙场悟道”的前世今生，我以
为，任何时候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
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阳明先生的“权道”，对人心而言，就是追
求那微妙的恰到好处，像秤砣一样随被
称之物的轻重而变动，找到不偏不倚的
位置。也就是说即使你拥有惊艳绝伦的
容貌，盖世无双的才学，挥霍不尽的财
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只有心的强
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即便磨难就在那里
——它不符合我们的理解和获得我们的
尊重，但是都要将遇到的每个情境看作
最好的安排，如王阳明将困苦看做一次
再进益的机会。

此外，除了拥有了强大的内心，也要
具备远见卓识。人最怕的是没有志向。有
了志向，做起来就能成就自己。相反，你
如没有远见，就会寻短见，寻了短见就会
对别人有成见，有了成见就什么也看不
见，最后只剩下抱怨。要相信人可以凭借
意志和内在的锻炼成为自己想成为的
人。人活在缠蔽中，去除缠蔽就是为了减
轻自己的负担。这就要做到有容乃大，无

欲则刚，不要想着事事锱铢必争，争来争
去也争不到坟墓里去。王阳明又教会我
们如何洞悉人心，如何平服人心，也教会
了我们怎样做个心胸宽阔之人。如何做
呢？结合王阳明的理论，首先，要深刻认
识致良知。我们其实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内心都会判断对和错，但是出于私欲会
压制内心的判断，致良知就是让我们坚
持内心的判断，持之以恒就会让良知做
主。其次，是知行合一。能够做主的良知
既是知又是行，所以知行合一。做到了知
行合一，当你能够忘记过去，看中现在，
憧憬未来，你就站在了生活的至高点。这
就是王阳明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

我心淳明朝天问，何惧安排欺灵魂？
这是我为王阳明做的评价。
人生过隙，流年笙簧。墨发银丝，红

尘摇晃。万古长夜，一缕清光。千年修为，
只为明朗。王阳明是一个时刻做到省察
内心再付诸实践的成熟理想主义者，是
震烁古今的大思想家。于我来说，省察内
心，以心为动力，“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
时亦是独知”，不要刻意雕塑自己本性的
棱角。做真实的、独一无二的自己，独一
无二到我忘记模仿别人，别人也模仿不
到我，就是最好的人生追求和体验。这也
是我读完《王阳明全集》之后开始付诸实
践的动力。 韫 秀

我心淳明朝天问

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仨人。跟
那些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她自然负
担重，干活累，操的心也多，但在我
的印象中，母亲却总是快乐的。

快乐总挂在母亲的脸上。田里
的庄稼丰收了，哪怕只是比往年多
打了一两袋粮食，母亲就开心得不
得了。她说，这样孩子就能多吃几
顿饱饭了。猪圈里的母猪争气，多
生了猪仔，她的嘴角能咧出花来，夜
里一边挑着灯看，一边给我们描绘
美好愿景：过年每人一套新衣，你老
二要是学习表现好，单独给你买双
结实的球鞋。我是老二，小时候特
别熊，一天到晚在村子里疯，母亲做
的鞋子哪经得起穿，鞋面满是小窟
窿眼。

母亲的穿着也表达着她的快
乐。别看她平时穿衣不讲究，但只
要家里有喜，她就会换上她的新
衣。第一次带哥哥去拜裁缝师傅；
我中考金榜题名，顺利考取了中专；
我们上班，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
资⋯⋯她都会换新衣庆祝，以示郑
重其事。她的新衣，谈不上新，是穿
得少，逢上喜事穿上一天两天，就小
心折好后收起来，她的新衣实在是
保存得新罢了。至今还记得那件大
红的新衣，母亲喜欢它的色彩，说穿
着喜庆。可不是吗，穿着大红新衣
的母亲，显得特别精神，特别快乐，
快乐就像她衣服上的红，鲜明夺目，
恣意任性。

快乐的母亲一定是忙碌的。五
一节那天，我们兄弟一起回乡下，她

前一天就着手忙了，催着父亲上街
买菜，自己在家爬上爬下搞卫生。
第二天她还不许几个媳妇插手，从
灶头到灶膛，从择菜、洗菜到炒菜，
她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家里，到处
都印下了她快乐的足迹。父亲说，
听说你们要回来，你母亲已经乐得
几夜没睡了。我何尝不知道，每次
回家，母亲都忙得跟打了鸡血似的，
似乎，只有为我们儿女不停地忙碌，
才能慢慢释放她的快乐一样。

有我们在母亲身边，有我们不
断地成长和进步，她就是快乐的。

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多么
的相像！他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
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
心。”快乐的母亲，在我眼里，像披着
破晓的霞光，永远闪着圣洁之光。

程建华

母亲的快乐

第 34 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正在北京
召开，18 日，江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教授施茜登上大会的舞台，作了《从日
本伊万里到中国伊万里——十八世纪欧
洲市场上的东方外销瓷》的报告发言，得
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该发言以 18
世纪欧洲市场上东方外销瓷的案例为对
象，讨论市场带来的商品流动促进了东
西方艺术的互动与交流。

据了解，世界艺术史大会是国际文
化艺术界的重要会议，每4年召开一次，
自 1873 年以来已经举办了 33 届。该会

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络机构国际艺
术史学会（简称 CIHA）与每届大会的主
办国联合组织，被称为文化艺术界的“奥
林匹克”盛会，因此每一届会议都得到各
主办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经过中国艺术
史 学 会 筹 委 会 多 年 的 努 力 ，第 34 届

（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也是该学术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和非西
方国家举办。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史
学家四千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有两百
位作者宣读了他们的艺术史学科方面的
研究论文。 傅平

江苏理工学院教授

施茜登上世界艺术史大会舞台

施茜，女，教授、博士（南京艺术学
院博士后）、双硕士、江苏理工学院艺
术设计学院副院长。英国剑桥大学菲
茨威廉博物馆访问学者、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访问学者、美
国康奈尔大学东亚项目成员，江苏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高校“青蓝工
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教育

厅）、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省人社厅）、江
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省人
社厅)；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三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获得中

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面上一级资
助，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江
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等并
已结题。

论文及专著主要涉及清代、元代
艺术史以及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艺术
史。她的研究特别致力于中国陶瓷外
销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吕梁石《坚贞》 戈壁石《竦立》

玛瑙《小研山》
上石心语上石心语 1414

链接：施茜简介

施茜在世界艺术史大会舞台现场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