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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林坤等人在押解邹双
庆登机的时候，果然又遇到了情况。Z
航空公司的一个安全主管拦在了登
机口前，他用不流利的英文说着：“你
们要是押解犯人，必须要提前四十八
个小时进行申报，不然无法登机。”

林坤看着面前的安全主管，心中
再无疑惑。是的，如果说昨天无法登
机，可能是因为超售机票出现的问
题，那今天的状况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Z航空公司在故意阻挠。
“好的，那请你出示一下押解犯

人，必须要提前四十八小时申报的文
件给我们看。”林坤一语击中了要害。

安全主管摇头，说自己手上暂时
找不到这个文件。

林坤转头看着在一旁配合押解
的移民警察艾迪，苦笑了一下。艾迪
愤怒了，他也感到是受到了愚弄。艾
迪每周都会协助各国的警察办理移
民遣返，却从未听说过有这个文件。
他大声地与安全主管争吵着，要求他
立即撤销这荒唐的理由，不要阻碍移
民警察的遣返工作。而安全主管却依
然和昨晚的机场人员一个模样，既不
发火也不争辩，就是站在原地阻拦登
机，消耗时间。

飞机起飞，又一个二十四小时被
浪费。

通过电话和图参赞沟通，林坤证
实了自己的判断，线索反映，邹双庆
的女友很可能通过关系买通了Z航
空公司的高层，以阻拦遣返的正常进
行。更令人担忧的是，邹双庆的另一

个合作者已经找到了当地的移民局
疏通关系，一旦移民局高层动摇了遣
返决定，后果将进一步恶化。事不宜
迟，必须尽快离开此地。

第二天清晨，按照林坤的计划，
图参赞和移民警察艾迪兵分两路，一
路由图参赞带领靳伟，继续找Z航空
公司死磕，让该公司今晚必须预留五
张机票，确保顺利返程；另一路则由
艾迪带领老申，去移民局面见高层领
导，要求其全力协调Z航空公司的出
票事宜。

使馆的领导再次致电给移民总
局领导，称如果今晚再不能顺利成
行，将通过外交渠道向当地政府请求
支持。移民总局领导也坐不住了，多
次责令Z航空公司道歉，弥补过错。
该航空公司的领导亲自致电林坤表
示歉意，说昨天的安全主管由于业务
不熟，给中方造成了麻烦，今晚一定
预留五张机票，确保顺利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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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坤的回答也很强硬，表示如果
今晚再不能如约成行，就要通过法律
的手段要求Z航空公司赔偿。他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在给予对方最大压力
的同时，将全部暗藏的火力都吸引到
今晚的这次航班上来。此时林坤已经
通过远在国内的行动办，预订好了今
晚8点整的另一家S航空公司的机
票。他要做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
仓。

晚上7点，四个人押着邹双庆再
次走到机场大厅，但与前两天不同的
是，五个人并不同行，而是一前一后

隔着很远的距离。林坤和老申押着邹
双庆在前面走，靳伟和老尹在远处跟
着，如果不仔细看，几乎察觉不到这
五个人是一个团体。
他们并未在Z航空公司的服务窗

口取票，而是不慌不忙地分散坐在休
息区等待，靳伟和老申甚至聊起闲天
来。这种状况反而让邹双庆警觉起来。
“林警官，再不去取票，是不是就

晚了？”他不禁问道。
“嗨，没事，反正移民总局已经协

调Z航空公司了，他们今天不会再拒
绝我们登机了。”林坤胸有成竹地回
答。

邹双庆在心中暗笑林坤的轻敌，
他知道只要耗过今晚，明天自己就有
可能获得自由。
“行了，咱们该走了。”林坤看了

看手表，站起身来。
邹双庆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由

靳伟和老申押着，向出境口走去。

,

他们没有到原定的 Z航空公司
窗口取票。在林坤的巧妙安排下，为
了避免Z航空公司在机场的耳目获
得他们的登机信息，图参赞让使馆的
工作人员持林坤等四人的护照以及
邹双庆的回国证明，到机场的S航空
公司办理了乘机手续。S航空公司回
国的航班，比Z航空公司的航班整整
提前了一个多小时，林坤特意耗到即
将起飞前的半小时才开始登机，就是
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阻碍和干扰，打
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安检很顺利，五个人前后分开，

按照既定计划走到了Z航空公司的
32号登机口附近。这下，反而让邹双
庆觉得不踏实了。
“林警官，咱们怎么进来得这么

早啊？”他不禁疑问。
“嗨，早到早登机，省得一会儿匆

忙。”林坤轻描淡写地回答。
邹双庆将信将疑，有些不安地坐

在32号登机口前等待。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7点 30分，

距离Z航空公司登机还有长达两个
小时的时间。
“走，登机了！”林坤对众人说。
四个人配合默契，迅速将邹双庆

从长椅上拽起，快步向着32号登机
口的另一端走去。
“干什么？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邹双庆慌乱了。
“带你去哪里？呵呵。”靳伟笑了

起来，“带你回国。”
几分钟后，几个人押解邹双庆来

到了 45号登机口，S航空公司的工
作人员非常配合，验票之后便示意他
们登机。

这一下，邹双庆全都明白了。他
无奈地看着林坤，垂头丧气地被靳伟
和老申押上了飞机。

航班于哥伦比亚时间晚 8点准
时起飞，林坤接到的最后两个电话，
一个是Z航空公司打来的，询问为什
么还没有取票，一个则是图参赞打来
的，祝他们一路平安。

夜幕中的波哥大美轮美奂，飞机
腾空的那一瞬间，林坤紧绷了数日的
心才终于落了下来。他望着窗外陌生
国度的夜色，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在氏族社会，“仁”本指具有血缘
关系的人之间相互友爱、帮助、同情
等情感。孔子把“仁”发展为一个整体
的道德伦理思想，包括孝、悌、忠、恕、
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
“义”本来的意思是合理、公正。《论
语》中以讲“仁”为主。孔子讲仁义，没
有概念、定义，而是结合生活实际作
出不同的描述。仁义来自人的生活，
来自人对一种友善生活的需要和向
往。孔子的仁义之道，在生活里，在描
述中，要靠我们去切己体悟和感受。
*参读+颜渊篇第十二#,

从生活中发出感慨

子曰(%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

得知- &

“里”，古代一种居民组织，先秦
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故有“邻里”
之说。里相当于现代的村庄、生产队、
居民点、社区。一里二十五家，都是邻
居。杨先生在《论语译注》中是这样解
释的：住的地方，要有仁德才好。选择
住处，没有仁德，怎么能是聪明呢？对
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大家居住在一
起，互相仁爱，岂不美哉？选择朋友，
不与仁德之人相处，怎么能是明智的
呢？按照这样的理解，第一句的断句
应为———里，仁为美。
《论语》中的“子曰”———即孔子

说的话，很多是孔子对当时人情世事
的感慨，这些感慨都从生活中来。几
千年来尽管人世沧桑，物质更新发
达，但人还“生活”着。因为人总要“生

活”着这一点没有变。实在说，孔子的
很多话在今天听来，还与生活那么切
近，让我们觉得贴心、可亲。生活之树
常青，生活可以穿越时空。与其说是
经国大业使《论语》千代不衰，不如说
是对生活的洞悉让孔子永远活在人
世间。

孔子从生活中发出感慨———里，
仁为美。那时候，现实中应该也有邻
里不和睦的现象*孟母三迁 !大概反

映了这样的现实,。孔子向往里之仁，
才发出如此感叹。同样，很多人交友，
重利轻仁，孔子就劝告、启发他们：
“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常用疑问
的语气表达商量的意思!以引起人思

考!再做出判断!如(%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杨先生将“择不处仁”的“择”解
释为选择住处，而我理解为选择朋
友。我是这样想的：选择住处与前一
句的“里仁为美”重复了。居住，有时
是无可选择的，就像出身一样，即使
要选择，投资和成本是很大的，一般
人承担不起，即使“里不仁”，也只好
将就着住下去。相反，择友是可以自
主的。自己可以把握的事，如果把握
不好，当然是不明智的。
“里，仁为美”，实在是古今中外

人类日常生活共同的向往。居民区、
社区，不仅要房子好、物业好、风景
好，更要人好。俗话说“邻居好赛金
宝”。邻里都有仁爱之心，相互关爱、
照顾、体谅，那才是真正的美！如果遇

到不讲理的邻居，如果邻里间闹了别
扭，那是令人很郁闷、很纠结的。这样
的体验很多人都曾有过。我猜想，孟
母择芳邻不仅是为了孟子的学习，大
概这位亚圣的母亲嫌“里不仁”，故而
三易其居。
孔子从最切近的生活讲仁，其实，

仁就是人与人。“里，仁为美”，就是讲
邻里之间人与人的相处；“择不仁处，
焉得知？”就是讲个体的人与人的相
处。

怎样成为仁者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

可以长处乐)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

孔子的言论中好像没有给“仁”一
个抽象的定义，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方面进行描述。至于仁的本质是
什么，都在这些描述之中，颇有现象学
的味道。有些概念一旦下了定义，反
而遮蔽了其本质。很多事物的本质，
是从现象中不断地生成出来、创造出
来的，它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
不断丰富和充实的。就像语文，我们
总问“什么是语文，语文的本质是什
么”，其实，也许语文并没有固定的定
义。语文的本质随着语文的现象不断
变化，是动态的。

孔子的这句话说了三种人：不仁
者、仁者、知者。从这三种人的行为表
现，来看人的内心态度。不仁者不能
长期处在约束中，也不能长久处于快
乐中。受约束也罢，快乐也罢，只是人
生存状态的两端。其实，更多时候人

的生存状态并非在两个端点，而是在
端点之间的某一处。这个某一处是动
态的，像温度计的水银柱随着自然界
温度的变化而上下移动一样。因此，
这里的关键不在能不能长久处在约束
与快乐中，而是能不能长久处于某种
状态中。因此，仁者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安”，无论是“约”还是“乐”，都能
“安”。正像《中庸》上说的“君子素其
位而行”。“安”不仅指身体表面的安
静，更指向内心世界的安定。“安”作
为个人的修养是必要的，你可以追求
改变现在的处境，但在改变之前必须
做好当下的事情，也就是“安”于当下。
安于当下，不是不思进取、因循守旧，
而是一种负责任的审慎的处事态度。
这是说“安”的内在指向性。仁者，更
多注重的是自身的内在修养。如果要
指向外在的世界，“安”就显得不够了。
所以，接下来，孔子说到“知者”。知者，
更多的是向外。所谓“利于仁”，即通
过“利于他人”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心
目中君子的人格是丰富而全面的，为
了表达的方便，只好分开来描述。一
个人格健全的人，也就是君子，知仁勇
是有机的整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真正的仁者，应该同时是
“知者”和“勇者”。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

仁，并没有固定的定义，其内涵很
丰富。每个人可以从孔子的描述中获
得启发，建构自己对仁的理解。“唯仁
者能好人，能恶人”，体现了仁者的真
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