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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光

《看花听雨吹风》是有着国际声誉的
美学大师朱光潜的作品，分为《谈美》与
《谈美书简》两部分。前一部分着重谈美
从何来、美是什么、美有哪些特点，后一部
分则以书信的方式，与青年朋友就美的规
律、美的范畴以及公众普遍关注的文学审
美等话题做了深入探究，充分彰显出作者
通透博雅的美学造诣。

在《谈美》中，朱光潜从“不同的人看
古松，因视域不同结论亦不同”说开去，分
析了人们认识美的三种态度：实用的态
度、科学的态度、美感的态度。实用的态
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
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他
品评说，三者中，“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
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
面。”“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接着，
他解读了康德、黑格尔、托尔斯泰等历史
名人对美的灼见，也对他们的一些唯心主
义观点进行了批评。他举例说，峨眉山让
人看后觉得庄严、厚重，而小土墩却不能
带给人宏大的感觉，何也？这就是物质决
定意识的真实反映，“物须先有使人觉得
美的可能性，人不能完全凭心灵创造出美
来。”在他看来，美的产生离不开“人情”与

“物理”的融合。所谓人情，指的是人的性
情、情趣、情感，而物理说的是物的生存状
况、生成肌理、深层意象。只有情感与意
象高度契合，美才会“应运而生”。

毋庸讳言，美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关
联，但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达出的那些
美，又未必是生活的一种简单复制。朱光
潜倡导“跳开利害的圈套，只聚精会神地
观赏事物本身的形象，在美的事物和实际
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这就好
比观庐山，要领略它的“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要站在开阔的境地，多
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物象，才能真正品出
美来。为此，他主张要有艺术的情怀，葆

有艺术的情趣，活出艺术的人生。在这位
美学泰斗看来，“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
的艺术，每一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
作品。”

而在《谈美书简》中，朱光潜结合自身
美学实践，就具体怎样学美学谈了观感。在
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时，他对有志于美学的
青年朋友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在治学
过程中首先要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把
握美学命题要一切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
做到实事求是。其次在研究方向上，要把握
好专和精的区别，把广博的知识和执著的精
神结合起来。

《看花听雨吹风》一书中既有世界观，
又有方法论。这种学用相长的治学方法，
对于读者提升美学涵养、领悟美学真谛，
无疑大有裨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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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昕

让·皮亚杰（1896—1980），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与康
德、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并称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杰出代表。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发生认识论”，这一心理学
理论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色，涵盖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
学、心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从本
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关于“认识（知识）建构的理论”。我国社
会心理学家俞国良认为，因应当今时代对培养创新人才的需
求，系统介绍皮亚杰宏阔、博大而深邃的思想，阐述与发微其
研究成果的当代回响，还原这位心理学巨匠在世界文化史上
的地位，是一桩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只要“人的理性对理性
自身的探索”“人的认识对认识自身的反思”不会中止，那么皮
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就永远有生命力。此外，从主张“心—身—
世界交互作用”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兴起的潮流来看，发生认识
论堪称一座富矿，值得深入挖掘，未来甚至有可能成为认知发
展心理学中新的主流研究范式和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声势浩大、力度
空前、影响深远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打
响。在中原大地，从 2017年 3月兰考县宣
布脱贫摘帽到 2020年 2月全省 53个贫困
县全部脱贫，再到 9536个贫困村退出贫困
序列、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清零，河
南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
过越美。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全省各地
积极探索出了很多典型经验，也涌现了一
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

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弘扬先进人物
可贵精神，讲好河南脱贫攻坚故事，记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奋斗历程，由河南日报
农村版选编的《脱贫攻坚 河南实践》近日

出版。该书分为“脱贫攻坚 出彩中原”
“扶贫榜样 出彩人物”“小康路上 出彩故
事”三个部分，集中展现了我省脱贫攻坚
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真实反映了基层广
大扶贫干部用真心、带真情、扶真贫、真扶
贫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农村贫困群众不等
不靠、努力摘掉“穷帽子”的奋斗历程，这
些不仅是我省基层广大干部群众脱贫攻
坚工作的生动写照，也必将成为我省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历史印记。

该书所选作品均为记者和通讯员深入
最基层采写的精品力作，语言朴实、事迹
感人、故事生动，不失为讲述河南脱贫攻
坚故事的一部力作。7 （本报记者）

□彭忠富

老舍的儿子舒乙曾说：“生活中的父
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
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
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
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
到，很谈得来……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
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
活。”“知父莫如子”，看来，能够迅速在生
活中切换到不同状态、高效率地利用时
间，应该是老舍的生活常态。

写作之余，老舍有打拳、养花、唱戏等
很多爱好，其中，其喜欢养花应该是家喻
户晓的。在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散文
《养花》中，他写道：“有喜有忧，有笑有泪，
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
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老舍早年经历坎
坷，幼时丧父，家境贫苦，“童年习冻饿，壮
岁饱酸辛”。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成长
为一个幽默风趣、热爱生活的人。他的文
字常常诙谐泼辣，足见其性格中的积极乐
观。

除了文字的“俏皮”，老舍作品的价值
更体现在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批判、对弱势
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之上。他曾说：“看
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
生命。”但让人遗憾的是，老舍的笔下虽然

“诞生”过那么多生命，却从未以传记的形
式来记录自己的人生。《老舍自传》一书精
选了老舍作品中关于他个人生平、家庭、
写作、行旅、好友等方面的文章，并配以老
舍在不同时期的珍贵照片，可以使读者了
解到一个更全面立体、有血有肉的老舍先
生。本书集传记、史料、论述于一体，尽最
大可能保留了老舍自述的原貌，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缺憾。

在老舍的作品中，能够看到生活的晴
雨和光影。譬如在《有了小孩以后》中，老
舍谈到了抚养小孩的苦累与乐趣。结婚
前“独人一身，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结

婚带小孩后，仅仅小孩的淘气哭闹已足以
使人心慌意乱。不过，抚养孩子的收获也
是很大的，老舍认为“我所得的经验至少
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
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
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儿。”

而在《读书》中，老舍先是谈到了书籍
的选择问题，“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
情的可很少”，可见他对于书籍的挑选还
是很苛刻的。然后，他谈到了读书的方法
问题，说自己读书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
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此外，老舍再三
强调：“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
书。”这种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也属正
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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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生认识论

书影来风

□赵振宇

如今，纷繁复杂的现
实和不拘一格的社会反
映，让我们的生活变幻莫
测又绚烂多彩。在新的时
代里，千篇一律、整齐划一
的表达方式渐行渐远，富
有个性特征的精神享受成
了人们的追求。阅读肖凌
之所作《人生如字——谐
音字趣谈》（以下简称《人
生如字》）一书，正是这样
一种美好的享受。

肖凌之是一位多产的
评论家，他的评论文章大
多是其结合自己的工作、
学习有感而发，在论证的
方式和标题的制作上形成
了鲜明的个性。比如，“事
业发达，步步高升”是人们
相互祝福的常用语，一般人都是希望“升”的：升职务、升地位、
升薪水、升能力、升品质、升影响……针对这种情形，肖凌之写
下《“深”得下去才能“升”得上去》一文——“升”是朝上走、向
上伸，“深”却是向下沉、往下扎。“深”与“升”，朝向截然相反，
但却相得益彰、相“反”相成：只有“深”得越下，方可“升”得越
上；只有“深”得厚实，才能“升”得茂盛。“升”是“深”的结果与
景象，“深”是“升”的前提与基础。根深才能叶茂，基实才能托
起高楼。这是“升”与“深”的辩证法。

“有”，说的是拥有、具备、占有，是一种天赐或后天努力而
获得的已有状态；而“忧”则是忧虑、忧患，是一种不被胜利冲昏
头脑的清醒，一种对不测的防备与应对，一种如履薄冰的谨
慎。作者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中看到规律，认为

“忧”是“有”的保障，“有”是“忧”的保持与扩充。不管个人的发
展、企业或组织的成长还是一个国家或政党的建设，都不能
忽视“忧”与“有”的问题。于是，一篇《“忧”与“有”》的文章产生
了——没有危机是最大的危机，没有忧患是最大的忧患。有忧，
方可常拥有；无忧，拥有也会变没有。始终保持“今天是起点”
和“从零开始”的奋发意识，是我们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

岁末年初，无论个人还是单位，都要“总结”。有些人已然
成绩满满，有些人一事无成。世间百态，此时尽显。由此，作
者道出了“积”与“绩”的辩证关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积”，应是主动地“积”、不断地“积”、点滴地

“积”；“绩”，不一定是惊世之“绩”，但至少不要损害他人，起码
应是既利己又利人的良“绩”。社会应鼓励追求成绩的人，在
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进程中，我们要放眼杰出、追求卓
越，去取得一个又一个优良的“绩”。

工作之余，作者孜孜不倦地埋首于新闻评论的创作生产，
形成了个性化的意见表达，日积月累，成就了今天的这本著
作。作者说，《人生如字》只是“谐音字趣谈”系列的开始。希
望他再续佳作。7

看花，听雨，吹风

谐音字中的人生智慧

□刘奕昕

近日，张新平所著《草根情愫》出版。
这是一部特色鲜明、充满正能量的散文
集。本书作品写到的主人公大多是社会
中的“小人物”，其中既有日常生活中的感
人故事，也有内心世界的真实显影。通过
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生活信念和心路
历程，作者意图折射出一些社会问题以及
普通人生命的尊严——正如小草是平凡
的，生命力却很顽强，这何尝不是一种精
神力量，它“激励”着每一个有良知和社会
责任感的作家远离尘嚣，俯身向下，努力
与大地保持亲近。

书中，无论是讲述《硬汉闫标》《贼怕的
人李先锋》还是描写《部下小窦》《解读史科

长》，无不坦诚亲切，直抵人心。细节最见
精神，白描愈显功力，《战友苏文革》《志广
你听我说》《敬东，来世我们还做战友》等文
让人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同时对警察这个
职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认同和由衷的尊
重。

与那种居高临下、隔靴搔痒的审视不
同，作者写出了“草根”们的迷茫、痛苦和沉
重，也写出了他们的期许、拼搏与成功，其
中不少篇什在对社会转型阵痛中“痛点”的
把握以及对人物精神层面的挖掘上，颇具
典型意义和启示意义。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真诚是做人的品
质。在作者的文章里看不到哗众取宠，仔
细阅读起来，读者的心里总有一个地方亮
着、暖着、感动着。7

日前，诗集《北中原书》出版。本书分为《平
原》《东坡》《南山》三辑，收录了作者薄暮的250余
首诗歌。

从上大学到后来参加工作，作者在北中原生
活了 30多年。作者说，与其将写诗视为创作，不
如将之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世上奔命，当然不
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把一些东西写下来，似乎
就变得简单了”。于是他便“常常坐在有光的角
落，用一行一行的文字穿针引线，或绣或补，让时
间和心情变得好看”。

业内人士评价，阅读薄暮的诗歌，可以发
现一颗悲天悯人却不轻易示人的赤子之心，正
如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真正的生命是一种
境 界/在 远 离 杂 质 的 地 方/发 散 着 静 静 的 光
辉”。7 （本报记者）

最是人间烟火气最是人间烟火气

在有光的角落在有光的角落
““穿针引线穿针引线””

《皮亚杰文集》 总主编：李其维 赵国祥

出版单位：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10月

不久前出版的《皮亚杰文集》，分为《皮亚杰自传、访谈及
皮亚杰理论自述》《皮亚杰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心理发生
及儿童思维与智慧的发展》等 10卷，收录了贯穿皮亚杰学术
生涯的几乎所有研究作品，对皮亚杰之后的日内瓦学派和新
皮亚杰学派的理论嬗变和发展亦有所涉及，为国内的皮亚杰
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系统的初始文本资料。这一工作在国内
外均无先例，堪称创举。

坦率地说，虽然皮亚杰与弗洛伊德同为心理学之世纪学
术伟人，但他们在我国出版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各自相关
出版物之数量，显然有不小的差异。《皮亚杰文集》首次综合、
完整地收录了皮亚杰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和研究成果，系统
展示了其学术思想的全貌与菁华、张力与辐射、侧重与流变。
本套书籍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把握
皮亚杰的理论与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推动国内外同行关于皮
亚杰研究的学术交流，提高我国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
力和国际话语权。它也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人类认知奥秘
的探究，为更好地“读懂皮亚杰”进而为“重新发现皮亚杰、应
用皮亚杰”做出必要的思想和文献准备，为更好地将皮亚杰理
论应用于教育、临床等实践领域做好服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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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
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
的艺术，每一个人的生命
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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