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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

前些日子， 崇谷先生送给我他的
新作 《三江源赋及其历史思考》。 收到
书的第二天， 我就把全书读完了。

《三江源赋》 是作者文学创作的
代表作， 它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身。
这些天来我一直想， 以领导干部作为
第一身份的崇谷先生， 为什么能有这
么好的人格光彩与文艺造诣。 我从他
的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优秀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全方位的深入的
涵养与滋润。 他以君子作为自己的人
格要求， 以低调作为自己的立世原则，
以诗书丹青作为仕宦生涯中的精神寄
托。 仅仅摘取这三个方面来看， 作者
秉承的正是中国文化数千年来一脉相
传的那些精髓。 一个有志于公众事业
的人， 当他以君子来要求自己时， 他
就会有约束与提升的意识， 久而久之，
便会在思想、 情感、 行为乃至整个境
界上慢慢提高， 在他的心胸中， 也就
会有国家天下的情怀， 有苍生社稷的
忧虑。 如此， 为官则可以勤政廉洁，
造福一方。 我们看到， 崇谷先生做市
长时， 便有庶民百姓的“政声人去后，
饭后茶余中” 的称赞； 执笔为文， 其
立意也就自然高远。 《三江源赋》
《南海赋》 守土护疆、 爱我中华的主
题， 应该就建筑在这种情怀与忧虑之
上。

中国的传统学问，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个妥善处置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
间关系的学问， 主流意识是以温良恭
俭让作为要求， 对社会精英则更提出
收敛、 谦虚、 卑抑的高标准。 但我们
常常能看到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不
由自主地表露出来的是志得意满， 骄
傲自大。 当这些人握有权力的时候，
便会很容易地自我膨胀， 以至于目无
党纪国法， 贪污受贿， 胡作非为。 而
我们看到， 崇谷先生在给社会大众讲
《爱莲说》 时， 特别强调要低调立世。
他说： 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太阳到中午最高时就开始
回落， 月亮到每月十五最圆的时候就
开始亏缺。 他的这个理念的依据， 正
是 《易经》。 《易经·丰卦》 说： 日中
则昃， 月盈则食， 天地盈虚， 与时消
息。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古代

的智者贤者主张花未全开月未圆， 提
倡求阙惜福。

当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个
高位者的谦虚谨慎， 平易待人， 便不
再是一种表面作秀， 而是源于内心，
发乎自然， 我们就能够看到崇谷先生
不在意媒体将市长写为副市长的错误，
吟而为诗， 则有“乐居卑下发微香”
“不与群芳争贵贱”。 一个官员的人格，
就这样发散出光彩。

人们对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如何打
发， 各有各的选择安排， 只要不做坏
事， 原无所谓对与错， 但选择与安排
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志趣， 而志趣却有
高低雅俗之分。 这种区分， 取决于人
的文化素养与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
倡导对社会有引导、 教化作用的官员
在从政之余， 应有高尚的业余生活，
以此当作自己的心灵寄托， 也借以提
高自己的精神追求。 正是因为这种倡
导， 天分加上勤奋， 让少数官员在政
事之外， 为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 留下了杰出的精神产品。 多少年
后， 他们的政绩或许已被历史淹没，
而他们的精神产品却万古长存。 在没
有专业作家的过去， 中国历代那些美
妙的诗文， 绝大多数出自于官员之手。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 十之八九
是政府官员。 崇谷先生长年来凌晨五
时即起， 写诗作文两小时后再上班，
下班后在书房再工作到11点半。 他不
唱歌跳舞、 不打牌钓鱼、 不坐茶馆、
不洗脚按摩， 多数时间都沉浸在诗文
书画的乐趣之中。 显然， 他遵循的是
中国文化对官员的传统规范。 崇谷先
生今天所取得的文艺成就， 不正是这
种几十年来对文学艺术苦苦追求的结
果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 优秀的传统
文化成就了他。

眼下的中国人， 正在越来越清晰
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培植人的健全品
格、 陶铸人的心灵世界方面的巨大价
值， 中华民族， 尤其是为这个民族的
崛起担负重任的政界精英， 很需要它
的熏陶与滋润。 我们从崇谷先生这个
湖湘君子， 以及他所创作的那些血性
诗赋中， 再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三江源赋及其历史思考》 彭
崇谷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此中有深意
———读《龙牙遁》有感
曾主陶

清澈的资水从雪峰山深处蜿蜒数百里流入洞
庭湖， 在一个名叫三堂街的地方转了个大大的弯，
两岸的风光分外秀美，许多传奇故事也在这一段流
传。

三堂街位于桃江县，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这里
既是资江中段的中心，又处在湘西山区与洞庭湖湖
区的边界，古代还是益阳、龙阳、安化三县接壤之
处。 据说三县正堂曾在此合署办公，故有三堂街之
称。 江畔有古龙牙禅寺，始建于唐代，名气大得很。

令三堂街人津津乐道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敕建
龙牙禅寺并派大将尉迟恭当监修官的故事。故事的
源头遥远，口耳相传，并无文本。 有人说得很夸张，
有人说得很玄妙，有人说得很牵强很离谱。当然，说
好耳熟能详但又众说纷纭的故事，并非易事。 近几
年，桃江卢胜祥先生抛开俗务，埋首群书，辛勤写
作，出版的小说《龙牙遁》，把唐太宗敕建龙牙禅寺
的故事，演绎得生动有趣，意味深长。

故事追溯到唐代初年。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发
动政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猝不及防，身首
异处。随后，太子府和齐王府也被杀得血湖血海。在
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太子府詹事卢行瑫和御女李氏
舍命将李建成的幼子、皇孙李承义保护起来，设法
潜出长安， 一行三人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资江边，
在当地一位熊老爷的帮助下，安顿下来。 李承义在
卢行瑫和李氏的悉心鞠育下成长，也有了新的名字
卢义方。一位落难皇孙，一对忠肝义胆的男女，一个
义薄云天的熊氏家族，在资水之滨开启了一幕幕有
情有义的平民活剧。数年后，卢义方长大成人，知道
了自己的身世，立志复仇起义，并得到了熊氏家族
的支持。 卢义方的起义很快被官军打败，义方再次
逃亡。 经过一次死而复生的人生经历之后，卢义方
突然变得安静。 在高僧智洗的开示下，卢义方皈依
佛门。 李世民得知侄儿李承义的下落后，决定亲自
来看看。 他不仅想看看这位流亡多年的侄儿，更重
要的是想了解这位满腔怨恨的侄儿为什么会突然
变得如此平静安详。在资江边，李世民如愿以偿，而
且得到智洗和尚更多的启示，发愿敛恶用善。 为纪
念此次资江之行，李世民比照皇家寺院的规格敕建
了龙牙寺。卢行瑫因受义方起义牵连，瘐死道途。卢
义方守孝三年后， 陪同义母李氏回到岭南娘家，安
度晚年。再过了十七年，李氏去世，卢义方安葬了义
母，在岭南出家为僧。

《龙牙遁》篇幅不大，故事也比较简单。 作家的
任务是讲故事，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需要精
巧的构思，需要大量的素材。 作者对唐初的历史文
献作过深入的研判，对玄武门之变李氏家族内部争
斗的分析，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情节之生动，人物
内心刻画之细腻，丝丝入理，由此演绎出皇孙李承
义逃亡资江的情节，也合情合理。在人心浮躁，视读
书写作为畏途的当下， 卢胜祥先生在拼搏商海之
余，回归书房，平心静气地静观历史，仅此一点，就
很令人敬佩。

李世民与智洗禅师的两次对话， 应该是全书最
为精彩之处。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是充满禅
机慧识的高僧，他们的谈话必然是一场高峰对决。李
世民从国家政治的角度谈佛教， 智洗和尚从人性的
角度讲谈佛理，原来佛法与世法本有相通之处，智洗
禅机敏捷，使大唐皇帝如沐春风，证得正觉。

《龙牙遁》这个书名很有禅意，这个“遁”字是全
书的法眼。遁，不是消极的逃遁，是一种战略上的主
动退却，是禅遁，禅法上叫“放得下”，世俗中叫“不
去想它”。李世民要建设贞观盛世的政治局面，一方
面要积极发展生产，使老百姓摆脱贫穷过上富庶的
生活，另一方面要努力消弭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全
社会的和谐。每个人总会有遇到仇恨、哀怨、失意等
人生状况的时候，如何处置，如何面对，确需要大智
慧。 要达到人内心的平和，对不悦之事真还要放得
下。如果人人心中隐藏着一股戾气，冤冤相报，以牙
还牙，社会何以有宁日？ 个体的冲动，不理智，很有
可能造成群体的伤害，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作者并
没有鼓励大家去学佛参禅的意思，只是企盼这个世
界上少一分仇恨，多一分理解、多一分祥和，也希望
人们多一种生活的哲学。

（《龙牙遁》 卢胜祥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寻配残书
陈静

我喜欢买书。 考上高中的那个暑
假，我向母亲要了十多元钱，坐60多公
里的车第一次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书。
慢慢积攒下来，居然有了八九十本，惹
得同学、朋友纷纷上门借阅。 当然，有
的是老虎借猪，有去无回。 现在，空闲
时候我一一清点，将残缺的书清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蓝封面
《三国演义》缺上册，三卷本《水浒传》
缺下册，巴金《家》《春》《秋》没了《家》，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剩一
半……

一套套残缺本， 又可惜又可忆，
便时时记在心头， 每去旧书店就瞪大
眼睛。 终于， 1985年1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同一版本 《约翰·克里斯
朵夫》 配齐了， 还买到一套九成新的
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版， 也是四本，
精致极了， 我很喜欢。 去年到北京看
望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多年社长的
长辈陈早春先生时， 他在我这套书的
第一本扉页上写道： “法国和英国、
俄国、 美国等都是文学大国。 其重要
作家， 人文社都出版过他们的全集、
文集。 至上世纪中， 罗曼·克罗兰的
书， 人文社出过不少。 其中印数最多
的即是该书。 陈早春， 2015.10.19于
北京。” 我将这套书珍藏了起来。

还有一类残书， 是我在旧书店有
意买的， 想慢慢寻找， 慢慢配齐。 如
巴金的 《随想录》， 上世纪80年代人
文社分五集小开本印刷过， 我找到三
集。 这套书150篇文章， 42万字， 巴
老将它作为“遗嘱来写作的”， 它的
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2016年10月16日下午， 上海图书馆
曾庄重地举行 《“讲真话” ———纪念
〈随想录〉 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
展》， 海报上“讲真话” 三个大字悬
挂于天空之下。 早春先生在我的 《随
想录》 第二集 《探索集》 扉页上题
道： “巴老的全集、 译文集都由人文
社出版。 主要是其编辑王仰晨与他是
多年的老朋友， 互相信得过。 陈早
春， 2015年10月18日于北京。”

后来我在长沙复兴街旧书店买到
一本王仰晨编的 《巴金书简———致王
仰晨》， 书中收有1963年至1995年巴
金先生给王仰晨先生的300余封书信
及 《巴金全集》 代跋、 后记， 反映了
多年来巴金先生的生活， 记录了一位
作家和一名编辑数十年的友谊和长期
合作。 巴金在序中写道：“……我的不
少书都有他的心血， 特别是我的两个
《全集》，他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我
没有感谢他， 但是我记住了他为我做
的 一 切 。 现 在 ， 我 把 这 本 书 献 给
他…… ” 1985年1月28日信中， 巴金
写道：“《全集》的事就交给你，你想干
就出，不想干就扔下，总之我相信你。”
可见， 巴金先生对王仰晨先生的信任
与友谊， 印证了老社长陈早春先生所
题的话。

我想说， 残缺书的存在并无遗
憾， 何况有些残缺书存有过去年月的
影子， 那些借书人的爱书之心， 与今
日大多数人弃书如敝履比起来， 的确
难能可贵。 书残了， 迟早一日会配
上， 唯留意而已； 心残了， 失去了书
的位置， 就会变成人生最大的遗憾和
残缺。

《廉洁拐点》
高波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腐败是人类公敌， 反腐是世界难
题。 先发国家几乎都经历过腐败高发
期， 一些 “成功国家” 随后出现廉洁

拐点期， 而 “失败国家” 却陷入 “现代化
陷阱”， 甚至贪腐成灾。 人类历史为何会有
廉洁拐点？ 中国廉洁拐点将呈现什么形态？
本书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 历史和现
实双向思考， 剖析美国、 瑞典、 新加坡等
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 解读中共十八大

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
“新治理革命”。

读有所得
书香闲情

走马观书

持别推荐

《左宗棠传信录》 刘江华著 岳麓书社

左宗棠作为传奇历史人物， 围绕他以及他与同时代名人如曾国藩、
胡林翼、 胡雪岩等人的交往， 有不少逸事为大家所津津乐道。 但是这些
逸事中有不少只是传言， 并非史实， 这些传言甚至被频繁使用到历史研
究著作中。 借助当年秘而不宣、 今天已公开的清宫档案， 本书作者经过
数年钻研， 为读者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