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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虚灵”“外挺拔”的
真意是什么

易仲祥

笔者所著武学著作《心悟锤》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
版后，受到广泛关注，不少读者与我交流心得，研讨内修
外炼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中，“内虚灵”与“外挺
拔”是笔者特别强调而读者、修炼者们既关心又不得其
解的。

随着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准在不
断提高的同时，人体功能却在退化。 这是现代人务必注
重智慧养生之缘由，大势所趋，不可忽视。千百年的实践
告诉人们：最便捷、最廉价、最环保、最有效的修身养性
道法，在于智慧而科学地利用人类取之不尽并赖以生存
的最基本物质———空气，达到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抵御
外邪，使人体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
巧妙地吐纳清新空气，灵活地结合修炼者的自身身体状
况，辩证运用并且有机结合中医经络学，特别是“子午流
注”学说，潜心修炼，才能使人形体不蔽，精神不散，益寿
无穷。

中华传统武术的内家拳法，包括本人创编的“心悟
锤”，对于提升人们的健康生活品质有独到之处。 例如，
修炼“心悟锤”务必根之于心，即在练拳站桩时力求专
心。 唯有专心、专意，才是修炼功夫之根本，也因此有顺
随专一的良好开端。如果心猿不定、意马四驰，就绝不可
能进入到静在放松专一的意境。

中华传统武术，不论内外拳法，既要强调放松专一，
更要做到智慧的呼吸，有度的放松，就像一个质量上乘
的面包，既松软又充满弹性，即松中有紧、紧中有松、松
而不坠。“内虚灵”与“外挺拔”两者之间蕴藏着数千年来
一个伟大民族的大智慧，即被深深打上华夏烙印的玄妙
哲理。 道家认为：天是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天地
是一个大宇宙，人体则是一个小宇宙。从本质上看，大小
宇宙是相通的，如人体的十二条阴阳经络与每天的十二
个时辰相对应。 整个大自然都是由阴与阳组成。 简单地
说，天为阳，地为阴，天地合而万物生；白天为阳，晚上为
阴；男为阳，女为阴；就“内虚灵”与“外挺拔”而言，内为
阴，外为阳，虚灵为阴，挺拔为阳。“内虚灵”即人体内务
求空静，“外挺拔”即人体中正上拔饱满。“外挺拔”的饱
满扩张，维护了“内虚灵”的空静守一；“内虚灵”的空静
守一，促进了“外挺拔”的腾然之气；两者相互依存，互为
表里。 在大自然中，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接变而化
起。 这显示了中华古哲理的玄妙。

“内虚灵”要求修炼者要空静守一，即心不外驰、神
不外游、情不妄动而清心寡欲，好似一个陈旧的器皿，若
要盛入新鲜之物，务必先将器皿内的污垢清洗干净。 可
以说，“内虚灵”为吐故纳新营造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内部
环境。人心即除，则天心来复；人欲既净，则天理常存。正
意沉心，意诚心正，神舒体静，刻刻在心。 只有内部环境
的舒畅安逸，才能获取实实在在的专一清修的效果。

“外挺拔”则务求修炼者始终把握住紧中有松、张弛
有度。 无论静功与动功的修炼，均务求尾闾在稍下沉的
同时，势必墨守“虚灵顶颈”。只有精神饱满的升拔，才能
促进总督全身之阳的督脉通畅。 只有在如此状态下，顺
随吸与呼， 方能简单而原始地使脊椎在意与气的导引
下，接受天底下最安全、最有品质的牵引运动。人体只有
在这种有实效而便捷的状况中修炼，才能促进阳气不断
地升华，精气不断地充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
虚，炼虚合道，人体的良性循环顺随着以精气神为基础
的能量流日积月累，人体就有了坚实地纠正阴阳气血偏
盛偏衰、扶正祛邪的抗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元真畅
通，人即安和，精气足百病除。

蒋剑平 周忠安

仲春的一个周末， 明媚春光里， 新宁县委宣传
部干部杨坚坐在书房， 陶醉在屋内的书香和窗外飘
来的花香中。 就在3月上旬， 他接到来自国家新闻
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喜讯， 他的家庭被评为全
国“书香之家”。

杨坚藏书达2万余册，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
虫”、 全县有名的图书收藏爱好者。 但他常对人说，
自己是“一介农民”。 1978年， 16岁的他在老家新
宁县水庙镇读完高中后， 因偏科高考落第。 复读后
次年再考， 又名落孙山， 只好回到村里务农。 他学
会了犁田耙田、 种稻砍柴， 常常一担挑个200来斤。
但酷爱读书的杨坚心有不甘， 他的梦想是当作家。
体力劳动再繁重、 身体再疲惫、 家境再差， 也没阻
挠他对知识的追求。

1980年秋天， 邻县武冈的一位商人在杨坚的村
里买了一副木料， 要他用板车拖运到武冈的司马冲
镇， 讲好运费是25元。 当时， 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
入！ 杨坚像捡了宝一样兴奋。 他凌晨5时就出发，
穿着废轮胎割成的橡胶草鞋， 拖着装有沉重木料的
板车， 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吃力地行走了6个多小
时。 到达40多公里外的目的地后， 杨坚整个身子像
散了架， 一下子瘫倒在地。 武冈客商看他累成这
样， 动了恻隐之心， 多给了3块钱。

头次赚到这么一大笔钱， 杨坚兴奋得忘记了疲
劳。 怀揣这笔“巨款”， 他跑到镇上邮局订了两份
文学期刊。

父母很不理解： 大学都考不上了， 还读什么
书？ 在农村干农活， 读书有什么用啊？ 但杨坚坚
信： 读书能让自己走得更远更高！

1985年冬， 县文化局面向全县招聘乡镇文化辅
导员。 杨坚被录用到渡水镇文化站工作， 两年后，
又调回家乡水庙镇文化站。 杨坚的才能得到充分的
发挥， 也读到了更多的好书。 读多了， 写作的激情
也迸发出来， 创作的小说、 散文等文学作品陆续在
省市级文学杂志和报纸刊登。 他还创办了文学社，
吸引了许多喜爱读书和文学的干部、 教师和村民参
与。 1997年， 杨坚作为特殊人才被录用为国家干
部， 当年9月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

新的岗位， 新的工作， 新的期待。 美好的未来
刚刚向杨坚敞开迷人的一角， 不幸却突然降临。 这
年11月， 杨坚被查出患有直肠癌， 他顿时懵了！ 但
意志坚强的他很快调整了心态， 坦然面对病魔的袭
击。 住院的日子里， 他仍不停地读文学名著， 还写
下了 《住院的日子》 《康乃馨， 生命之花》 等与病
魔作抗争的散文， 在报纸发表后， 他收到了200多
封读者的来信。 病愈后， 杨坚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
工作， 先后采写了13000多篇新闻作品， 发表了10
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2010年， 他当上了县文联主
席。

2001年那年， 杨坚买了一套商品房。 他对妻子
说： “给我一间书房。 这些书伴我一路走来， 给了
我知识和力量， 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遇到过许多
‘贵人’。 但我今生最不能忘记的‘恩人’， 就是
书！”

妻子懂他， 满足了他的心愿。 成千上万的图
书， 成为日夜陪伴他一家的亲密伙伴。

邱少梅

看待民国， 很多人容易走向极端， 有人对民国
顶礼膜拜， 不沐浴更衣焚香跪着腰不能读； 有人对
民国横挑鼻子竖挑眉， 偏要居高临下地横着读。 我
平日杂务繁多， 只能每晚睡前挤点时间倚在床靠上，
腰间垫个垫子， 慢慢品读 《民国风流》， 姿势甚是舒
适， 读之确实是人生一大享受。

我读 《民国风流》 的姿势， 源自作者写 《民国
风流》 的姿势。 近些年的民国热， 展现出了当代人
追求思想真理的热情， 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然则其
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爱之者奉之为天堂， 只准
说好， 不准说坏， 谁说民国有阴暗面， 便视谁为仇
雠； 恨之者诋之为地狱， 只准说坏， 不准说好， 谁
说民国有闪光处， 便视谁为非我族人。 这些人写民

国， 读民国， 以感情态度代替理性分析， 以派性站
队代替历史判断， 以致在民国问题上形成严重对立，
背离了真正的读书精神。 作家陈村有篇谈读书的文
章， 他说读书最好姿势就是躺着读书： “我们躺下
了， 我们也就成了古人。 我们才有资格和古人说短
论长， 才能占有和奉献。”

从旧纸堆里找出新材料， 从旧材料中发掘新见
识， 刘诚龙 《民国风流》 很费了一番爬罗剔抉功夫，
翻寻出了民国一些人与事， 全书分为 《民国现象有
看头》 与 《当年国士个个牛》 两辑， 前者注目宏观
瞭望， 观察了民国学术界、 文化界与官场中的共性；
后者偏重个例分析， 描摹了学界、 文坛与仕版中的
人物个案， 如“花痴易实甫”， 如“和尚苏曼殊”，
如“保姆竺可桢”， 如“文青季羡林” ……刘诚龙取
舍历史材料， 不增不减， 以原样呈现； 刘诚龙评点
历史人事， 不拔不压， 以公允展现。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 明
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 存亡国，
继绝世， 补敝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 司马迁著 《史
记》 确定了写史与读史的道统， 那就是“不虚美，
不隐恶”， 美其美， 恶其恶， 不因其美而将“脓汁”
美化为“乳酪”， 也不因其恶而将“桃花” 丑化为
“疮疤”， 《民国风流》 客观地再现了民国的社会风
貌， 真实还原民国文人的性情与品格， 不因社会对
某人的推崇而饰其短， 也不以人们对某人的异见而

掩其长。 《胡适老章演反串》 里， 胡适素来被认定
为新文化斗士， 老章即章士钊却被认定为旧文化的
老朽。 事实不一定如此， 胡适有其守旧一面， 老章
有其革新有面， 刘诚龙对此发论说： “没有胡适等
极力推行白话文， 文化便断了生机； 没有老章等拼
死维护文言文， 文化也可能断了命脉。”

刘诚龙的个见颇忠于自己， 尊重别人的观点，却
不拜服在别人脚下， 以自己的眼光提出自己的看法，
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他透过纷繁复杂的
表象，拨开层层迷雾，直指事物的本质与核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提出了这个著
名的判断， “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 死历史就
会复活， 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 过去史不是当代
史， 但过去史却要变成当代需要借鉴的历史， 刘诚
龙在 《穷死不要“特别费”》 里， 谈到西南联大的教
授鉴于薪水过低， 无法维护生活， 只能向政府上书
请愿。 当局按照“擒贼先擒王” 的思路， 给大学主
管人员共25人发放特别费， 出乎当局意料的是， 这
25个“大学领导” 一个都不买账， 联名上书不要津
贴。 联系到当今大学的某些现象， 两两比较， 其情
怀、 其品格高低立现。

躺着读 《民国风流》， 读起来轻松幽默， 想起来
却神思远接， 言近而旨远， 微言而大义， 寓思想于
故事， 寓议论于叙事， 这是一种美妙的读书感受。

(《民国风流》 刘诚龙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跨越 （1949-2019）》
崔友平 等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丛书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而作 ，包
括 《历史的轨迹》《理性
的选择 》《伟大的梦想 》
《不懈的奋斗》， 对70年
来中国的发展进行历史
回顾、 经验总结和理性
分析。 该丛书由中共中
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 求是杂志社等单
位长期从事党史、党建、
党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工

作的专家学者执笔，确保了该书的理论水准。

《娘》
彭学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长篇纪实散文《娘》真
切描述了湘西大山深处一
位中国母亲所遭遇的前所
未有的屈辱和苦难， 全景
记录了母亲牺牲所有的名
誉， 以血泪和生命抚养孩
子、 保卫孩子， 以品德和
精神教育孩子、 培养孩子
的经历与恩典。 青少版更
贴近青少年情感发展阶
段， 适合青少年阅读。

好书导读

走马观书

读有所得 躺着读

王涘海

“蝴蝶很秋风地飞舞着/把日子撞破/撞成一个
洞两个洞三个洞无数个洞/击洞的声唱 一如/出土
的残帛亘古不绝的撕裂/无言的诱惑迫使我趔趄着/
撒开脚丫和茫然追逐。”

多年前， 某个黄昏， 我从喧嚣的大学寝室逃
离， 模仿着雪莱或者聂鲁达或者海顿斯坦的样子，
在岳麓山下踽踽独行， 写下这首名为 《静静的日子
流啊流》 的诗歌。 那时， 我只是一个“为赋新诗强
说愁”， 对自己的未来怀有强烈焦虑感的青年学生。

我从没想到我的文字会再一次与母校结缘。
大学四年， 我无数次地从麓山路的湖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走过， 无数次地仰望那栋朴素的并不高大
的大楼， 启功书写的苍劲有力的社名连同大楼的
那份陈旧朴素让我无限着迷， 总感觉里面蕴藏
着巨大的神秘的能量， 以至于我对大楼里走出
的每一个人都充满好奇 ， 想看看他们是否有三
头六臂， 是否有仙术奇技， 甚至好多次我鬼鬼祟祟
地溜进大楼去“巡视”， 看能否在大楼的角落里淘
到类似于武功秘笈之类的东西让自己增长能量。 我
也因此屡屡成了被怀疑为意图不轨的对象招来了警
惕的目光， 幸好我长着一副老实的面孔， 才逃脱了
被驱赶的命运， 成功地满足了自己绵绵不绝的好奇
之心。

上帝总是跟我开玩笑。 其实， 我最初的梦想是
成为一名画家。 画家的生活方式契合了我所有最浪
漫的想象。 上了大学， 进了中文系， 我还一度如
此。 我就像一个贪吃的孩子， 捧着中文的课本， 却
做着画家的美梦。 除此之外， 我还做过很多七七八
八不着边际的梦， 但我终究没能在美术或者其他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 说到底， 是老天的错。 老天给了
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心， 让我不停做梦， 却不给我聪
明的大脑。 加之后天的我又缺乏攻坚的耐力， 不愿
意早起捉虫， 笨笨的不愿先飞， 怎么找得着林子
呢， 而虫子也肯定不愿意自己跳到我的嘴里吧。 我
时常痛恨自己， 自己的手怎么那么无力， 手捧了一
兜的沙子， 不像高山， 至少像小丘吧， 那些可爱的
沙子怎么就纷纷地从我的手缝中逃走了呢。 它们像
不听话的土地爷， 从我手中溜走， 带走了我的梦，
遁到地下， 却从另外一处出来， 眼巴巴地看着在别

人身上实现了。
我的诸多的梦想没能实现， 聊以自慰的是， 我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 那就是希望有朝
一日看到自己的书摆在我曾经偷窥过的出版社神圣
的编辑的案头。 没想到我的这本小书真的被拿到母
校出版了。 这本小书是我公开发表的部分评论作品
的结集， 虽然他长得并不好看， 甚至有些丑陋， 让
我很羞愧， 但他毕竟留下了我飞过的痕迹。

“误落评论中， 一去二十年。” 1997年， 我大
学毕业被分配至某大学中文系任教， 1999年开始发
表第一篇评论作品， 二十年就在一箭之间。 感谢我
笔下的那些作家和作品， 他们是我试图打开这个世
界或者窥探隐秘人心的一个窗口， 那一个个鲜活跳
跃的文字也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或和解的方式。 感
谢我供职的省文联设立了“三百人才工程” 这个项
目， 如果不是这个项目的资助， 我是不会重新检视
自己的作品的。 因为种种原因， 自己欢喜的一些评
论作品并未收入， 而收入的部分作品也只是简单进
行祛痘抹粉， 还是应该保持本真吧。 感谢可亲可敬
的李阳老师不厌其烦地催促， 他也因此见识了我自
己无比痛恨的惰性。 我这简单的小集子， 应该是最
让他窝火的了。 感谢在我身后默默支持我的家人，
感谢所有我爱和爱我的人， 你们， 是我果敢前行的
唯一动因。

还是再回到那首诗的结尾吧：
“静静的日子流啊流/冷静地放大瞳仁/抛却迷

惘抛却乳雾放成凸透镜/一绺绺地梳理 一根根地
细数/日子的长发/日子 却/纷纷漫过我纸色面颊/
把我撞成严重内伤。”

那时的我是那么忧伤， 再看看现在， 没有丝毫
进步和成熟。 很多生命中带来的东西是无法抹掉
的， 比如性格， 比如做梦。 不惑之年了， 竟然还延
续了青少年时期的恶习， 还是那么忧伤， 还是那么
爱做梦， 做着七七八八的梦， 做着五颜六色的梦。

日子怎么就走了这么多呢， 我两手握握空空的
空气， 我想问问朱自清， 他沉默不语， 他同我一样
忧伤。 但我只能仰望他的忧伤。

只有期待明天了， 也只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办
法呢？

（《穿越文字的迷雾》 王涘海 著 湖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 本文系该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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