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主编 龚旭东 版式编辑 周鑫

江 周刊
XIANGJIANG� WEEKLY

◎第59期

152016年12月23日 星期五

大潮拾贝 6

江海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滚滚
洪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
革中，有成功的喜悦，有低谷的

彷徨，有幸福的回忆，也有扼腕的
叹息……伴随着潮起潮落， 这一
桩桩、一件件，犹如一片片五颜六
色的贝壳， 静静地停留在海滩之
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迪士尼”的追求

� � � �虽然湖南没有赶上当年大兴土木建造主题公园的机遇，但只要
我们用心地呵护、 精致地装点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这一方好山好水，
就必将在全域旅游时代到来的大背景下，占据新的高地———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已
有几千年历史的二十四节气， 包含了人们对四
季变化转换规律的总结， 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
产。

恰逢二十四节气申非遗成功之时， 著名学
者余世存最新力作《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
节气》顺势推出，画家老树倾力绘制24
幅节气美图， 成为第一部全
面解读二十四节气的
国民读本。

近日，新湖
南客户端记
者对话余世
存， 听他解
读 中 国 人
千 百 年 来
证 实 的 存
在与时间。

每一节气都有
它的功用和价值

新湖南：为什么想写下《时间之书》？ 为什
么觉得“时间是最好的朋友”？ 在这之前，您写
过《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上次您也说到在
研究易经。 为何对时间特别感兴趣？

余世存：这本书是应《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之约开专栏的结果。 我也曾问一个知名的历
史学家，二十四节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历
史学家张口结舌。 我才意识到，传统文化
的这些学问在现代学术中是极为边缘的。
就这么写下来，写了整整一年，真正成了
我的研究成果。

时间是最好的朋友。 对没有阅历和
反思生活的人来说，这话没有意义;而对
理解它的人来说， 这话有各自的场景、感
念和安慰。我在写节气时，也体会到人们说
的“日日是好日”，每一节气都有它的功用和
价值， 每一时间都在整体的意义上帮助我们，
无论是让我们积累，还是让我们休止。

我们身边大多数人失去了时间感， 人人以
为自己的生存是一个偶然，存在是唯物的，是当
下要牢牢抓住什么的。 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与
时间、空间有最深刻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携带
有时空的代码， 就是我们彼此交流或档案上的
时空信息， 我们的这一信息或时空代码与新的
时空形成良性、惯性或恶性的互动，但我们对此
互动日用而不知。

新湖南：老庄、易经与节气时间，存在某种
共通。 与现代科学不同，中国文化似乎更倾向
于“生命哲学”，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我个人
认为中医也是如此。您怎么理解时间在中国传
统文化和古典中国人中扮演的角色？

余世存：有朋友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性的，
西方文化是空间性的。时间确实在传统文化和
古典中国人那里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老庄道家
讲长生久视， 我们普通人追求好死不如赖活，
等等，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人对
时间的把握较为精细。无论是大时间尺度的玛
雅文化， 还是对时间不太关注的印度文化，以
及西方文化，都不如中国文化对时间的感受敏
锐细腻。

但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是循环
的，不是线性演进的，中国人对时间虽然重视，
在西方人眼里，却是长期停滞的文明。 黑格尔
就感叹中国是一个没有时间的国度。

写时间简史， 看到先人对节气时间的理
解，就像是一个非常有审美能力、有科学精神
也有善意的人， 在与时间进行莫逆于心的互
动，是一个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这个人就是
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

真正的信仰，其发生源起就是
先民对时空大化的感受

新湖南：《时间之书》的远景似乎是老庄哲
学，但具体篇目和表达又是以儒家仁、义、礼、
智、信、恕、忠、孝、悌等德目来遵循、恪守时间
和环境之变？ 儒和道如何在您身上融合？

余世存：你的这个感受是对的。我说过，宋
明以后，儒释道在中国上层、下层都实践着合
流的历史过程。 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
如果还强行把它们分开来取法就有问题。我在
《立人三部曲》的序里还说过，儒释道耶回都是
现代人的思想资源，如果一定要区分出中国人
与他者，那么中国人就是内释(儒释道)外耶(耶
回)。

我这本书的序题叫“行夏之时”，孔子说他
的为邦之道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
冕”，我发挥孔子的这话，在全球化时代，孔子
的“行夏之时”之说，就是采用公历时间，享用
各国产品，保留中国元素，怀抱人类情怀。

新湖南：您曾写过《非常道》《中国男》《小

民大国》
等， 被誉
为 青 年 学
者 、 思想家 、
公共知识分子。后
来 开 始 转 向 研 究 老
子、易经、时间，您如何看待
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 现
在如何看待“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如何理解
信仰？

余世存： 这种转变是从青春走向中年的必
然，跟从热烈的生活退回宁静的书斋没有关系。
我的文字不是学院的、书斋的，我的文字仍是战
斗的、撄人心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做一个知
识人有些自觉， 我们身上背负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以来的知识或思想使命， 我们的努力仍在给
社会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仍在校正、安顿世道
人心。

我这些年经常使用“绑架”一个词，我们自
身的生活或使命不能为时代社会裹胁绑架，要
活出自己并不容易，这需要有至高的信仰。真正
的信仰，在其发生源起上，就是先民对时空大化
的感受。 它跟我们现在的拜物教、拜金主义、物
质主义一类的信仰不是一回事。

节气时间中的物候是比GDP
更重要的生存指标

新湖南：古老的农耕文明日渐消隐，牧歌已
经远去，作为中国古人生产生活的指南，这种根
植于时间中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 您认为还在
对我们的现代生活施加怎样的影响？ 我们为何
还需要它？

余世存：我的理解是，现代生活有超越时空
的一面，但同时仍离不开具体时间，对时间的感
受和安排， 仅仅以一分为四的一年四季来做参
照是不够的; 以一分为十二的月份时间来做参
照也是不够的。 只有把24份的节气时间纳入进
来，现代生活的时间才不仅仅只是人文的，人道
的，而是涵有自然、天道的。

随着节气时间从传统中从背景
里走出来， 参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我
们会创造出更丰富多样的生活。 我们
会用节气时间来校正网络时间、手机
刷屏时间、技术跟风时间、拜物拜金
时髦时间、单位变异时间，等等，我们
会从日常生活的理性或物质生活理
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那种人性的、
生命无限丰富可能性的东西会在我
们身上复苏。

所以，我觉得从节气时间开始，我们个体的
日常生活和人生感受的时间才算真正开始了。
年轻朋友借助于节气时间， 可以认知自己的生
命已经完成的阶段和有可能抵达的境界。

新湖南：节气、物候在当下似乎更趋向于一
种纯粹美学上的理解和感受， 这一关于时间的
文化和文明模式，如何体现它的“旧邦新命”？

余世存： 节气时间中的物候是一个非常好
的生存指标，比如过去的乡村，春分前后，燕子
是否飞回自己家里安居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
如果自己堂屋里没有燕子安个窝， 对人的打击
是很大的。我相信，今天的节气时间会出现新的
物候，这些物候会让我们对生存环境，对自身和
共同体的德性有一个及时的检验和考量。

比如霾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物候了，可以说，
节气时间中的物候是比GDP指标、物价、房价更
重要的参数。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丧失
时间感，身心紊乱焦虑

新湖南：我们有自己的生物钟，可以说，每
个人的身体里都存在一个时间。 如何调和身体
内外的时间，是一个隽永又优美的奥秘。能否谈
谈您理解的人在时间中的使命。

余世存：比如立春节气是“天下雷行而育万
物”，这是提醒人们春天是生发的季节，植物、动
物都生发繁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伤春的。
所以接下来的雨水节气是“君子以思患预防”，
既说明君子应该注意不干预自然界的生发，也
应该注意周围是否因为雨水不够而难以生发。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没写进书里。咸
丰皇帝的才智一般，比不上兄弟恭亲王，但他让
父亲看重立为太子就是因为他的老师教了他几
招，其中一招就是，跟众王子一起打猎时他一箭
未放，父亲问他，他回答说：“此方春，鸟兽孳育，
不忍伤生以干天和。 ”据说他的父亲道光皇帝称
道他：“此真帝者之言!”从这个故事说明，人在
春天开始也要生发，但要注意有所约束，不能因
为自己要发展而毁灭了他者。

新湖南：我们如何调整、确定、开始自己的
时间，如何在时间中获得安顿？

余世存：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丧失
时间感。 全球化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现
代人对时间空间的超越， 而忽略了人是此时此
地的存在，人的身心仍有生物钟。如果时间感丧
失，生物钟紊乱，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会出

问题。
当然，时间感对现代人的意义不仅

仅是健康方面的，也有人生幸福和意
义方面的。 从时间感的角度，我们
可以观察很多社会现象。 比如“成
功人士”这个词，只中性地说它的
人生阶段的话， 它基本上是指人
生秋冬之际的状态; 但年轻人正
处在人生的春夏阶段， 所以年轻
人根本不应该羡慕成功人士的生
活， 也不应该仿效成功人士的生
活。 因为春夏阶段， 还是要耕耘，
要播种，要吃苦。 我在书的自序里

引过一段话：“年轻人， 你的职责是
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 你做三四月

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但现实社会
里，很多年轻人却没怎么付出就想过成功人士

的生活，不仅痴心妄想，而让自己的精神焦虑不
安，酿成自己人生和社会的种种悲喜剧。

那么成功人士呢? 秋冬阶段的人生应该怎
么度过呢?从节气时间来说，秋冬阶段，既是收
获的季节，又是散财的季节。很多人把春夏秋冬
的生长收藏当作人生指南，但最后一个藏字，一
般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藏不是聚敛的意思，不
是囤积的意思，对人生人身来说，它更是清廉的
意思，是退场的意思，更是洗心退藏于密而生出
智慧的意思。成功人士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的考
量，就是他是否退场，是否散财 ;如果他只是把
财富收割了藏在自己身上，那就会招来灾害。老
子说过，多藏必厚亡。那种贪婪收藏而非清廉散
财布道布施的生活， 会把这种成功人士钉在人
生社会的耻辱柱上。

新湖南：日常生活中，您如何与身体内外的
时间相处？ 您现在如何理解时间？

余世存：我也是在向古典中国人学习，比如
苏东坡、朱熹、王阳明、顾炎武这些人的实修功
夫很不错，我也曾经从静坐、站桩、持戒中受益，
感受身体内外的差异。 回到身体内的“知止知
定”中，是对身外热闹繁杂世界的一种有效的补
充和校正。

上药三品，神与气精；把精气神安顿调伏把
握好了，可以说是给身心充电补充能量。 当然，
我现在的功夫还比较浅， 还没有修到出入自如
的地步。

我同意康德意义上的理解， 时间是我们的
先天直觉形式。我们个人获得时间感，意味着我
们的“重生”或“再生”；但很多人没有自己的时
间感，他们只有社会的时间感、圈子的时间感、
单位的时间感，他们的人生就只是本能的、因循
的、一次性的。

余
世
存： 每

个
人
都
携
带
着
时
空
代
码

眼下，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正迎来
开园以来首个圣诞季。 璀璨夺目的巨
型圣诞树、 五彩斑斓的彩灯花环、 华
丽喜庆的圣诞服饰、 地道可口的圣诞
美食， 吸引着广大游客纷至沓来。 作
为全球第六个、 中国内地首个迪士尼
主题公园， 上海迪士尼自今年6月开
园以来， 始终受到国人的热议和追
捧。 每月近百万人次的游客接待量，
便是最好的例证。

我对“迪士尼” 有着一份独特的
情结。 改革开放前， 大多数国人并不
知道有这么一个以唐老鸭、 米老鼠等
卡通形象为标志的大型主题公园。
“三毛” “黑猫警长” “孙悟空” 等，
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记忆。 还记
得那年在日本东京， 当第一次走进迪
士尼乐园时， 那精致的策划、 精美的
建筑、 精细的管理、 精准的市场定位
带给我深深的震撼和触动。 此后因工
作缘故， 我又先后造访了美国的两处
迪士尼乐园和法国、 香港的迪士尼乐
园。 论资历， 1955年建成的美国洛杉
矶迪士尼乐园是全球首座迪士尼乐
园， 也是最经典的乐园； 论规模， 地
处美国佛罗里达半岛的迪士尼世界是
目前全球最大主题乐园； 论效益， 法
国巴黎迪士尼乐园因文化差异有点水
土不服， 可能排名靠后。

上世纪90年代初， 随着华侨城集
团建造的深圳“锦绣中华” 主题公园
取得巨大成功， 国内“造园运动” 风
生水起， 全国各地各类主题公园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华侨城旗下“锦绣中
华” “世界之窗” “欢乐谷” 等主题
公园的成功， 固然有设计者的独具匠
心， 但也不乏天时地利之便。 听说把
“锦绣中华” 复制到美国佛罗里达州，
则是惨败收场。 我也曾去过多个国内
新建的主题公园， 占地规模普遍都很
大， 但多数“好景不长”、 亏损严重。
这其中既有景点设计趋同、 抄袭模仿
痕迹明显之因， 也有经营管理不善所
致。 更有甚者， 一些投资者本就是以
建主题公园为名、 行“圈地” 搞房产
之实。 较之迪士尼乐园， 国内大部分
主题公园或缺文化积淀， 或缺创意引
领， 或缺精细管理， 其结局也就可想
而知。

1995年， 我所任职的地区争取到
一块“金字招牌” ———被国务院正式
批准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务
院一位主要领导告诉当地负责人：
“这是我批复的最后一个园区， 以后
一律停止。” 果不其然， 以后的十数
年间， 类似国家级高科技园区、 经济
技术开发区、 出口保税区等一律关掉
了闸门。 对我们而言， 这块“金字招
牌” 既是黄金机遇， 但也让人感到
“压力山大”。 许多国内外知名规划设
计大师蜂拥而至， 各方投资者接踵而
来， 一大批合作项目应接不暇……但
我们不为所动， 始终把目光盯在了
“迪士尼” 和美国的另一大型游乐园
“环球影城” 上面。 “要么不做， 要做
就做到全国最好、 世界一流！” 这是
我们当时达成的共识。

如果说迪士尼乐园带给我的是震
撼， 那华特迪士尼公司给我的印象只
有一个字———“牛”。 我也曾与不少美
国大公司的高管打过交道， 但与迪士
尼公司的高管见面商谈合作却始终未
能如愿。

记得第一次造访美国， 那繁华的

都市、 如织的车流、 新奇的科技， 不
断刷新着我的认知。 甚至我连眼睛都
舍不得眨一下， 生怕错过了这些新鲜
事物。 但听说有一位迪士尼公司高管
居住在洛杉矶的一处山谷别墅， 我放
弃了去纽约的行程。 那一整天， 我们
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山谷里苦苦找寻
这位高管的住所。 当按响他家门铃
时， 已是晚上7时， 太阳早已落山。

这是一位英国伯爵的后裔。 此时
的他， 正一边抽着雪茄， 一边拿着画
笔专心作画。 不便打扰， 我们一直等
他画完， 才说明来意。 对于我们的到
来， 他似乎并不太欢迎； 至于合作的
项目， 他也并不十分关心。 草草谈了
半个小时， 他便将我们打发。 离开他
家时， 夜已深沉 ,万籁寂静 ,空荡荡的
山谷里连一家餐厅或便利店都无从找
寻。 伴着夜空中的点点星光， 我们默
默地走下山， 只留下一道孤单的身
影。 尽管肚子已饿得饥肠辘辘， 但更
多的是一股心酸之情在内心剧烈翻
滚。 时至今日， 这位伯爵的后裔究竟
是不是迪士尼公司的高管， 我还没有
确切的答案。 但以一万的努力争取万
一的可能， 即便没有成功， 至少也不
会留下任何遗憾。

以后， 有关方面与迪士尼公司整
整接触了十多年， 我作为见证者， 看
着合作谈判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好
几位能干的“谈判专家” “白了少年
头”。 回想起改革开放的那一幕幕， 真
是令人万千感慨。 正是有着一大批对
事业执着追求、 无私奉献的人， 才使
得类似这样“众里寻他千百度” 的好
项目得以最终落地， 进一步促进了对
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推动国家走向繁
荣富强。 如今， 他们中大多已退出工
作的“舞台” 安享晚年， 有的已经故
去， 但我们理应记住他们， 尤其是要
继承和发扬他们当年那一股火一般的
干事创业激情。

上海迪士尼并没有坐落在当年批
复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里， 这反
而促使当地政府选择了“回归自然、
遵循自然” 的开发理念和路径。 如今，
这里已成为大城市中人们休闲度假、
陶冶心情、 尽享天伦的“后花园”。

据国家旅游部门统计， 今年“十
一黄金周” 期间， 全国共接待游客
5.93亿人次 ,同比增长12.8%。 仔细分
析这个庞大而诱人的市场不难发现，
人们对大自然的追求始终未变， 最热
门的旅游目的地仍然是以山水风光、
历史记忆、 民俗风情、 文化特色为主
题的原生态景区，当年“蜂拥而起”“大
干快上”的主题公园多数已风光不再。

就拿湖南来说， 锦绣潇湘是大自
然最好的馈赠， 湖湘文化是历史留下
的最大财富。 伫立橘子洲头， 你可追
忆同学少年激扬文字、 指点江山的光
辉历史； 行走神奇湘西， 你能读懂沈
从文书中的诗情画意、 宋祖英歌中的
质朴甜美、 黄永玉画中的鬼斧神工；
置身南岳衡山， 你将领悟博大精深的
佛道文化和福寿文化……可以说， 湖
南名人古迹、 红色资源、山水风光、民
俗风情一应俱全。 我想，虽然湖南没有
赶上当年大兴土木建造主题公园的机
遇，但也没有留下太多“遗憾”。 只要我
们用心地呵护、 精致地装点大自然留
给我们的这一方好山好水， 不仅能够
实现永续利用， 也必将在全域旅游时
代到来的大背景下，占据新的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