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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刘昌宇

大道至简诠释澄澈生命哲学
□刘兵

今昔菜场之巨变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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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情怀别样浓
□谢飞鹏

一唱雄鸡天下白， 神州万里
共欢腾。 1949年10月1日 ， 毛泽
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 从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古老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 。 于是 ， 在中华民族的语汇
里， 有了一个最为激动人心的词
语———国庆。

彩旗招展， 火树银花； 笙歌
笑语， 举国欢庆。 盼国庆， 迎国
庆， 庆国庆， 不觉间， 我们伟大
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七十个风雨春
秋。 岁月峥嵘， 那一幅幅绚丽精
彩的画面， 回想起来总让人激动
不已。 让我们把记忆的镜头拉到
岁月深处……

我是七零后， 对我来说， 第
一个难忘的国庆是新中国成立三
十五周年。 那年我刚进中学， 我
至今清楚的记得 ， 为了迎接国
庆， 各单位的门楼上都插满了彩
旗， 从街的这头到那头， 彷佛整

个世界都飘摇在绚丽的彩旗中。
公社 （我们那里当时还是公社）
还组织了一次大型文娱演出， 各
单位都要选送节目。 在国庆即将
到来的那段时间里， 因为排练节

目， 经常可以听到锣鼓咚咚响，
歌声满天飞， 到处都沉浸在一片
喜庆洋洋的氛围中。

当时只觉得国庆很隆重、 很
热闹，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国庆

确实非同寻常。 那时改革开放的
潮头正奔涌而起， 人们的生活渐
渐好起来了， 对祖国的未来充满
了信心， 回想起文革的劫难与艰
辛， 看到蒸蒸日上的祖国， 人们
酝酿已久的激情需要来一次彻底
的释放， 而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
那一天无疑是最好的契机。

那年的国庆亮点纷呈， 特别
是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 当时虽
然没有多少人能在电视上看到那
雄壮的展播画面， 但是街头巷尾
随处可听见人们在谈论那场盛大
的阅兵。 那年的年画很多人家贴
的都是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部队
的那张， 看到画面上我们那雄壮
的军队， 尤其是那几排威武的洲
际导弹， 人们便无比自豪地说：
“看， 咱们国家也有了这么厉害
的武器！”

那年的大阅兵确实让人激
动， 后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60
周年的阅兵场面就更加壮观了 。

到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 电视早
已普及了， 小小的荧屏不但让人
们感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国庆喜
庆， 也把各族人民的心都连在了
一起。 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全程收看了整个阅兵式。 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 徒步
方队步伐齐整， 精神饱满， 战车
方队装备精良， 气势磅礴。 不断
亮出的新式先进武器， 可以真切
感受到，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岁月
的更迭中不断走向繁荣富强， 中
华民族这个东方巨人的脊梁越来
越坚挺。 作为中华儿女， 在感到
无比自豪的同时， 要为祖国尽情
奉献的豪情油然而生。

有了这么深切的感受， 说到
国 庆 我 们 怎 能 不 豪 情 满 怀 ，
信 心 百倍 ？ 虽然年年有国庆 ，
但每一次国庆都会让我们激动
不 已 。 因 为随着年轮的增长 ，
我们伟大祖国已越来越富强、 越
来越昌盛……

《不争论的智慧》 是 “人民
艺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王蒙的最新散文集。 在收录的六
十多篇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中， 八十五岁的王蒙以深刻的洞
察和直抵人心的剖析， 于怀人、
忆旧 、 旅行 、 读书 、 社会 、 历
史、 文学等丰富的面向中， 讲述
为人、 为事的种种道理。 全书既
是王蒙散文艺术成就的一次集中
展示， 也传递出作家对世界敏锐
的观察和对时事深刻的思考。

书中， 王蒙结合几十年的阅
历， 在深刻剖析自己人生各阶段
的成败得失后， 告诉我们： “不
争” 是一种智慧， 也是做人的一
种大境界， 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
在深厚的涵养和广搏的学识之
上 。 鉴于此 ， 王蒙极为推崇学
习， 指出它是人生的主线。 在不
同的阶段， 每个人都应把学习奉
为 “人生第一智慧” 与 “第一本
源”。 王蒙主张从实践和书本中
去获取知识， 并做一个用心的思
考者。 他称赞那些 “能够从人生
的沧桑中获得光明的智慧的人，
那才是思想者 ” 。 人们正是在
“享受学而时习之的不尽乐趣
中，” 才能体会到 “相互区别甚
大而不是大同小异的人生况味。”

王蒙是生活中坚定的达观
者。 在 《不争论的智慧》 里， 他
以一个智者的豁达， 旗帜鲜明地
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立场。 在他自
拟的二十一条人际准则中， 就从
如何为人和怎样对待流言与非议
的角度 ， 诠释了做人做事的底

线。 比如第二十条 “把人际关系
的处理当做一个特殊的课程， 从
中分析和进一步掌握我们的国
情，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社会结
构 ， 我们的哲学传统与时尚思
潮， 我们的逻辑学科学文明教养
心理健康等等。” 把处理人际关
系， 上升到察国情、 明历史、 探
讨社会结构和哲学传统等宏大的
层面， 这样的人际准则， 境界不
可谓不高远。 字里行间所渗透出
的理性思索和独到哲学思想， 堪
称世人生存处世、 立身成功的精
神指南。

值得关注的是， 书中， 王蒙
还从无为和有为两个截然不同的
方面， 探讨了生命中进与退的处
世法则 ， 让人深受启发 。 一方
面， 他极力主张大众应学会 “无
为”， “不做那些愚蠢的、 无效
的、 无益的、 无意义的， 乃至无
趣无聊 ， 而且有害 、 有伤 、 有
损、 有愧的事。” 并把这种 “无
为” 奉为 “养生原则、 快乐原则
和道德原则”， 认为 “只有无为
才能不自寻烦恼。 才能使自己脱
离低级趣味， 脱离鸡毛蒜皮， 尤
其是脱离蝇营狗苟。” 另一方面，
他又从生命的不可逆性上， 指出
有为 “是生命的一次燃烧， 它可

能发出绚丽的光彩， 可能发出巨
大的热能 ， 温暖无数人的心 。”
因此， 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旅途
上都应该 “重在参与 ， 重在投
入， 重在尽力。”

王蒙诠释“不争”的智慧，充
分显示出一个“人民艺术家”的豁
达理性和一贯清醒。 他汲取儒家
学说的精髓， 提纲挈领地解析了
心目中的处世哲学。 强调中道和
中和的处世原则，殷切寄寓“每个
人做好自己的事。 只有做好自己
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
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 ”

王蒙先生在八十余载的人生
岁月中 ， 饱尝生活的磨难与艰
辛， 但宠辱不惊的他， 深谙 “不
争” 之要义， 秉持谦和韧劲， 实
现了生活和文学的双赢。 书中，
王蒙还以情为媒， 回顾了在新疆
及各地工作 、 生活和学习的场
景， 这些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人
生阅历， 使老而弥坚的他， 一次
次焕发着喷薄的活力……

《不争论的智慧》， 在参透
人性中， 大道至简地阐释了一种
澄澈的生命哲学。 独到的解读，
切中时弊的剖析，涤荡着心尘，于
“不畏浮云遮望眼” 的昭示中，带
给我们的是不歇的精神引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也
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生活
的这一大片区域就只有一家国
营和平菜场。 我们外贸宿舍楼
在铁道线以内， 没有能穿行的
隧道。 为抄近路， 好多人冒险
过铁路， 还有人骑自行车起码
要绕两站地才能过去。 每天买
菜既累又让人悬着心。

和平菜场属独家经营， 根
本不讲环境。 顾客爱来不来，
反正别无分店。 即使在白天，
里面点着几盏若明若暗的白
炽 灯 。 卖肉的案板摆在入口
处， 上面挂着剔得干干净净的
大骨头 ， 还有满是肥膘的厚
肉条。 好一点的排骨和精瘦肉
早上被人 “抢” 走了， 或被售
货员预留给熟人。 菜场不仅菜
品少 ， 售货员的态度不敢恭
维。 顾客多问几句 ， 他们懒
得 搭 理 。 肉摊对面的是卖鱼
的， 胖头鱼、 鲢子鱼和鲫鱼等
用几只大筐装着， 难寻活的。
水泥案板上有时摆一堆长了根
须的白萝卜和老包菜 、 裹着
厚 厚 黑 泥 的干土豆 。 茄子 、
豆角倒是有， 但根本不允许顾
客选， 售货员随手抓， 抓到嫩
的好的算是顾客有运气。 整个
菜场只安了几只排气扇， 气味
十分难闻。 地面铺普通红砖，
排水不畅， 污水横流。 在人们
惯性思维里， 菜场本来就是这
样子。

后来， 市场管理慢慢有所
放松。 每天早上和傍晚， 一些
挑担子和开着农用小货车的流
动摊贩开始在居民楼前售卖。
价格虽高点， 鸡鸭鱼肉时令蔬
菜啥都有， 可挑可选， 能讨价
还价， 对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是
一种有益补充。 和平菜场老大
的地位变得根基不稳， 生意由
旺转淡。

随着市场经济全面放开，
菜场周围开始出现几家个体户
开的豆腐店 、 鲜肉店和活鱼
坊， 还有无数个卖菜的摊贩入
市。 巨大的竞争面前， 和平菜
场不得不挑选优质进货渠道，

竞争上岗， 售货员留服务态度
好， 热情细致的人员， 同时扩
大了经营规模， 对场地进行初
步改造。 而在周围群雄而起的
超市、 量贩店、 生鲜坊等新业
态的挤压下， 菜场被迫把所有
摊位对外整体招租。 靠着收入
不高， 生活上不是特讲究的中
老年顾客群体， 菜场勉强做到
略有赚头。

近几年， 国家实施多项惠
民工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
老旧菜场进行升级改造。

去年底， 经过三个月的精
心施工 ， 老菜场已旧貌换新
颜 ， 地面铺了高质量的防滑
地砖， 灯火通明， 摊位按类别
划分， 熟食和卤味有干净独立
封闭的操作间 ， 大型显示屏
上滚动播报各摊主所经营的
品种、 适时价格以及农药残留
检测结果 ， 其服务质量顾客
轻 触 操 作 屏 给 “ 点 赞 ” 或
“差评”。 门口除提供公平秤，
还设了检验室。 徜徉其间， 购
货体验比大型超市还畅快 ，
价 格 更实惠 。 各摊主也因优
美的经营环境变得更自信， 生
意的好坏与显示屏上顾客的
大 众 点 评息息相关 。 新菜场
终于呈现出购销两旺的良好发
展态势。

老旧菜场巨变， 有了颜值
担当， 它积极与新业态接轨，
摊主接受网上下单， 线上线下
齐发力。 更多的派送员穿梭其
间， 快速地取货， 骑电动车送
抵。 这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
成果之一 ， 我们乐享这些实
实在在的福祉， 更是对所描述
的未来智慧型菜场充满期待和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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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