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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不可不慎。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
古今贯通。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
慰藉，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砥励，相互激发，共赴患难，成为事
业的基石。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
相影响的。我们观察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
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
命运。

现实生活中，一些坏人、恶人最善使用朋友这根鱼竿钓大
鱼，而又有不少人乖乖上人家的钩，甚至掉脑袋的领导干部真不
在少数。诸如接受朋友周坤2000万元“回扣”的原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笑纳朋友周雪华310万元“馈赠”的原江
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喜得“铁哥们”赖昌星54万多元“好处费”的
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等等。他们
最终走上断头台的可悲命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了坏朋
友，受到坏习气的影响所致。1999年8月，在公安部密令缉捕赖
昌星的关键时刻，身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
长的庄如顺竟背叛原则，打电话向赖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反复
催促赖昌星逃往境外，逃脱警方的追捕。赖逃到香港后立即向
庄通报，庄特地叮嘱：香港也不安全，要走得越远越好。胡长清
的朋友中，“交情”最深的算是周雪华了，他不仅送大把的金钱，
还送妓女，还出资帮着胡长清包养情妇。这被社会上一些人视
为“够哥们”的所谓仗义行为，其背后都是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是
彼此间的相互买通，相互利用。所谓朋友的情和谊，都是被利益
之水浸泡了的。

成为阶下囚的庄如顺坦陈：“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把赖昌
星当成朋友。我理解的所谓朋友不要说志同起码要道合，
我跟赖昌星谈什么？跟他谈哲学？哲学两个字是什么他都
不懂。跟他谈体制？他懂得什么？我觉得我跟赖昌星只能
谈很实在的问题：我要你办什么，你能给我哪些帮助。”真应
当感谢庄如顺这位反面教员的精彩道白，他不但为自己的

“朋友观”诠释精确，更道出了时下弥漫于人际关系中的极
端功利之风气，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一切从极端功利的目的
出发。今天你有钱有势，我就是你最忠实的朋友，维护你，巴
结你，利用你。明天你没钱没势，我就是你的陌路人，远离你，
忘记你，抛弃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变成了“朋友之交重如利”。

如今，许多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叹：工作中再大的困难咱
不怕，就怕人际关系太难处，真正的朋友太难觅。这其中的缘由
既如庄如顺所说，朋友之谛变成了相互利用，相互买通之意。朋
友之交失去真情，人与人相处依附功利，岂有不难之理！如果任
此风蔓延，问题就不仅仅只局限于交朋友的方寸内，进而会腐蚀
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直至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

故，慎交友，先要讲“友道”。友道之义在于真情实意、志同道
合。当然，人是社会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
此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帮助、互相利用
的印迹。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慎交朋友，更要讲原则，守信念。

清末名人曾国藩说过：“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
可不慎也。”今日吟读，仍觉得余音绕梁，受益匪浅。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相友可知人”，从成克杰之流所交
的那些朋友，就可知道成克杰之流的为人。朋友之贤愚，只是外
因，一生之成败，关键还在自身。 （据《人民周刊》）

朋友是根钓鱼竿
□曾坤

读屈原和司马廷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
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
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
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
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
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
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
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
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
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我以
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
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
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
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
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
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
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
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
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
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
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
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
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
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
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
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
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
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
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
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
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史美的理想之追求
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
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
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
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
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
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
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
司马廷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
辨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
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
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
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和怀恨。这明明是一
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
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
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
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

“再造”了中华民族。
有时，中国人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

难的事情。
有一个“退麝投岩”的故事。麝鹿被猎人追

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
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
投岩而亡。这是对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庄严
比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
扑杀我民族的精英。西南联大的诸教授们跑到
了云南。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力”，他们
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
国耻。这个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
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
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
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
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伟大
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据《云南日报》）

大义生死
□安巧林

夜晚听到窗户细说细话，它时而真切，时而
模糊，时而在耳际，时而又离得遥远。渐渐的，
我听到了树叶的窸窣声，接着便是哗哗地流淌
——雨水奔跑着走过屋檐的声音，啊，似乎还捎
带深深的喘息。梦里我感到了寒冷，瑟缩成一
团，深深地陷入梦的眠床。

早晨，雨水还在尽兴地流淌，透过朦胧的窗
纱，我看到屋檐水线的垂落，哗哗哗，哗哗哗，它
们干净利落，不带丝毫的犹豫。

春雨像个调皮的孩子，哈的一声笑，在不经
意间降临家园，嗵地丢下一颗石子，惹得临河顾
影的人一身湿。

空气格外清新，打起雨伞走在街头，我感到
了湿润，感到了干净和舒适。昨夜关于雾霾、关
于鞭炮、关于环境的话题统统抛到九霄云外。

春雨真好。一夜风雨，洗净浮尘。街道的
尘垢没有了，污浊的空气变得清新。这时候，雨
水依然在鼓劲，依然在发力。一条狗奔走在街
头，一身好毛发全然湿透，它似乎不胜其扰，站
在路边拱起腰身，用力一摔，雨水急射，湿漉漉
的毛发紧贴在身上，胖乎乎的身子立即瘦了一
圈。

春雨飘着，成丝成缕，打在矮矮的墙上，打
在绛色的石阶上。渐渐的，街路上有了杂沓的
脚步。雨伞是春雨中最美的风景。我曾经在雨
中的巷道观察绽放的雨伞，它们花儿一样，毫无
保留地开放，或花花绿绿，或深紫浅白，或透明
妩媚。在人迹稀少的早晨或黄昏，一个人安静
地走过雨巷，听寂寞的脚步从巷道的这头响到
那头，那是诗意的回旋和激荡。爬墙虎从雨水
中探出头来，伸出新嫩的触须，微微一笑，半面
墙壁更绿了。春雨拓宽了想象。许多年以后，
你会记起那样的早晨和黄昏，记住那样的时刻、
那样的场景，难以忘怀。

雨伞的世界五彩纷呈。也有两人共一把伞
的，雨伞如一个温暖的洋溢着温情的屋顶，如一
幅青春的画。谁家的小孩，急切地挣脱母亲的
怀抱，哈哈笑着在湿漉漉的街上奔跑。

春雨浸润过的早晨这般新鲜，细雨纷乱地

打在墙上，也打湿了我的脸，疲惫的心灵仿佛有
双手温柔地抚摸。

上下五千年，厚厚的册页写满唐诗宋词，写
满湿漉漉的春雨诗章。君不见王维手上的毛笔
滴沥着墨水，站在雨里，诗人一脸豪兴，挥舞着
大手，他对朋友说：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
万人家。君不见李商隐孤独地徘徊在夜幕中，
跌跌撞撞，面对黑暗他发着幽叹：红楼隔雨相望
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
得梦依稀。

面对春雨，词人吕宇说：去年桃树今犹在，
雨洒枝梢，桠吐花苞，水
过红尘洗旧袍。拈花佛
手飘甘露，宿酒芭茅，探
目新苗，又见春泥筑燕
巢。

春雨给了我们丰富
的联想，沉重艰涩的生活
因之平添光彩。“走在街
道上，蕈般的伞，一只一
只地撑起，似荷叶撑起圆
滑的雨珠那般的安逸。
灰蒙蒙的天际，望不透的
景物，被盈耳的雨声，呼
唤成朦胧的画……”这是
台湾邓荣坤先生笔下的
雨，虽然是秋雨。

喜欢在春雨中聆听
梅花绽放的声息。春节
后，正月里，竟然和吕宇、
木 棉 跑 到 了 蔡 山 江 心
寺。春雨寂寂落着，打在
梅树上，打在光秃的枝干

上，我听到梅苞在雨中裂开的清音。幽淡的梅
香落满我的口袋。

鸟儿低低飞过天幕，江心寺的钟鼓送来一
地吉祥……

在城镇的春日，落雨时，我常常把手掌张成
一片绿叶，任雨水兀自流淌，滋润深深浅浅的叶
脉。而心田里，阡陌青绿，希望的稼禾爬满田
埂，好一片葱郁。

春雨打湿的家园，如竹笛中的江南，一地碧
绿。

（据《中国文化报》）

春雨打湿的家园
□周火雄

记得很多年以前，看到过一个故事：
一位将军，听人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心里不解，就急匆匆赶去寺里问老方丈。
方丈正在坐禅，将军冒冒失失开了口，老方

丈眼睛都没睁开，很轻蔑地说：“你这样一介武
夫，连个起码的礼数都没有，还配听什么修禅的
道理？”

将军大怒，咣当一声拔出剑来，直指老方丈
鼻尖：“你个臭和尚，问你是给你面子，还不识抬
举了？！”

方丈睁眼，一指将军：“此一念，你就在地
狱。”

将军一怔，忽然羞赧，掷剑伏地：“在下失
礼，本来是为求教于师父，还请师父寬恕。”

方丈淡淡地说：“此一念，你已经在天堂。”
随着长大，看见都市里的街道一天比一天

宽，人的心量却一天比一天窄。开的私家车越
来越好，路却越来越堵，以至于出现了路怒一
族。于是常常想：浮沉忙碌间，我们还能不能照
顾好每一个起心动念？

《庄子·秋水》中称：“夔怜，怜蛇，蛇怜风，风
怜目，目怜心。”就是说一足的夔羡慕多足的跑
得快，可多足的羡慕无足的蛇更快，有形的蛇
呢，羡慕无形的风，而风知道自己的速度赶不上

人的目光快，目光却明白世间最快的是起心动
念，一念即千里，什么都追不上。

所以佛家有句话“不怕念起，就怕觉迟”。
人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有个诱因，难免就
起了嫉妒、贪婪、烦恼、报复等各种念头，关键是
有没有一种觉悟能及时制止念头，让自己明辨
是非的理智赶在做傻事之前醒过来。

看“烦恼”二字，那是火冲上了顶、乱了心，
而“觉悟”二字，恰恰是“见我心”。

于狂喜中、于暴怒中、于飞短流长的环境
中，得见自己的心，都不容易。

世间最难辨识的不是远方，是近处；最难评
价的不是网上的人和事，是自己。世间最难把
握的也不是一生，是一念。

一位朋友给我讲过一件乡村往事：三十多
年前，在他女朋友家的村里，有一户人家的女儿
跟人私奔，怀了身孕。这在80年代初的中国乡
村可是天大的笑柄，连续几家女眷来跟他后来
的丈母娘议论这件事，可他这位准丈母娘就是

不接一句茬儿。别人义愤填膺之余好奇追问这
位邻居不表态的原委，老太太慢悠悠说了一句：

“我家有四个还没出嫁的丫头，我不敢担保自己
家的闺女个个不落话把儿，我也不敢笑话别人
家的闺女。”

后来，这家的女儿都考了出去，个个很有出
息。乡里都说，是为娘的家有规矩，口上也积
德。

不敢幸灾乐祸，就是一念慈悲。
时时心存“不敢”，就熄了些自己的妄念，多

了点儿对别人的恻隐。一念不炽，就烧不毁理
智清明。

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运动”，无非就是“说
好话，做好事，存好心”：言语上不妄语、不诽谤；
行为中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那么
心念上自然就养出善意来了。一念一行，生生
不息，也就从当下绵延成了一生。

努力照顾好当下每一个念头吧。
（据《此心光明万物生》）

世间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于丹

判断一个人，要看其“所为”，更要看其“不为”。孔子说：“听
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10》）其实，“观其行”，不仅要看

“做什么”，更要看“不做什么”。
比如，判断君子和小人，如果只看是否谈仁说义，很可能看

错，如果再看一下能否做到不“巧言令色”，就会准确得多。这背
后的逻辑是，君子一定不是“巧言令色”之人。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判断方法：一个人的“不为”，更能显示
他的品质和底线。

弟子子游（言偃）在武城主政，孔子问他发现了什么人才没
有？子游回答：“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
之室也。”（《论语·雍也14》）意思是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
行路不走小道，除了公事，从不到我屋子里来拜谒。从不为私事
而拜谒长官一事，子游看出了澹台灭明的品质。

另一个例子。弟子子路和冉求都在季府做事。有人问孔
子，作为臣属，他们对季氏一定唯命是从吧？孔子回答：“弑父与
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24》）这是对自己弟子的信任，相信
他们有底线，杀父弑君之事，决不会跟着干的。

为什么从一个人的“不为”，比“所为”，更能看出其品质和底
线呢？

在孔子看来，人之贤与不贤，不在于是否比他人在某一方面
强多少，而在于是否“知止”。何谓“知止”？“子曰：‘于止，知其所
止’”（《礼记·大学》）——知道自己的行为应该在哪里停止。

在这一点上，荀子有过更详尽的论述：“君子之所谓贤者，非
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
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
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荀子·儒效》）就
是说，贤者不是比别人更能干、更多知、更雄辩、更洞察，而是懂
得“有所止矣”。

其实，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是“知止”——知道人类行为的
界限在哪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然，所有的社会进步、科
技发明和经济发展，都会走向文明的反面。

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有一种“负的方法”——某
一事物，不能直接讨论时，只说它不是什么，从而显示其某些本
性。（《中国哲学简史》）孔子对人的判断，也可谓是一种“负的方
法”——观其“不为”，也就更能判断其“所为”。

判断一个人如此，判断一个组织、一届政府，又何尝不是如
此呢？

（据《新民晚报》）

看人，观其“不为”
□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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