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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 史史

漫画角

世象管见

随思录

郭继宗 绘踏实了

王祖和 绘咱家“光盘”更容易

田志仁 绘有油水处往往最滑
赵 畅

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现象：
稍懂事的一两岁小孩，尤其喜爱让
大人抱抱。而只要一经大人抱入怀
中，孩儿不仅会收敛哭哭啼啼的模
样立马安静下来，而且他们的双眼
也总是寻寻觅觅，显得很是活泛。

其实，这些孩儿之所以喜欢让
大人抱抱，不仅是出于找安全、被关
注的需要，也是为了观察环境的需
求。是的，依偎在大人怀抱，与大人
平起平坐，不就有了被护佑和被关
注的感觉吗？而凭借着大人的身体
平台，从低处升到了高处，观察视野
当然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于是乎，
随着观察视线的开拓，除了能够收
获更多的信息，满足潜滋暗长的求
知欲，反过来，其被护佑和被关注的
感觉也得到了新的增强。

细细涵泳，孩儿们这种“爱抱
抱”的习性，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
而湮灭，而是有所承继、有所赓续。

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内涵有实质性
的根本变化，其蜕化隐匿了原本更
多动物性依赖，而选择理性智慧载
体来表达自我的强烈愿望。随着年
龄的增长，人们“爱抱抱”的对象也
渐渐转移到那些承载着人类文明发
展成果的书籍上——正所谓“书中
自有安全屋，书中自有互动台，书中
自有瞭望塔”。

从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轨迹
看，我们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并创造
出如此辉煌的成就，说白了，就是因
为人类能够积累知识与智慧。与其
说，不断成长中的人们也喜欢“爱抱
抱”，倒不如说，这是因为人们也同
样渴望争取由被护佑和被关注升级
带来的那份可贵的安全感、尊重感
和求知获得感。面对书籍，人们热烈
地拥抱之，如饥似渴地阅读之，不仅
让人类个体为之而拥有了安全感、
尊重感、求知获得感，以及被其激起
的责任感，而且人类社会也在人类
群体文明、理性、智慧的推动下，得
以不断实现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持
续发展。

实践证明，通过阅读既是人们

又好又快获得知识与智慧的一条捷
径，也是由此得到安全感、尊重感和
求知获得感的一条捷径。因此，顺应
孩子“爱抱抱”的习性，从臂弯里自
我解放出来，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书
籍让他们“抱抱”，也就成了社会和
家长的不二选择。

想起钱伟长先生儿子钱元凯回
忆：因为三年前埋怨父亲没有给自
己讲过中国的科学发明，初中二年
级开学不久，父亲就把一本薄薄的
小书放在他的面前，并语重心长地
说：“我给你这本书，是希望你和你
们这一代人，能从中受到启发，受到
鼓舞，长大以后努力把我们的国家
再次建设成世界强国！”要知道，那
时还没有“百度”“知乎”“谷歌”，
有关科技史的材料散落在古代典
籍 中 ，这 些 搜 集 工 作 是在晚上 12
点繁忙的业务工作完成之后才进行
的。钱伟长先生其迎合儿子“爱抱
抱”的需求之情真意切，从中可见一
斑。

“爱抱抱”而认真读书，之于每
个人显然是为了给自己争取安全、
和谐的环境，赢得社会公众的尊重

和信任，并为自己日后的发展提供
坚实的铺垫。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

“三不”的教育理念——“知育要教
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爱育
要教到人不惧。”其实，让更多孩子

“爱抱抱”去好读书、读好书，最终不
也是为了达到“三不”之自我教育、
自我约束、自我提升的境界吗？“不
惑”，就是要具备基本的常识、敏锐
的智慧，养成逻辑判断力；“不忧”，
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保持对
生活积极进取态度；“不惧”，就是要
培养磊落的家国情怀、坚强的自由
意志，去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对每个人而言，“爱抱抱”读书，
也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
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言“后谕时
代”已经来临。目前的大部分知识，
是由先辈们从几千年来一点点学习
累积下来，再用各种方式传递给我
们的。处于“后谕时代”，则强调后
辈、年轻人须秉持责任、耐心和有教
无类的原则，教给长辈必要的生活
常识，以抵御各种生活风险的挫折。
然而，以笔者之见，“后谕时代”，固
然离不开后辈、年轻人对于当今不
断变化、丰富多彩的生活技巧及其
经验的传授，但更离不开老年人以
自主读书、自觉学习为核心的“爱抱
抱”，因为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整
合，老年人才能给自己提供更妥帖
的安全环境、更被广泛尊重的人文
秩序以及“夜莺唱晚”的有力支撑。

从“爱抱抱”想到读书之事

俞 洲

大爱传古今，慈孝万年长。孝乃
人伦之始、众德之本，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核心内容。素有爱心城市
之称的宁波，历来孝子辈出，孝址丰
富，孝俗浓郁，慈孝文化更是源远流
长，影响巨大。

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
事母至孝，汲水奉母，经典的慈孝故
事更是流传千年，家喻户晓，慈溪、
慈城等地也由此得名。丰富的人文
资源和长期的历史积淀，使宁波的
慈孝文化底蕴深厚，深入人心，成为
国内闻名的慈孝之乡。

作为高僧，弘一法师也是一个
大 孝 子 。他 极 重 孝 道 ，事 母 至 孝 。
1905 年王太夫人去世，弘一法师扶
灵回天津时，因当地有“外丧不进门”
的规矩，遂与族人发生剧烈冲突。在
他的坚持下，终于为母亲争取到一个
平等有尊严的葬礼。弘一法师亲自为
母亲谱写哀歌，在葬礼上以钢琴弹奏
演唱，朴实之情，感人至深。弘一法师
年幼失怙，青年丧母，对自己难以服
劳奉养双亲以报答养育之恩，始终不
能释怀，即使出家之后，依然没有放
下对父母的拳拳孝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弘一法师
多次莅临甬城，在慈溪金仙寺、五磊
寺和镇海伏龙寺驻锡。一个佛门孝
子与慈孝之乡宁波由此结下了“孝”
缘，其间发生的一个个孝德故事，无
疑增添了宁波孝文化资源，值得进
一步挖掘、研究和整合。

■ 听经思母

1930 年 9 月，弘一法师云游到
慈溪金仙寺，探访时任住持的旧友
亦幻法师。听说天台高僧静权法师
将 来 寺 宣 讲《地 藏 经》和《弥 陀 要
解》，弘一法师便决定留下来听静权
法师讲经。

一天晚上，静权法师开始用低
沉的声音宣讲《地藏经》中的《阎浮
众生业感品》。《地藏经》记录了佛陀
释迦牟尼为其生母说法的内容，提
倡子女应当孝敬父母。静权法师在
串讲演绎时融合了儒学孝道，阐释
精微，声情并茂，特别在讲到故事所
包含的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的重要
意义时，更是十分投入。忽然，从堂
下传来一阵抽噎的声音，大家回头
一看，竟是弘一法师当着众人的面
泣涕如雨，痛哭失声。

听众们无不愕然惊惧，不知所
以，就连座上讲经的静权法师也目
瞪口呆，不敢再继续往下讲。等弘一
法师慢慢平静下来之后，大家才知
道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而
是经文中的故事勾起了他对亡母的
怀念，这滚热的泪水是弘一法师追
思母亲、追念母爱的一种天性流露，
无法抑制。弘一法师的拳拳孝心和
感人孝行就如无声的教育，于潜移
默化中以孝道感化世人。

正如亦幻法师所说：“我平生硬

性怕俗累，对于母亲从不关心，迨至
受到这种感动，始稍稍注意到她的
暮年生活。中间我还曾替亡师月祥
上人抚慰了一次他的八十三岁茕独
无依，晚景萧条到极点的老母。弘师
对我做过这样浩大的功德，他从没
有知道。”

■ 弘扬地藏

在佛教诸多经典中，《地藏经》
以强调因果与孝道而著称，经文不
但强调了众生的因缘业报，还讲述
了婆罗女、光目女救度母亲的故事，
因此被称为佛门的“孝经”。弘一法
师聆听静权法师宣讲《地藏经》的一
大收获是，由此引发了他弘扬地藏
法门的愿行，随分随力，形式不一，
契理契机，功德无量。

1930 年 10 月，弘一法师在金仙
寺驻锡期间，劝勉有意皈依其门下
的胡宅梵居士撰著《地藏菩萨本愿
经白话解释》。一天，弘一法师把一
部《弥陀经白话解》送给胡宅梵。胡
宅梵很诧异地说：“《弥陀经》已经有
白话解释了啊，我正想译解呢!”弘
一法师说：“尚有《地藏经》还没人作
白话解释，你何不试试呢？”胡宅梵
有些顾虑：“《地藏经》非常深奥，我
未入佛智，恐怕难以胜任。”弘一法
师答：“你可以按字面解释，如果有
不妥当的地方，我会代为修正。”

得益于弘一法师的鼓励，胡宅
梵开始了《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
释》一书的写作。弘一法师更赠送手
书的《地藏经科文》十余帧、《地藏经
科注》一部、《孝疏》一册，供其写作
时参考。在弘一法师的指导下，胡宅
梵 写 成《地 藏 菩 萨 本 愿 经 白 话 解
释》。书稿完成后，弘一法师先请好
友范古农居士为之校订，再亲书序
言和题眉，并推荐上海佛学书局刊
印。这部书，后来成为白话译解佛教
典籍的传世之作。

孝道是佛法的基础，孝亲是做人
的基础。弘一法师之所以对弘扬地藏
经一直不遗余力，正是着眼于弘扬孝
道，教化世人。他在《普劝净宗道侣兼
持修<地藏经>》的讲演中说：“《观无
量寿佛经》，以修三福为净业正因。三
福之首，曰孝养父母⋯⋯凡我同仁，

常应读诵《地藏本愿经》，以副《观经》
孝养之旨。并依教力行，特崇孝道，以
报亲恩，而修胜福。”

■ 华严集联

1930 年冬，弘一法师在金仙寺
听静权法师讲经和为亦幻法师等人
讲律的同时，还对华严宗经籍进行了
认真探究，并缀集《华严集联三百》。

华严宗以经籍浩瀚而著称。在
弘一法师生母王太夫人七十冥诞前
一年，他就着手准备以集撰华严偈
颂的方式纪念这位年轻守寡、悲苦
一世的母亲。在仔细研读的基础上，
他从晋译《华严经》偈颂、唐译《华严
经》偈颂和唐贞元译《华严经普贤行
愿品》偈颂中各集辑百联，既不失

《华严》经文本意，又富佛教哲理的
普遍性，择对工整，灵活不滞，体现
了高深的文学修养和佛学修养。

1931 年 4 月，弘一法师在缀集
完成的基础上，于先母冥诞前几天
挥毫恭写《华严集联三百》，表达对
先母的追思怀念深情。1931年10月，
手书《华严集联三百》由上海开明书
店初版影印，作为弘一法师佛学行
持的代表性成果至今影响深远。

弘一法师事母至孝，念及自己
未能报答生母养育之恩，时常深自
悲痛深自惭愧。每逢亡母忌日、诞
日，他总要按时手书佛经回向，从未
有一次中止。这种以手书佛经的形
式追思先母，以祈求回入菩提、往生
极乐的做法，是中国佛教史上从未
有过的创意举措，兼之弘一法师书
法精妙绝伦，业已列入佛教文物宝
库，成为海内外四众效学高僧恪尽孝
道的典范。

■ 伏龙书经

1932 年夏，弘一法师驻锡伏龙
寺。伏龙寺古木葱茏，风景秀丽，环
境清幽，远离尘嚣，非常适宜调理身
体，养心修性。一段时间后，弘一法
师病体渐康，心境澹静，再加弟子刘
质平来寺陪伴，由此迎来他书法创
作的一个黄金时期。

六月初五，是弘一法师先父李
筱楼先生 120 周年诞辰。他决定在

伏龙寺敬书《佛说阿弥陀经》十六大
幅，为先父回向功德。

每天一早，刘质平把砚池洗干
净，然后轻轻磨墨约两小时，备足这
一天弘一法师所需的墨汁。同时，根
据每一幅的行数和字数，预先编排
好底稿的样式和内容。弘一法师让
刘质平一边执纸，一边口报要写的
经文。刘质平报出一字，他则一笔一
画，聚精会神地书写一字。每个字落
笔迟迟，要花很长时间，加上尺幅巨
大，每一幅写完需要两个多小时，弘
一法师已大汗淋漓，十分疲劳。这样
每天写一幅，十六条屏一共花费 16
天时间才写成。其后，弘一法师撰写
题记云：“岁次壬申六月，先进士公
百二十龄诞辰，敬书《阿弥陀经》，回
向先考，冀往生极乐，早证菩提，并
愿以此回向功德，普施法界众生，齐
成佛道者。沙门演音，时年五十三。”

《佛说阿弥陀经》是弘一法师一
生中尺幅最宏伟的作品，不仅寄托
着他对父亲的敬仰与追思，在艺术
上也风格独特，古今未有，被行家誉
为“弘体”书法的瑰宝。

■ 结结 语语

宋代高僧契嵩认为：孝为“一切
善法的根本，无此一端，众善便不可
得”，但“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
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而为孝
小也”。弘一法师对孝的重视及其见
解与契嵩甚为契合，他结合佛门的
正知正见，将传统儒学提出的“孝”
道要求进行摄入和圆融，并落实在
自身的言行实践中，以其嘉言懿行
倡导孝行仁德，着力化育世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搜集、挖
掘和弘传弘一法师在宁波的孝行事
迹，加强相关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
承，不仅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帮
助青少年明孝理、立孝德、践孝行，
使核心价值观教育入脑入心，而且
将促进慈孝文化建设，增强区域文
化竞争力，更好地提升宁波这个慈
孝之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参考文献：《弘一大师全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弘一法师年
谱》 宗教文化出版社；《契嵩佛学
思想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孝行仁德孝行仁德 化育世人化育世人
——弘一法师与慈孝之乡宁波的弘一法师与慈孝之乡宁波的““孝孝””缘缘 吴启钱

跨越式发展，几乎是每一个后
发国家、地区、企业甚至是个人的
强烈愿望，而超常规，则是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有效策略。

常规即通常或寻常的规范、规
定和规矩，或者说是通常的做法。
常规的特性是稳定，让人对未来有
清晰的预期，让自己的行为运行在
合理的轨道上。一个社会、一个单
位要正常运行，有基本的秩序，离
不开稳定的制度与规矩，离不开对
常规的依赖与遵循。视常规于无
物，把制度当儿戏，朝令夕改，朝
秦暮楚，见异思迁，不要说发展，
维持现状都难。

然而，制度、规范、规矩甚至
法律，往往因沿袭而固化保守、在
施行中日渐僵化滞后，与纷繁多变
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尤其是一些
陈规陋习，如果不能突破和超越，
就会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手
脚，抑制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人
才就不能脱颖而出，创新的源泉就
会枯竭，经济社会、人类生活都会
止步不前。

所以，超常规有其必要性与合
理 性 。 我 国 通 过 短 短 40 年 的 发
展，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一
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要原
因就是走上了超常规的改革开放道
路，突破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僵化
模式，为社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与
活力。欠发达的内陆省份贵州省，
自 2011 年以来，经济增速连年位
居全国前列，经济总量是十年前的
4 倍多，靠的也是超常规发展，其
中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
路径、拓展了新的空间。

但是超常规是有边界的，它不
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无
知，也不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
到”的狂妄。这边界就是常识。

常识即一般的、普通的知识，
它是我们靠直觉或天赋得到的知
识，多数情况甚至无须证明。比如
说没有食物人就生存不了；人靠自
己身体的力量，无法脱离地球的引

力；隔离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最有效
方法，等等。作为客观存在的常
识，对我们的行为，是一种“硬约
束”，是我们行为的边界。

比如说，不许弯道超车，这是
在过去公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条
件下，为保证行车安全而创制出来
的道路交规，是老司机们普遍遵守
的常规。但是，这一“常规”在高
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时代，显然没
有必要，应该被突破被超越被改
变。跑过高速公路的人都知道，除
了隧道，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在弯道
之处有“不许超车”的标识与告
示。弯道超车，也是在高速公路上
开车的司机都会有的行为。

不过，弯道超车是有限制的，
限制就是离心力。在弯道处行车或
超车，速度太快，后果就是车毁人
亡。所以，高速公路上弯道多的地
方，虽然没有了“不许超车”的常规，
但一定有“限制车速”的常识。

再比如美国特斯拉公司 CEO
马斯克，他的种种奇思妙想，什么
星链互联网、可回收火箭等，不仅
大大超越常规，简直可以说异想天
开。然而，他的种种想法，却几乎
一一成为现实。马斯克敢于超常
规，却没有超常识，是关键因素。
无论是载人龙飞船，还是游戏机手
把控制的隧道盾构机，无一不是既
遵循物理学常识，也符合经济常
识、更符合人性常识的产物。

近段时间，面对外部的打压与
霸凌，一些地方提出了超常规培养
紧缺人才的口号。不用十分仔细审
读那些超常规培养人才的政策即可
发现，有的地方超的不是论资排辈
的陈规，破的也不是重视发表论
文、申请项目的数量而不重视质量
的陋习，而是在缩短培养时间，减
少“无用”的基础功课等方面下功
夫。不用想都知道，这样不顾人才成
长常识的结果，是拔苗助长。这样的
超常规，很可能是又一次大折腾。

可以超常规，但不能超常识。
坚持改革，勇于破除各种陈旧观念
和陈规陋习的束缚，让创新成为民
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社会就会朝气蓬勃充满活
力；坚守常识，让常识成为创新与
创造的基础，社会就会减少折腾，
蹄急步稳，行稳致远。

可以超常规，不能超常识

▶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
霜，别号漱筒。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
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
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慈溪金仙寺藏经楼。二十世纪 30 年代初，弘一法师多次在此驻
锡。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