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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每个人都想在人生旅途中一帆
风顺，比如钱财不缺、家庭和睦、健康
长寿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能事事如意。

很多人都相信命运的存在，人们
也常说我运气好不好、某人很有福气
等等。那么人生中的福运究竟从何
而来？人的命运又能不能改变呢？

老人们爱讲“积德损德”，这话非常
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充满智慧。
荣华富贵不是争来的，是积德来的。

人有多少德，就有多少福，无德
不得，失德散尽。

笔者曾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
讲的是一个香港亿万富豪的生平。说
他没去香港之前，十几岁时在乡间做了
好几年的乞丐。也许这段经历使他成
为了一个很有善心、同情心的人。

他说：做人千万不要落井下石，
当社会上、自己周围的人遭到不幸或
不公时，要抱着善心、同情心，尽自己
的能力去帮助，就算无能为力也要说
几句安慰的话，不能笑话，更不能用
恶毒的话伤害人家。因为那样会给
自己带来恶运。

就因为有此善心，所以他才能从
打苦工、开小店铺，一直做到了地产
大亨，活了九十多岁，几个子女也很
孝顺、很善良。

宋朝名相范仲淹，出身清寒，年
青时很穷，他决心将来若能出人头
地，定要救济贫苦者。

后来当了宰相，便把俸禄拿出来
购买义田，分给贫穷无田地的人耕
作。还给他们提供饭食、衣服，凡是
有婚丧嫁娶的，还拿钱补贴他们。就
这样他用一人的收入养活了三百多
家乡亲。

有一次在苏州买了一处住宅，一
位风水先生夸奖此屋风水极好，后代
必出大官。范仲淹却立刻把这个宅
子捐了出来，改作学堂。因为他想，
让苏州城百姓的子孙都能出人头地，
比起一家独自享福，岂不更好？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范氏家
族却兴旺了八百年！

范仲淹四个儿子都德才兼备，当
了宰相和大官。范家的后代一直到

民国初年都不衰。其秘诀就在于范
家子孙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和“积德行善”的祖训。

《周易》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意思是说行善的人家就一定会
有好事等着呢。可见人生的福运是
怎么来的？福运是修来的，只有积德
行善才能改变命运。

如果我们想为自己和家人开创
美好的将来，那就做一个为别人着
想、有善心的人吧！

中国古代的传说，每年过小年的
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这天是
灶神从天上回来的日子，因此民间都
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
天帝报告这户人家的善恶功过。若
是积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将会令其渐
渐地兴隆；若是做恶的人家，上天将
会使其渐渐的衰败。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孙
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
谓也？”

从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
时期，民间就有了讨好灶神的风俗。
但是对于王孙贾的所问，孔子给予了
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如果是作恶的，就已经获
罪于天，祈祷求福也是没有用处的。

笔者曾读《老子》，读到“天道无
亲，常与善人”时，十分的心悦诚服。
上天并没有偏袒的心，只是爱护真心
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将得到上天
的赐与。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所以佛家提倡因果报应之说。
不知因果的人，内心常空空荡荡，以
为做恶不得祸，做善不得福。因此缘
故，善不欲为，恶则时而为之。

知道因果报应的人，内心常充
实，能够渐进地克己断恶及勤力修
善。积善的人，来生后世将会得到福
报；而做恶的人，来世将会得到灾殃。

除此之外，行善之人的福德及作
恶之人的祸殃，也会波及到他们各自
的子孙后代。正如《周易》中所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

据古文观止微信公众号

宋代的宋代的《《五灯会元五灯会元》》里里，，有一则有一则
著名的禅宗公案著名的禅宗公案。。禅师青原行思谈禅师青原行思谈
及他的参禅过程及他的参禅过程，，认为经历了三种认为经历了三种
境界境界，，刚开始是刚开始是““看山是山看山是山，，看水是看水是
水水””，，初悟时是初悟时是““看山不是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看水不
是水是水””，，彻悟时是彻悟时是““看山还是山看山还是山，，看水看水
还是水还是水””。。由懵懂无知由懵懂无知，，到雾里看到雾里看
花花，，再到透彻明悟再到透彻明悟，，有我有我、、无我无我、、忘忘
我我，，三种境界三种境界，，依次展开依次展开，，引人深思引人深思。。

其实其实，，读书何尝不是如此读书何尝不是如此。。哲哲
人有言人有言，，““人的天性像是野生的花人的天性像是野生的花
草草，，读书像是修剪移栽读书像是修剪移栽。。””某种意义某种意义
上上，，读书给人带来的读书给人带来的，，除了知识的增除了知识的增
长长，，更重要的恐怕是心境的提炼和更重要的恐怕是心境的提炼和
升华升华。。成就大学问成就大学问，，实现实现““立德立德、、立立
功功、、立言立言””这这““三不朽三不朽””的人生追求的人生追求，，

或许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够达到或许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够达到
的的，，但读书所带来的精神境界的提但读书所带来的精神境界的提
升升，，却是每一个人可以追求的却是每一个人可以追求的。。正正
如参禅如参禅，，读书也有三境读书也有三境。。

有我之境有我之境，，是把读书作为人生是把读书作为人生
的避风港的避风港。。作家毛姆曾说过作家毛姆曾说过，，养成养成
读书的习惯读书的习惯，，就如给你自己建造了就如给你自己建造了
一座逃避人生几乎所有不幸的避难一座逃避人生几乎所有不幸的避难
所所。。人生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十之八九。。面对面对
坎坷坎坷、、遇到挫折遇到挫折，，无所畏惧无所畏惧、、一往无一往无
前是一种态度前是一种态度，，掩卷沉思掩卷沉思、、反思自己反思自己
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态度。。前者的精神是雄健前者的精神是雄健
的的，，但后者未必就是逃避但后者未必就是逃避。。通过读通过读
书书，，在历史中寻找借鉴在历史中寻找借鉴，，从他人那里从他人那里
汲取经验汲取经验，，未尝不是以退为进未尝不是以退为进、、站在站在
问题之外看问题的大智慧问题之外看问题的大智慧。。不仅如不仅如

此此，，以读书修身正己以读书修身正己，，
能让人少几分能让人少几分““卷帷卷帷
望月空长叹望月空长叹””的烦恼的烦恼
纠结纠结，，多一分多一分““一蓑烟一蓑烟
雨任平生雨任平生””的淡定从的淡定从
容容，，反而有助于我们反而有助于我们

迈过这些坎迈过这些坎。。
无我之境无我之境，，是把读书作为诗意是把读书作为诗意

的栖居地的栖居地。。有人说有人说，，读一本好书读一本好书，，是是
一次精神的修行一次精神的修行，，是一次灵魂的洗是一次灵魂的洗
礼礼。。确实确实，，阅读和思考是每个人都阅读和思考是每个人都
不会虚度的旅程不会虚度的旅程。。它能让人放慢原它能让人放慢原
本急匆匆的步伐本急匆匆的步伐，，撇掉左冲右突撇掉左冲右突、、内内
心喧嚣的浮躁心喧嚣的浮躁，，在流连字里行间的在流连字里行间的
风景里风景里，，找到一个安静的精神角找到一个安静的精神角
落落。。苏州有一家大型书店苏州有一家大型书店，，一个特一个特
点就是拥有非常长的楼梯点就是拥有非常长的楼梯，，其意图其意图
就在于让每个来到书店的人在拾级就在于让每个来到书店的人在拾级
而上的过程中而上的过程中，，能够放慢脚步能够放慢脚步，，感受感受
书香书香，，从容沉淀从容沉淀。。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读读
书绝不仅仅是一种放松身心的休书绝不仅仅是一种放松身心的休
闲闲，，更是一种拯救灵魂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拯救灵魂的生活方式。。

忘我之境忘我之境，，是把读书作为气质是把读书作为气质
的涵养源的涵养源。。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将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将
人的认识区分为人的认识区分为““见闻之知见闻之知””和和““德德
性之知性之知””。。““见闻之知见闻之知””说的是对外部说的是对外部
事物的认识事物的认识，，而而““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则指向则指向
内在的精神涵养内在的精神涵养。。刘勰在刘勰在《《文心雕文心雕

龙龙》》有言有言，，好书奇文可以好书奇文可以““疏瀹五藏疏瀹五藏，，
澡雪精神澡雪精神””。。读书的益处读书的益处，，不仅在于不仅在于
学习一些新东西学习一些新东西，，增加见闻之知增加见闻之知，，更更
在于滋润心灵在于滋润心灵、、塑造人格塑造人格、、熏陶气熏陶气
质质，，提高德性之知提高德性之知。。每每翻开书本每每翻开书本，，
都会被那些浩然正气所感染都会被那些浩然正气所感染，，““或为或为
渡江楫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慷慨吞胡羯””的文天祥的文天祥，，有有

““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胆忠心的赤胆忠心；；““此此
日漫挥天下泪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有公足壮海军威””的的
邓世昌邓世昌，，有有““今日之事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有死而已””的的
报国志向报国志向；；““何当痛饮黄龙府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高筑
神州风雨楼神州风雨楼””的共产主义先驱李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李大
钊钊，，有有““无非一念救苍生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坚定信的坚定信
念念。。含英咀华含英咀华，，浸润书香浸润书香，，精神面貌精神面貌
也会透着文化的气息也会透着文化的气息。。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今月曾经照
古人古人””。。书是桥梁书是桥梁，，让人思接千里让人思接千里；；
书是翅膀书是翅膀，，让人心游万仞让人心游万仞。。摩挲书摩挲书
页页，，捧卷而读捧卷而读，，聆听文化的钟鸣聆听文化的钟鸣，，啜啜
饮文化的甘露饮文化的甘露，，我们每个人都能遇我们每个人都能遇
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据人民日报评论据人民日报评论

□ 新华社记者黄恒朱莉亚·皮尔庞特

本周，中国影片《战狼 2》的国内
票房收入突破 43亿元人民币，它不仅
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现象级产
品，也成为好莱坞的热议话题。

大量美国媒体为《战狼 2》在中国
市场的巨大票房收入所震惊，一部分
评论不免带有“酸葡萄”的心理，习惯
性 地 将 其 归 类 为“ 民 族 主 义 的 宣
传”。但是更多的评论则认为，一部
电影的成功并没有那么简单，对观众
热爱的漠视才是一种偏见。这种对
比直观地体现在著名电影评分网站

“烂番茄”上。该网站对《战狼 2》给出
的新鲜度为 55％，但是在观众打分部
分，新鲜度高达 88％，远超今夏暑期
档的诸多美国大片。

美国最大的娱乐文化杂志《综艺》
11日在官方网站发文称，应该更公正
地看待《战狼2》所展现的“爱国主义”。

“吴京，就像此前的史泰龙，以及
史泰龙以前的约翰·韦恩一样，用挥
舞旗帜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表现方
式，成功地塑造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军
事动作片中英雄的形象。”《综艺》评
论说，“当然，这次最大的不同在于，
吴京和其他人使劲挥舞的是中国国
旗，同时吴京所扮演的英雄‘冷锋’也
不是‘绿色贝雷帽’的成员，而是他的
国家的特种部队精英成员。”

在《战狼 2》中扮演大反派“老爹”
的意大利裔美国演员弗兰克·格里洛
11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是中国的
爱国主义，不是所谓‘宣传灌输’，世界
上最可称为‘宣传灌输’的是‘兰博’。”

“兰博”是史泰龙主演的系列动
作片《第一滴血》中的主角，一名退伍
的特种部队士兵。参演过另一部好
莱坞美式英雄大片《美国队长》的格
里洛认为，电影唤起民众对自己国家
的自豪感和信赖感无可厚非，“吴京
抓住了中国的时代精神”。

至于《战狼 2》在美国市场票房只
有 150 万美元，好莱坞的业内人士认
为，这与电影宣传力度、院线排片、观
众对主演的熟悉程度都有直接关系。
就产业而言，好莱坞同样关注在其他
市场有巨大票房号召力的电影人。

格里洛说，他已经接到 15个来自
好莱坞著名电影公司和制片人的电
话，询问一个共同的问题：“吴京会不
会说英文？”他认为，眼下吴京在全球
市场虽然还不够有名，但是他的发展
空间巨大。

《战狼 2》的女主角、中美混血女
演员塞莉纳·杰德（中文名卢靖姗）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冷锋”这个角
色，既不同于史泰龙所塑造的“兰
博”，也不同于此前成龙在功夫片中
塑造的人物。吴京对这一人物的把
握更为复杂，具有说服力，所以当“冷
锋”挥舞旗帜的时候，观众才会被真
正地打动。

格里洛和杰德都认为，《战狼 2》
之所以成功，“首先它是一部制作精
良的电影”，它对空中、吊臂、水下各
种运动镜头的运用相当纯熟，枪战、
打斗、爆炸等场景设计则出自拍摄过

《美国队长》《饥饿游戏》的好莱坞著
名执导萨姆·哈格雷夫斯和中国同行
之手，非常精彩。

哈格雷夫斯最近在一场新闻发
布会上说：“《战狼 2》是一部大制作，
同时控制 50个到 100个爆炸点，这是
很大的挑战。”

格里洛等人同时表达了这样一
种观点：《战狼 2》在中美两地的票房
差异和反响争议并不奇怪，这恰恰反
映了两国文化的差异，而两国电影人
要做的也正是拿出更好的作品促进
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也许我们下一个迭代产品要做
的，就是一起拍摄能让美中文化对接
起来的电影。”格里洛说。

新华社洛杉矶8月12日电

耕地时发现盆盆罐罐，村民会赶紧
送到考古队；遗址发现几十年来，未有
一起盗墓案；掬一捧土便知是“商”还是

“汉”……
生活在二里头遗址所在地的村民，

以极高的热情守护着这块土地。
二里头，当地村民连读起来念为

“二留”。二留，二留，这里到底留下了
什么呢？

多年来，二里头等几个村为遗址保
护付出了代价。由于相关文物保护规
定的制约，这几个村不能建工厂、划宅
基地甚至深耕，眼看着周围村庄一个个
富了起来，村民对二里头遗址的感情越
来越复杂。

如 今 ，这 里 终 于 等 来 了“ 大 事
件”——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兴建，这让
乡亲们很兴奋。

“说起二里头，很多人都既熟悉又
陌生，熟悉它是全国闻名的重要遗址，
陌生是因为难以一睹真容。”二里头工
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考虑到保护问
题，二里头遗址发掘后已全部回填，从
外观看只是一片普通田地。

“目前二里头遗址保护设施较为落
后，出土文物大部分被放置在库房之
中，对文物进行整理、保护和研究的场
所也十分简陋，这样的现状和二里头遗
址的历史价值不匹配，建设二里头遗址
博物馆显得十分必要。”赵海涛说。

作为国家“十三五”期间重大文化
工程，目前，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全面开工
在即。“展品主要来自二里头遗址 58年
来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二里头文化区
内重要遗址出土遗物等。”洛阳市文物局
局长余杰说，博物馆计划于 2019 年建
成，将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利用
示范区。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在二里
头遗址博物馆奠基仪式上说，二里头遗
址博物馆的建设，会让埋藏在伊洛平原
的文物“活起来”，阐释早期中国形成历
程，让公众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文明
悠久历史。

据新华社郑州8月12日电

走进最早的“紫禁城”
发现“最早的中国”

你知道“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吗？——河南偃师二里头。

洛河南岸一个普通的村庄，看似
与中原大地上的千村万落一样平淡
无奇，却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
密：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间，
这里曾有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上演
过夏的繁华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
史剧。

这里还拥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
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最早的铸铜
作坊、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作坊、
最早的双轮车的车辙。

二里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
世人以惊喜，随着“十三五”期间国家
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
馆的兴建，众多中国乃至东亚“之最”
在这里浮出水面。

□ 新华社记者 桂娟 史林静 施雨岑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以
71岁高龄率队赴河南调查“夏墟”，大
约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出发的。此后，
便掘开了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第一铲。

出河南偃师城区往南，沿洛河向
西不远，就是二里头村。村南，一座有
些老旧的楼院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从
院内楼顶四望，二里头、圪垱头、四角
楼三个自然村形成一个三角，将一片
高地包围，这里便是二里头遗址。

正值盛夏，二里头遗址发掘工地
暂时回填，地面上的玉米已经开始拔
节，长出一人多高。谁也不曾想，这
块 3500 多年前留下的无字地书，让
三代考古人，历经 58年持续发掘、不
断破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
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
队长许宏说。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
调查“夏墟”时，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
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且遗址颇
为广大，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
都邑的遗址。

当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的小

分队进驻二里头。
58年来，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

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
发掘。二里头遗址犹如一个体量巨
大又深不可测的宝库，历经数十次发
掘而屡有重大发现。

“二里头是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
最的地方！”许宏津津乐道于一个又
一个牵动人心的发现。

二里头宫殿区东边的大路，上个
世纪 70年代曾钻探出 100多米，因麦
田浇水中断，一放就是几十年。1999
年，许宏扛起了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
大旗，拿起前辈记录，他“发掘”到了
这条线索，继续追探。

听到一个老乡抱怨他家地里的
麦子一直长不好，许宏很兴奋，“这很
有可能是沉埋地下的大型基址夯土
引起渗水不畅导致的！”一钻探，居然
发现了宫殿区北边的大道。

“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被发现
了！随后，考古队追探出“井”字形大
道，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大路最宽处几达 20 米，相当于现代
公路四车道。

就这样，串糖葫芦似的有了一系

列新发现，原本星星点点的遗迹分布
图上，画上井字形大道、宫城城圈后，
这座 3500 多年前的大型都邑的布局
清晰起来。

这是一座精密、复杂又繁华的大
都城——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高
地，中心区是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
殿建筑群，由宫城城墙围起，虽然面积
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
世3000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四周是井字形大路，宫殿院内地
面下埋有一节一节陶质水管组装连
接起来的下水道系统，这大概是中国
最早的“海绵城市”吧。

北面是祭祀区，南边有一个被墙
垣围起、由重兵把守的官营手工业作
坊区，这里是王国的“高科技产业基
地”，里面有中国最早的铸造青铜礼器
的作坊和生产绿松石器的作坊。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精心规划、
庞大有序、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许
多制度层面的建树史无前例，代表中
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
制已经形成，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
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许宏说，

“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

自 1959 年秋的第一铲开始，二
里头遗址一直处于中国考古学界的
风暴眼。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
存在。学者受到很大鼓舞，希望能寻找
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许宏说。

在追寻“夏文化”的过程当中，二
里头遗址曾被多位学者视作夏文化
代表以及夏王朝的都城。

但几十年来，关于二里头“姓夏”
还是“姓商”的讨论持续不断，而参与
人数和发表论文之多、历时之长、讨论
之热烈，构成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
中国考古学术史上罕见景观。

最早提出二里头为“商都”的是
徐旭生先生，有意思的是，徐旭生是

在寻找“夏墟”时发现二里头，但他却
依据古典文献记述，推断“为商汤都
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此后的十几年“二里头商都说”
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考古界
的诸子百家，众说纷纭。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北大教授邹衡首倡二里头
为“夏都”。此后，便引发两种主要观
点间的激烈交锋。

中国夏王朝存在与否，一直是国
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由
于缺乏明确、可靠的文献记述，依靠
文献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困难重重。

“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存在提供
了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
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夏商周断代

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
谦说，“学界认识趋同，二里头为夏代
中晚期都城所在地成为倾向性结论。”

2000年前后，“夏都说”逐渐取代
“商都说”，成为学界新“共识”和主流
观点。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
王朝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
关键性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在这里，我们
已初步探明了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
都邑，勾画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
年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
文那样可以确证当时历史状况的文
字材料，所以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
仍旧是待解之谜。”许宏说。

在二里头，感受中国最早的繁华

手铲释天书 拨开“夏”之谜雾

江山早已留胜迹
只待我辈复登临

读书“三境”

人有多少德就有多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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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彰显中国英雄之魂
引发好莱坞热议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