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面前，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写给高校青年学子的话

徐兆寿

农历二十九日我去甘肃武威 ，

大年初一赶回。 回来以后就开始在

家里观察疫情，想做些什么，写过几

篇文章和毛笔字抗疫，但感到无力，

便想到张载的故事，于是开始研究，

并写作《传统四书》。 现在写了二十

多万字， 也在有意识地回答中国文

化怎么办，包括中医怎么办的问题，

以及中国文化特性是什么， 在传统

性格上与西方文化有哪些相同和不

同的地方， 如何将西方文化的优长

中国化， 也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怎

么拿来和运用的问题。

我将中国传统文化最后归纳为十

六个字，便于记忆：道法自然、中庸之

道、礼教之道、君子之道。

如果套用今天的词汇来讲 ，它

是中国古人的核心价值观， 从大到

小，有世界观，有方法论，有准则，最

后有结果，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这是

我讲了十五年中国传统文化后的一

个小总结。

这也是下面谈论疫情话题的文

化背景和思想基础。

历史上一次瘟疫毁了一个国家

的情况太多了。 这时候，我们面临一

个相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读书人

如何选择命运。 新时期以来的几次

选择我都是经历者， 记忆最深的是

1993 年左右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

论，持续了好几年。 知识分子非常地

焦虑，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参与了。 从

那以后， 大规模的讨论就再也没有

出现过。 很多人说，这才是正常的。

其实， 我深信每一次国家的选择都

是知识分子新的选择之时。 这次疫

情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大时代的转

折时期， 但它的灾难之大仍然迫使

我们思考， 在国家危难时读书人该

怎么做， 在各种文化喧哗之时我们

该怎么处理这些难题。 这样一想，它

也就变成了大时代的问题。 每当这

时候，我们都会回望历史，看看历史

上那些先贤们是如何做的。 我首先

想到的就是张载。

范仲淹做不到的 ，张
载做到了

二十岁出头的张载觉得书生无

用，便投笔从戎，奔赴前线 ，欲为国

家效力，这是超越了自己。跟鲁迅先

生一样，要去学医救人 ，是士 ，是仁

者。他去找范仲淹。范仲淹是了不起

的文人，他说，你一个书生 ，又不懂

兵法，能有多大的本事杀敌立功？ 你

也不是医生，不能救治伤员，你能做

什么？

张载一时语塞。 范仲淹说，你要认

真想想，你在这个世上能做什么，什么

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现在国家有难，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 还有整个国

家的精神问题，如果精神不立，再多的

人也无法抗敌， 而立精神的事就是你

要做的事。

张载一听，顿有醍醐灌顶之感，

也像鲁迅弃医从文一样， 立刻返回

家里，钻研圣人之学问，所以后来就

有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 为生民立命，就是要在危难

时分为百姓代言，用今天的话说，就

是为人民说话。 为天地立心，就是要

参透天地的大道，再研究人的事情，

即究天人之际，再把历史搞清楚，即

通古今之变， 但这些都离不开圣人

的绝学，反过来说，不参透圣人的绝

学，也就没有前两者的立命立心，把

这些都做好了， 最后就可以为万世

开太平了。 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

周公、孔子等圣人，要在精神上把人

立起来。 所以，张载的选择便是读书

人最高的选择了。 这一点，范仲淹想

到了，但无力去做，要让张载去做。

在这个时候，读书人就分了工，

范仲淹前线抗敌做英雄， 并写下千

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

之乐而乐”。 张载呢，在后方读书写

作，重立圣人之学 ，也有横渠四句 。

其他人也是分做各的事， 各有各的

建树。 有些人要在战时用，有些人则

要在战后用。

我借此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呢， 就是每个人做自己能做且能做

好的那个事，尤其是善事。 医生如李

文亮、 专家如钟南山和其他专业人

士做了他们的分内事， 都是他们擅

长的事，既有良知，还有担当。 还有

许多医生、护士、记者、军人，都在做

他们分内的事。 甚至快递小哥做得

也很好。 当然，还有很多公益人，就

更是了不起。 前线的人可以做英雄，

后方的人处理好后方的事也很重

要。 我很惭愧，觉得不能为这件事做

什么，感到无力。 虽然前后写过三四

篇文章， 给省上也有三份文化方面

的建议，还在微信、微博上为中医辩

护，但都感到这些发声太无力，最后

想到张载的事后也是有些恍然大

悟，放下小说写作 ，潜心研究 ，希望

有所发现，对社会有所助益。

学子们如何思考与行
动

作为学生，第一使命就是求学，

把分内的事做好。 我也曾要求我的

本科学生们要有家国情怀， 要积极

地去做些什么， 不要做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 疫情到来，有些同学走上街

头，做了志愿者，有些同学积极做公

益活动， 但大多数同学在家关注疫

情。 我最终觉得让他们读书也许是

最好的选择了， 在家里一边关注疫

情， 一边静静地读几本中外经典名

著，尤其读几本中国古代的名著。

其次，就是能发声的时候，尽量

的去发声，维护社会的正义，维护社

会的公平，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如

果我们读书不为公义， 读书就是一

件可耻的事。 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若

有一个读书人不讲理， 村里人就会

骂，读书读到驴肚子里去了。 因为读

书只为个人利益，也不读圣贤书，没

有道义，没有德行，还怎么敢称读书

人？ 我觉得最近教育部出台意见破

除“SCI 至上”就是一件好事情。 它就

是让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人明白 ，

科学研究是要研究一些真问题 ，解

决社会的难题， 是要完善自己的道

德， 也是要在国家和老百姓最需要

的时候能挺身而出。 这才是国家的

栋梁。

最后是进一步思考疫情之后中

国人和人类怎么办的事，包括我们自

己如何过好后面的人生。 一生中，我

们遭逢了这样的大疫大难，能看到社

会百态，定然也会被社会的各种情状

所触动。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没能触动

你的意志和情绪超越自己， 那么，我

们要么就是无用之才，要么就是利己

主义者，要么就是时机不合适，那就

有待以后的命运开示你了。一个人只

有在某一天能超越自己， 放下小我，

走向大我，也就是超越个人的利益得

失，而思考天下问题的时候，他才可

能走向真正的学问之路。这就是知行

合一。 在中国文化中，学术不是知识

的凌空蹈虚，而是既要面向个人的道

德完善，又要面向社会的实践，能够

知行合一， 这样的学术才是真的学

术。

从加缪开始，重新讨论
一些深沉的文化命题

在整个人类的文化中，只有中国

与古希腊文化是以人文理性精神为主

的文化， 其他地区的文化基本上是宗

教文化。人文精神主要是人在起作用，

即使有神存在， 人的精神也是起主导

作用的，也就是说，人类用自己的精神

能够去表达神的意志。 古希腊三哲

如此，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

墨子等都如此。 但是，两种文化处理

世界和人生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结合与疫情相关的作品来谈，我们可

以以加缪为切口。

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 他

与萨特原来关系很好，后来破裂。 他

们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加缪得奖的

时候很年轻。 我喜欢他的《局外人》，

更喜欢他的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

话》，这部作品对我影响至深。 萨特也

是，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是

至高的榜样。

从大的方面说，西方文化是“两

希文化”融和的结果，一个是原有的

古希腊文化， 它的中心在欧洲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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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知道的和看得到的东
西称为阳，看不到的和说不清的称为阴。 这才叫科学。 所以说，我们不能
简单地拿西方科学一词而把我们的一部分文化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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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生位移；一个是古希伯莱文化，后

来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两千多年以来，

它们也是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罗马

时代是它们逐渐合起来的时期， 文艺

复兴是它们第一次分离的时候，迫使

基督教进行改革，近代以来，在科学主

导的工业革命开始， 又是它们分离的

时候，从哲学上来讲，大概是从黑格尔

以后吧，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那些哲学

家、 文学家几乎都是。 尼采站出来宣

布了上帝的死亡，然后便歌颂古希腊

的诸神，回到希腊文化中，甚至都不是

三圣哲学时代，而是直接回到了荷马

时代。 但加缪又否定了希腊诸神，要

西西弗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蔑视

诸神的伦理规矩。 萨特基本上不再讨

论神的问题，是在加缪的基础上进一

步回答人如何在日常中建立完整的

命运观和人道主义精神。 海德格尔、

索绪尔等则回到了人类的原初语言

中去寻找人类原有的世界观、方法论

和价值观，试图重新为人类寻找新的

文明尺规。 马克思与尼采一样，是彻

底否定基督教的哲学家。 所以，总体

来讲，他们是返回到古希腊精神中去

了。 他们在不断地返回到传统中去创

新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我们为什么就

不能呢？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 “科
学”一词

中西医问题， 是目前大家在网上

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 我是持中西医

结合的态度， 但有时不免要为中医说

几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中医有

误解。不仅如此，搞中医传播的人把中

医又进一步神秘化，甚至妖魔化。这对

中医实际上是不好的， 所以我也批评

这种现象。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如

何看待中医。 目前我们对中医的认识

并不是站在中医的角度去判断中医，

而是站在西医的角度去丈量中医。 也

就是当我们要说 A 和 B 的优劣点时，

我们没有拿一个中间尺度，或者说，如

果没有中间尺度， 我们至少可以站在

各自的角度去理解对方， 我们直接拿

A 的尺度去说 B 好不好，科学不科学，

这本身是不公平的。

西医来到中国时就是跟着科学进

来的， 而那时的科学就是与宗教与传

统文化相背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时

候的科学是一种经验化基础之上的理

性工具，是实验室系统，是物质的微观

化，即使我们拿望远镜去观察太空，也

是通过机器的角度去观测， 它放大了

我们的眼晴，但是，它也同时让我们开

始否定我们的经验，否定我们的眼睛，

最后是否定机器没有观察的所有一

切。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但它正在

发生，且在控制着世界。

（下转第 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