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疫情的全球

化， 国际之间的对话

顺畅与否受到不同文

化思维的影响， 中国

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崇

尚对话思维的价值观

念。 对话既是方法论，

也是宇宙观、价值观、

人生观， 其本身就含

着民本，而民本，指向

谦德。

疫情全球化更需要平等对话的思维

韩：您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农历》

表现出对话性，而您在北京、上海、南京、

兰州等地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给
我的感觉是您把自己的生命观传达给读
者。 今天，请您谈一下对话思维。

郭 ：之前在京召开的 《农历 》研讨会

上，评论家李敬泽说《农历》好比《吕氏春

秋 》《礼记 》，先写天 ，再写地 ，再写人 ，是

“天地人”的传统。没错，整部《农历》，就是

写“天地精神”的。读完《农历》你肯定知道

为什么我要选择对话性叙事。

韩：对话性结构是智慧经典的一个普
遍结构。

郭：对，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基本上都

是这种结构。 《周易》六十四卦，有两卦最

为吉祥，一为谦卦，一为泰卦，都是对话姿

态，特别是泰卦。乾坤互换，象征着人跟天

对话，跟地对话，跟人对话，身心对话，好

处无尽。一定意义上，对话既是方法论，也

是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其本身就含着

民本，而民本，指向谦德。

韩：我感觉您的文学观和传播观反映
的是一种对话思维，当然对话还不仅仅显
示在思维层面，还有更丰富的内涵。

郭：是啊，上升到思维就是文化了，文

化最核心的就是思维方式。 一定意义上，

思维方式就是人的本质。 你怎么思考问

题，就可以看出你在哪一个哲学层面。 中

国古人典型的思维是阴阳思维 ， 一事当

前，不但看它的阴面，还要看阳面。中国人

为什么要讲天人合一呢？因为人只不过是

宇宙大阴阳结构中的一个小阴阳体。如果

不天人合一，对等关系就解除了，对等关

系一解除，生命力就终结了。

韩： 对这种对话思维我深有体会，比
如我参加六七年的公益活动，收获最大的
是对话思维。所以，刚才听您说，为什么传
播是与受众对话。在对话思维中碰到跟自
己观点不一样的人，或者自己的主张别人
不一定认同的时候，不急于去反驳和说服
别人，努力创造对话语境，只要有对话就
有展开的可能，就有传播的可能。

郭：对，对话最后可以延伸几个方面，

第一让人有参与感，很民主，要说民主都

不准确，应该是民本，中国古人不讲民主，

讲民本。 自然现象被认定为上天垂象，是

大自然发给天子的信号，天子通过反省和

天道对话，其背后潜藏的逻辑是“天文 ”，

这种由“天文”投射而来的“人文”，自然包

含着敬畏、谦谨、自律。

韩：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话就是
一种求道态度，对话者永无止境地接近一
个本我，或者说一个本体。

郭：是这样，只要对话在，生命就处在

一种激活的状态。 整个的禅宗公案看下

来，就是一个对话流，只不过它的对话跟

儒道两家略有不同，更有主动性、风格性。

韩：对话主体是需要很高的境界的。

郭：对，关系到他的认知度 、价值观 、

行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他的能量级要达到

那个程度，到了那个程度，他就会看到整

个文化就是对话。

韩：这种对话思维我很认同 ，但是现
在社会竞争性很强，竞争性是对立思维。

郭：对，竞争性思维不同于阴阳思维，

阴阳思维指向中和。 中国古人也讲竞争，

却是向内的，那就是战胜自己。 当竞争指

向外在的时候，结果往往是灾难。 因为中

国文化的特点是整体性，当你有竞争概念

的时候，已经把整体一分为二了。 一分为

二意味着什么呢？ 已经带着一种对立感

了。中国人不讲杀毒，讲解毒，中药里面没

有杀毒丸。

韩：我读《农历》《寻找安详》等著作 ，

内心感到安和、平静、放松，原来是您的文
字中没有杀气，只有和气，您之所以孜孜
不倦地写作传统节日，莫非也是为了传达
这个“解”？

郭：对，“解”是化敌为友，化负为正 ，

把杀机变成生机。“安详哲学”也好，“农历

精神”也好，都在演绎生机。大家在《农历》

中看到的那些天地人的对话， 仪式感，精

神的狂欢，都是为了再现这种生机感。《寻

找安详》之所以帮助不少人走出抑郁症困

境，大概就是为阅读者提供了可以唤醒生

机记忆的对话场。 因此，有那么多人愿意

诵读它，不少人把整部书都读完了，上传

到音频平台。

韩：那种感觉让我们终于明白了小时
候经历的一些事意味着什么，这种文化在
人一生的人格发展中都有重要意义。

郭 ：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注重知行合

一，也是为了保持天地人对话的通畅。 传

统文化的学习也好， 传统哲学的学习也

好，最后如果落不到行动力上，往往会沦

为谈玄说妙， 而当一种文化变成谈玄说

妙，不能和烟火生活对接，就要被一种新

的对话系统代替。

韩 ： 谈玄说妙里面还是有傲慢和贪
欲。

郭：对，老子为什么讲“为学日增 ，为

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是要

把说话的欲望打掉，捡起行动力，用行动

去对话，把榜样做出来让人看，这才是最

好的对话。

韩：当前这个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对话
思维。

郭：对话思维有个好处 ，能有效解决

问题，因为所有的对话都有特殊性和普遍

性。 普遍性的那一部分大家碰到了，他的

问题解决了，他就产生喜悦了，产生了喜

悦，他就接着把喜悦分享给别人，传播就

完成了。

从解决现实问题的层面来谈，比如这

次疫情， 大家都在讨论杂草是如何生长

的， 却很少有人讨论草是如何长出来的，

种子是怎么到土壤里面去的。这就是古人

讲的因和缘，不除因，只除缘，问题永远不

会解决。 包括降低恐慌，我看到的心理干

预方案 ，多是技术性的，形而上层面的不

多。 技术性的方法是有用，但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韩：是这样，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些小
视角问题，如何把对话思维普及到个人生
活层面，给大家带来一些现实帮助。

郭：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普遍性，

“寻找安详” 公益小课堂 “三途二径知道

中”的课程设计 ，就是为了解决你提出的

这些现实问题。 第一途是读经典，本身就

是对话。跟老子对话，跟孔子对话，一百个

人齐读的时候，又是一次集体对话。 一百

个人读《论语》跟一个人读是不一样的，大

家在共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就自动

解决了。 共振产生了，对话的效果也就产

生了。第二途是写反省日记，跟自己对话。

古人之所以注重忏悔， 就是跟本质对话。

儒家为什么讲忠恕之道，也是通过将心比

心对话。 “将加人，先问己”。 第三途是改

过。 写反省日记时，意识到我今天伤害别

人了，应该给人家说一声“我错了”，不管

见不见对方，念头一动，已经跟他的本质

产生对话了。 如果体现在行动上，又是一

次大对话，这是“三途”。 “二径”就是看自

己的缺点，看别人的长处。

要说最重要的对话是“知道中”，时时

刻刻保持现场感，才是大对话。 因为现场

感事实上是一种个体性跟整体性的对话，

走神了就是你的整体性和个体性剥离了。

课堂的设计本身就是对话。为什么有

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在课堂好转，为什么

有那么多浪子回头。 他们到社会上，展示

良好形象，也是一次对话。

韩：更广泛的对话其实是更多关系通
道的打通。

郭：对，先人们的哲学性对话深不可

测，终极的对话完成事实上就是个体归于

整体，就像孩子归于妈妈的怀抱。 你刚才

提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对话的目的最

终是回到道上去，好比面包和面条通过对

话，回到面缸里去。到了面缸里，它们的对

话就完成了。 一旦回到面缸，曾经水火不

容的关于面包和面条孰优孰劣的争论自

动中止。 我们一直讲真理，但真正抵达真

理很不容易。 没有回到“面缸里”的经历，

一切都是妄谈。

韩：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每当
人们试图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不由自主就会有对立思维， 试图说服别
人。 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道理。 但是对
话思维就是以话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
为中心，只要跟对方展开对话，不急于得
到结果，让对话自然发生，耐心投入在对
话过程中。

郭：对话首先要设定前提，你不能把足

球场的规则拿到篮球场去。 对话频率就显

得很重要。 是三维空间，还是四维空间？ 到

了四维，时间不存在了，你再讲时间，已经

失效了。 所以，你看老子和庄子，特别是庄

子，从来不讲道理，只讲故事，只用比喻。

和“非典”不同，这次疫情 ，人们普遍

的感受是被淹没在信息流中，千万种对话

机制铺天盖地而来，真假难辨，让人们无

所适从，很多人轻易被裹挟。

韩：二十一世纪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战
争，但战争发生在人的心里，更需要对话。

郭：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其实就是心理

战，心理战说到底是文化战，就是你给人

类给出的价值观的合理性，因为在媒体高

度发达的时候， 战争其实是靠对话完成

的。 决定对话能力强弱的是什么呢？ 就是

对话者所依据的逻辑系统，说到底就是价

值观。再往深里讲的话，就是正义性。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 谁在道上，谁就是赢家。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

很好的对话逻辑。 对话需要“通”啊，舆论

需要“通”啊。共同体的这个“共”其实就是

中国文化核心，大一统和整体性本身就是

中国文化的特质。 孔子讲的“吾道一以贯

之”的“一”就是整体，如果是“二”就变成

二元了，孔子为什么讲“一以贯之”，就是

强调整体性。 老子也讲“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韩：所以我很珍惜我所从事的教师这
个职业， 真正的教师追求的是永恒对话，

传道授业解惑。

郭 ： 这个比什么都可贵 ， 所有的问

题 ，究其根本 ，都是教育的问题 ，这次全

球疫情大爆发， 说明人类的教育出了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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