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在读日本作家坂口

安吾的《堕落论》，觉得很有

意思。坂口安吾属于日本

“无赖派”作家，这是二战后

兴起的一种流派，据说特征

是反传统、爱写阴郁的东西，

有颓废倾向，乍看起来很像

“垮掉的一代”。我没读过

“无赖派”别的作品，仅就《堕

落论》这一本书的感觉而言，

并不像上述形容的那样“颓

废”，反而是在表面的阴郁

中，含着对生命本真的无限

期望。

《堕落论》是一部评论

集，其中既有《日本文化之我

见》《颓废文学论》这样的文

艺评论，也有《青春论》《堕落

论》《续堕落论》这样的社会

观察。

坂口安吾给人的第一印

象似乎的确是反传统的，如

他在《日本文化之我见》开篇

即说“我对日本古代文化几

乎毫无了解”，这与典型的“斯

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

余句颇存”的论调截然相反。

但骨子里，坂口并非否定日本

文化的传承性，而是试图从中

抽剥出类似“永恒之美”的哲

学属性，而对于用怎样的符号

去表达这种属性，则看得颇为

超脱。他尤其厌恶尊重所谓

传统必穿和服这类“体现国

民性”的形式主义举止，并不

愿意看到日本固步自封，在

所谓传统的架构下，拒绝新

生事物推动文明向前发展。

“只要我们的生活是健

康的，就算我们因为仿造了

西方的简易房屋而洋洋得

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

也仍然是健康的。”坂口对于

生活真实性的热衷，是他价

值观的核心。“只要那是真实

的生活，即使是猴学人样的

模仿，也与独创同样优秀。”

这种初听上去甚不入耳的论

调，仔细想来，与古板道学的

迂腐，究竟哪个更“颓废”，是

值得人们思索的。

“无赖派”既然兴起于战

后，自然要面对日本人战败

后的心态。在与书同名的

《堕落论》以及《续堕落论》两

篇中，坂口即从何为“堕落”

的角度，批驳了所谓“国民道

德”与战争中非人性的种种

表现，其中深刻之处，与他对

日本文化的反思同出一源。

坂口眼中的“堕落”极具

反讽性，他认为如果遵照人

性正常欲求却被视作“堕落”

的话，那么就此“堕落”下去

则是一种必须，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发现自己、拯救自

己”。至于那些为阻止“堕落”

而衍生出的所谓“道德观”乃

至依托政治而演变出的制度

体系中的价值观，是“愚不可

及的”。言辞激烈处，他直指

武士道、天皇体系，称之为“幻

影”。在二战后的日本人心

中，冒出这样的想法虽然顺

理成章，但坂口在批评上的

犀利与彻底性，还是让人感

到其高明，因为他并不真的

是颓废的，反而指出了对抗

颓废的真谛是什么。

对人性的关注，是坂口

追求生活真实性的基本要素

之一，他的“无赖相”，是在扒

光皇帝新衣后不加遮挡、不

加修饰的赤裸展示，因为过

于直白，逼得许多人要用手

遮挡住眼睛。然而最初的刺

激过后，当人们从指缝中打

量他的呈现的时候，就会像

打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那

样，不带丝毫邪念地审视人

生而为人的自然之美，就会

像古希腊人在他们的神话中

也丝毫不为神祗涂脂抹粉，

而让他们充斥人的种种原始

欲望一样，在立体的真实中

变得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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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的人性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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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情谊
给家里的小孩订了份杂志，每

月一本邮递到家的那种。订阅信

息是在朋友圈看到的，订阅渠道是

在网店完成的，支付是用手机支付

工具付款的，这三个动作都是数字

化产物，但换来的却是一本散发着

纸香的实体出版物。想想，也挺神

奇的。

杂志虽是给小孩定的，但也满

足了自己的一个情结：每月上门的

快递员中，有一位是送杂志来的，

拆开包装，与孩子一起阅读、讨论，

这种情境，仿佛属于上个世纪，但

它却能带来一种确切的幸福感。

不得不说，某种踏实与接地气的感

觉，的确只能通过一些保守的事物

获得。

为 什 么 会 有 订 阅 报 刊 的 情

结？这要追溯到中学时代。那时

每年都有个订报季，通常班主任老

师会在自习课时间，拿来一本厚厚

的订阅手册，让学生们轮流翻阅，

最后告知老师订阅结果。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多么令人

心情复杂的时刻。打开的订阅手

册，展示着诸多的报刊名称，几乎

每一个名称，都意味着一个遥远

的、等待发现的新世界。如果我的

家庭经济条件好些，会毫不犹豫地

在最钟情的名称上都画上一个圈，

遗憾的是，那时的零花钱实在有限，

每年只能订一份最便宜的中学生文

学报纸，每周只出一期的那种。

每周的某节自习课，班长会从

班主任那里抱回来一摞学生订的

报刊，分发给它们的订阅者，那是

大家都在等待的美好时刻，每位拿

到属于自己订阅品的学生，都迫不

及待地投入到阅读当中去，平时熙

熙攘攘的自习课堂，起码在这半个

多小时的时间里，是安静的。

我们这些只订阅了薄薄一份

报纸的学生，看完之后，就只能羡

慕地等待那些手头拥有厚厚一沓

报刊的学友们了，等待他们阅读

完，就立刻厚着脸皮前去借阅。有

的同学豪爽，干脆就送出了，有的

同学比较珍惜，明明答应借了，手

指还捏着不肯放，叮嘱着不要读破

了，要保持崭新的状态送回来。

是的，保持报纸没有皱褶很重

要，因为一到年底，要把积攒的报

纸装订起来，这样就拥有一份厚重

的合订本了，在无书可读的日子，这

本合订本就是“解渴”的重要资源。

因为这种情结的存在，这二十

多年来报社、杂志社寄来的样报与

样刊，大多都留存了下来。不仅是

因为上面发表着自己的文章，更是

因为信封上编辑写的字，随着报刊

一同寄来的信笺，都是带有情感元

素的联系。

你想一想，那封通常由牛皮纸

印制的信封，上面有两个地址，印

刷的部分工整大气，手写的部分或

龙飞凤舞或隽美、端庄，右上角贴

着精致的邮票，并且一路穿越千山

万水而来，这些综合到一起，要承

载着多大的信息量啊。我认识的

朋友当中，就有喜欢把文友往来之

间的信封、信件收藏起来的习惯，

哪怕是夹在信封里的一个小纸片，

也要归档留存，这也是一份难得的

情谊。

现在是网络时代，与编辑部之

间的联系，也多通过数字渠道进

行了，收到的报纸刊物，自然也少

了许多。但好在已经留存了一屋

子的“存货”，将来想要回忆，翻翻

过去信封，总还是会有不少美好

的回忆。

精品连载

【王
原●
大
红
脸

■社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路1814号宝龙城市广场一号楼广电大厦 ■总编办公室E-mail:bhsbzbs@126.com 65622926 ■编辑部：65622960 ■时政新闻部：65622938 ■经济新闻部：65622908 ■综合新闻部：65622903 ■邮编：300456 ■广告热线：65622929 ■门市：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7 ■印刷单位：天津报业印务中心

毛泽东严厉批评彭德
怀，庐山会议由反“左”变
为反右

从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沿长

江顺流而下，在宽阔的江面上航三

百多公里，即到达赣北重镇九江。

从九江上岸不多远，便可远远地看

到闻名遐迩的庐山了。

1959 年 6 月下旬，这段水陆交

通线多了一些平时少见的交通工

具。细心的人们发现，一些整洁的

中型客轮，这几天老在武汉和九江

之间往返，从九江去庐山道路上的

大小汽车也大大增多了。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相传

殷周时期有一对姓匡的兄弟在山上

搭了个茅庐隐居，因而得名庐山，又

叫匡山。庐山山势雄奇，景色优美，

气候宜人；主峰高一千四百七十四

米，登顶北可远眺蜿蜒东流的长江，

东、南可遥望碧波浩瀚的鄱阳湖，确

实不愧为世界级的游览胜地。

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开一次

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 年以来经

济方面遭受的挫折，是开国以来从

未有过的。经验教训不少，需要冷

静总结。这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

方的领导干部们，一直处在工作忙

累、精神紧张的状态，也需要放松

一下，以便接着大干。所以，开会

的地点就选在了庐山，让大家上山

当一回“神仙”，边避暑边总结，开

个“神仙会”。

各路干部从四面八方赶赴庐

山。大部分人走的路线都是武汉

—九江—庐山。这一线的交通便

繁忙起来了。

正在湖南视察的毛泽东，6 月

2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

舟陪同下到达武汉。刘少奇6月27

日同朱德、彭德怀乘一部专列离开

北京前往武汉。中央的部长们则是

集中起来从北京乘铁道部安排的专

列南下，7月1日下午才到达武汉。

毛泽东刚刚去他的家乡韶山

转了一趟，还在韶山水库游了泳，

兴致很好。到了武汉，他还想游长

江。6月29日，他约一些中央同志

到江面船上谈话开小会，开完会愿

游泳的游泳。刘少奇、朱德、李井

泉、柯庆施等都来了。大家先在船

上见面谈话，随后毛泽东和几个人

便下水游泳了。刘少奇没下水，倒

是王光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游了

一程。毛泽东鼓励她说：“下来让

水冲一段，就不害怕了。”

6月30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同

船去九江。这条船上有挨在一起

的一大一小两个包舱，他俩便各住

了一个。由于是夜航，正好一上船

就睡觉。刘少奇一觉醒来，船到九

江，天已大亮。毛泽东醒得早，已

经先上岸了。刘少奇便也抓紧时

间驱车上山。

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是第一

次上庐山。所以在头几天，大家利

用开会的间隙，纷纷游山吟诗，看戏

跳舞，真有点儿“神仙会”的味道。

刘少奇是来过庐山的。那是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经组织

安排来庐山养病，还是林伯渠的弟

弟林祖烈帮助找的住处。时光匆

匆，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了形

势、任务、政策方面的十八个问题，

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

少，前途光明。从7月3日起，与会

人员按地区分为华北、华东、华中

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六个大组进

行讨论。讨论的主调是继续纠

“左”。各组发言踊跃，气氛松快。

刘少奇连续几天参加华中华

南组讨论。他发言说：“1958 年出

现了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

碰了钉子知道转弯，这是真正的聪

明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

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什么叫

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

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

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总的形势

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

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

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

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

代表们听得出来，刘少奇主张

继续反“左”，不过话讲得比较婉转。

会议开到7月14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发

生的错误、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其中有些话讲得比较尖锐。毛泽东

一开始没有表态，只在7月16日把

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这样一个标题，印发与会人员。

分组讨论照常进行，大家各说

各的。

7 月16 日，刘少奇在协作区主

任会议上讲了一次话，说：“总结经

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

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

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

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

他特意重提陈云的经济思想，说：

“1956 年陈云同志提出三个平衡

（财 政 平 衡 、物 资 平 衡 、信 贷 平

衡），先市场、后基建，略有节余

（多数年），略有赤字（少数年），这

些都需要。” （连载13）

风雨历程：晚年刘少奇
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
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

——邓小平

作者：黄峥
定价：66元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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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和感恩
生命中必然有逆境、灾祸、苦

难，如果你真正感恩生命，就会包容

这些负面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也是生命给你的礼物，是促使

你体悟人生的宝贵机遇。

如同在道德的层面上，感恩心

与同情心不可分割，在智慧的层面

上，感恩心与包容心也不可分割。

一个没有包容心的人，他的心是狭

窄的，并且长满了怨和嗔的杂草，感

恩心就没有了生长的空间。

我们感恩，是用心感恩。一个

人必须有健康的心，才能感恩。心

第一要善，有同情心，第二要宽，

有包容心，兼具此二者，就是健康

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