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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

我从没想到，刘福祥君会写一本这样
的书，我也更没想到，这本《解码》竟会给
我带来这样独特的感受。

这当然不是怀疑刘福祥的水平，作者
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参加全国恢复高考首
批统一考试，成功考入名校东北师大，一
直在名师指导下历史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
任教，学养深厚；很早就南下中国最早的经
济特区珠海，从一般干部做到市文体旅游
局局长，又激流勇退主动提早离岗，人情练
达。既中外文史兼识又对社会洞悉入微，
这样的人才难得一见，在刘福祥身上却奇
妙地融于一体。但我还是想不到刘福祥会
写书，我以为刘福祥退休前早已忘记了学
问，退休后会像许许多多的老干部一样余
生奔波于旅游，同时热衷于书画。直到不
久前，这本书到我手，我犹犹豫豫地打开，
才恍然觉得，这本书非刘福祥写不可，可谓
合适的题材遇见了合适的著者，“金风玉
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是一本谈人性的书。自古以来，人
性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永远理不清
的难题。人是什么？人性又是什么？人
生何为？生命的意义何在？从哲人学者，
到凡夫俗子，或宏篇巨述，或零星感悟，汗
牛充栋，不可计数。老庄崇逍遥，却耽于
幻想；屈子喜绚烂，却死于污浊；儒家说
仁，强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被讥为迂
阔；墨家说爱，强调爱无等差，兼爱天下，
又被斥为伪。西人谈人性亦是各窥一
斑。面对众说纷纭，后人总莫衷一是。况
且人类的限制之一的就是生命历程的不
可代替和不可压缩，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体
验都必须从头开始，从无知到有知，从青
涩到老辣，从幼稚到成熟，代际更替也罢，
灵魂轮回也罢，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承认，
或许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相较先人，已有

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我们对自我，对人性
的认识，并没有多少新意可言。或者说，
人性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进化并不明
显。君不见，古老诗经中所描述的怀春少
女的心灵悸动依然和当今社会年轻人的
状态若合符契吗？

所以，刘福祥的《解码》便有了其特殊
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谈人性，并没有首先
构置一个形而上的基础，再条分缕析、逻
辑严密地推演出一个人性的结构体系来，
那样建造的体系虽壮观却难免大而无
当。相反，作者是直接从现实生活入手，
从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矛盾和困境入手，剖
析各种情境之中的人性表现，深入浅出，
娓娓道来，这就使得作者谈人性，更加入
情入理，更加切合实际，更容易被人接
受。加之作者对中外名人的典故名言信
手拈来，文字简练流畅，文章篇幅适中，书
一上市便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长时间位
列畅销书榜，不是偶然的。

刘福祥的《解码》既可看成人性的解
剖书，又可看成人生的教科书，人性的复
杂多面和人生的斑驳陆离可说是一体的
两面，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人性的现实展
开。谚语云：性格即命运。许多人的命运
被其性格推着走，虽知如此却无可奈何。
但刘福祥显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从他自
身的阅历出发，刘福祥始终相信人是一个
主体性的存在，人应该也能够掌握自己的
命运，为自己创造一个合理性的生活。刘
福祥也始终拒绝人性单方面的存在，任何
个体都有其多层次的内涵和多方向的可能
性，“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关键在于努力
的方向。善与恶、灵与肉、利己与利他、从
心所欲与不逾矩、激情与理性、个性与群体
等都是刘福祥一一探讨的话题，他绝没有
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也没有个
人主义者“上帝死了”的张狂。他总是充分
说明似乎对立的双方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不必偏废，同时不走极端。偏废一方、执其
一端，人就容易走入歧途，走上不归路，走

向毁灭。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谈起一些熟
悉的朋友的沦落，他十分感慨：“这些人是
没有读过《解码》啊，否则不至如此。”的确，
偏执的个人是这样，团体是这样，一个国家
也是这样。

蛊惑人的各种现代迷信，都逃不脱偏
执的意念。在这方面，刘福祥表现出高度
的清醒和勇气。在《民粹未必是民意》一
文中，刘福祥分析了民粹主义的特征和表
现，指出民粹主义“绝对、极端、排斥，甚至
会到疯狂的程度”。“其群体性、盲动性、裹
挟性和破坏性特征，往往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
估。”由于民粹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现
代迷信“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动辄以美
好愿景相许诺”，具有极大的煽动力，一般
人容易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那么，破除偏
执的药方在哪里呢？刘福祥给出了两剂
解药，一是相信常识的力量，握紧常识，遵
循常理，常识能让人更接近真理，常理能
让人更认同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和游戏
规则，“观察和评价一个人、一个国家乃至
一个民族所作所为，是否——具常识、尊
常理、循常情，是最重要，甚至是根本的标
准。”二是捍卫选择的权利，因为在某种程
度上，选择比努力还重要，凡强迫你只能
接受一种结果的，皆是对人性的蔑视，而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生产力
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更重要的
标志，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多大范围、
多大程度上有选择的空间”。相信常识和
能够选择，人生就不致于过分迷茫，迷茫
一时也可以迷途知返。

能标出常识和选择权，使得这本《解
码》具有远远超出一般人生哲学书籍的高
度，显示出作者极高明的见识，但再高明
的见识也要落到实处。于是，“极高明而
道中庸”，这种典型的东方智慧，便似乎是
刘福祥的人生信条，是刘福祥推崇的人性
修养，也是书中一以贯之的主线。在他看
来，中庸之道既是人生观，也是方法论，让

你在为人处世上各方面兼顾，把事情办得
尽量好一些，不至于把自己弄得没有进退
和转圜的余地。

不能不说，中庸之道确有上述现实的
合理性，不失为我们理应遵循的原则之
一，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法宝。不过，
止于中庸又让我们有强烈的不满足
感。人生处处中庸就可以了吗？没有
极高明的人生境界，中庸的结果就是庸
人，这种庸人或许可以获得功利上的实
惠，获得所谓世俗上的成功，但无论如
何，都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在我们
的周围，这类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不是太
少，而是太多了。

脱离了对极高明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中庸之道就容易蜕变成庸俗的成功学，甚
至是厚黑学。说到底，人生的终极意义不
在于明哲保身，安享时光，相反，人性的光
辉往往闪耀在非常时刻，闪耀于非常之
举。“朝闻道，夕死可矣”，对真理至死方休
的追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对责任义无反顾的执着；“此去泉台
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为理想抛家舍
命的慷慨，让无数人激动向往。还有，优
柔寡断的哈姆雷特、多愁善感的林黛玉、
自我毁灭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些都不是
典型意义上行走中庸之道上的人物，但他
们的审美价值远胜凡凡。他们打开了人
性的另一个维度，这个维度自有其卓绝的
风光。

人性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扎根于
现实生活的厚土，更在于其能够超越一切
社会关系之上。人生之所以艰难，不仅在
于各种羁绊捆住我们的手脚，更在于我们
的心永远在寻求突破的力量。所以，在这
个意义上，《解码》解码了常态下的人性与
人生，更多的挖掘工作还有待展开。我们
期待，刘福祥君的《解码》修订本，将为广
大读者贡献其对人性、人生更精湛、更深
邃的思考。

我们等着瞧！

人生何所事人生何所事 解码无穷期解码无穷期
——写在刘福祥《解码》修订重印之际

□ 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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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人生

新华社罗马4月4日电 意大利足
球甲级联赛4日结束第31轮，“领头
羊”AC米兰在主场迎战博洛尼亚的比
赛中，尽管攻势猛烈，但最终未能如愿
得分，0∶0闷平对手，积分榜的领先优
势缩减至1分。

比赛伊始，双方互有攻守，埃贝彻
尔的远射被米兰门将迈尼昂没收，而特
奥外围的劲射也被客队门将斯科鲁普
斯基挡出。第22分钟，迪亚斯的射门
打在了博洛尼亚后卫梅德尔的手臂上，
但由于后者是倒地且背对他的，裁判未
做判罚。第26分钟，客队前锋巴罗打
出极具威胁的远射，迈尼昂神勇将球托
出，力保球门不失。而斯科鲁普斯基同

样发挥出色，两度拒绝了吉鲁近距离的
头球攻门。

易边再战，久攻不下的主队在第
70分钟换上伊布，但他在上场不久后
便在争抢头球时与梅德尔发生猛烈碰
撞，双双流血。比赛尾声，米兰攻势愈发
猛烈，展开围攻，但尽管射门尝试不断，

“红黑军团”最终未能如愿破门，0∶0闷平
对手，拿到一分，由于那不勒斯本轮获
胜，米兰的领先优势被缩减至1分。

另一场比赛中，维罗纳凭借西蒙
尼开场第5分钟的进球，主场1∶0小胜
热那亚，热那亚联赛八轮不败遭终结，
这是布勒辛执教热那亚后，球队首尝
败绩。

意甲

米兰闷平博洛尼亚

“人活着其实都是孤立无援
的，他们的一部分在太阳下行
走，另一部分却躲在黑暗的看不
见的地方。”苏童的很多小说作
品人物都是这样写的，很难用好
与坏的标准将他们区分。恰恰
如此，小说中普通平凡的人，有
了血肉饱满的鲜明形象。

我是看电影《米》之后，再读
原著的。影视作品尤其电影的
时间有限定，在有限的时间内把
一部长篇小说搬上银幕，必然要
做选择精细剪裁，保留从影视作
品更便于表现的素材。

苏童小说的象征主义意味
和魔幻超现实的色彩风格，夹杂
在这部小说中。在这部小说里，
能看到作者其他作品的影子。
《米》终至集大成者，囊括了作家
苏童其他小说作品的亮点。

小说《米》的故事在大鸿米店
演绎，米店冯老板，女儿织云、绮
云，逃避涝灾饥荒，流落到米店后
做伙计的五龙，遭遇码头兄弟会老
板吕六爷、手下阿保的命运，即使
风光无限曾经称霸一方，却最终难
脱命运的摆布，坠入深渊。归根结
底是所处时运使然的渊薮，从每个
人物的人生悲剧不难看出。

在电影里五龙死于背后暗
枪，没有演绎冯家两姊妹的子女
们，小说后边的章节就写他们。
蛰伏在内心难以掩饰的自卑与
虚荣，身处底层又不甘于命运的
苦苦挣扎，血缘亲疏远近牵系的

亲情，与各怀心思打算的貌合神
离，一幕幕在冯家的大鸿米店的
柜前和米仓上演，看见了曾经向
往美好的心，放置于战乱动荡、
风雨飘摇的背景下，生命急遽枯
萎的声音。

大鸿米店像文学在场的存
在主义，他们好似是追求生存，却
又像是在自取灭亡，有感情却没
有爱情。东野圭吾在《恶意》中写
道：“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是最
美的爱情。恨不知所起，深入骨
髓，是最冷的人性。原罪被放大，
总有一角照出自己。”

苏童很会讲故事，他的中篇
小说，包括他的散文也是，坐在
岁月深处，打量人间悲欢离合，
小说及其电影作品，观照新旧交
替时，每个生活在底层的女性的
自我救赎，故事意境唯美和凄楚
命运交织，如阿尔贝·加缪说的
那样：“真正的救赎不是别人，而
是获得自我的心灵宁静。”

“想死多么容易，想活下去
才难。”借助对五龙的心理描写，
苏童通过笔下的人物，无不心存
荒诞置疑，追问生命的意义。小
说《米》中的人物，骨子里有善的
一面，善却善得不完全，尽善尽
美；恶的也不彻底，并非恶得一
无是处；人性的瑕疵无遮无拦，
一览无余展现出来。这或许是
生活的本来面孔，苏童小说中的
人物，不脸谱、无刻板，好像就在
眼前和身边。在他们风光的背
后是深藏不露的苦楚。

偶尔闪过的一丝暖色，冷漠
在冰凉人心面前，旋即黯淡飘零。

人生的两面
——读苏童小说《米》

□ 幸 福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国际乒
联5日公布了2022年第14期世界排
名，结合中国乒协此前公布的《乒乓球
项目参加2022年杭州亚运会选拔办
法（征求意见稿）》，中国乒乓球队参加
杭州亚运会的阵容框架已初步显现。

相比上一期世界排名，男、女单打
前10名运动员未发生变化。国乒队
员中，樊振东和马龙位居男单前两位，
梁靖崑第四，许昕第八，林高远第十。
女单方面，陈梦、孙颖莎和王曼昱占据
前三名，王艺迪第五。

根据中国乒协 3月 7日公布的
《乒乓球项目参加2022年杭州亚运会
选拔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体能测试
成绩达标的前提下，参加杭州亚运会
乒乓球比赛团体项目的标准包括：世

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大满贯
新加坡站获得男女单打冠军的中国队
运动员；以2022年第14周期间国际
乒联公布的世界排名为标准，单打排
名最高的男女各3名中国队运动员；
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2022年
第14周期间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排
名为标准，单打排名最高的男女各1
名中国队运动员。

夺得WTT大满贯新加坡站单打
冠军的樊振东、陈梦，单打世界排名位
列前三的樊振东、马龙、梁靖崑、陈梦、
孙颖莎、王曼昱，1999年1月1日以后
出生、世界排名最高的王楚钦、孙颖莎
符合相应标准。因此具备亚运会团体
项目参赛资格的中国队运动员为樊振
东、马龙、梁靖崑、王楚钦、陈梦、孙颖

莎、王曼昱。
选拔办法还表示，如根据上述3

个条件入选的男女运动员不足5名，
则由国家队男女教练组集体研究讨
论，以2021年及2022年杭州亚运会
前参加国际和国内大赛成绩为基本依
据，以有利于完成杭州亚运会参赛任
务、有利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备战练
兵，着眼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梯队
建设，根据近期比赛成绩和积分排名，
提名国际大赛成绩突出、心理素质和
抗压能力强且体能测试达标者，进入
杭州亚运会团体项目建议名单。选拔
工作领导小组对杭州亚运会团体项目
建议名单进行综合评定，最终确认团
体项目参赛名单。

直接获得亚运会单打资格的为

WTT大满贯新加坡站获得男女单打
冠军的中国队运动员，以及以2022年
第14周期间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排
名为标准，单打排名最高的男女各1
名中国队运动员，如与WTT大满贯
新加坡站人选相同，则顺延为单打排
名第2的中国队运动员。据此确定获
得单打资格的国乒队员为樊振东、马
龙、陈梦、孙颖莎。

双打方面，选拔办法规定，根据
已经确认的团体、单打参赛名单，结
合相关运动员技战术特点、专长并综
合考虑体能情况，由教练组提名双打
配对建议名单。选拔工作领导小组
对杭州亚运会团体项目建议名单进
行综合评定，最终确认双打项目参赛
名单。

国乒亚运阵容初步显现

新华社韩国顺天 4 月 5 日电
2022年世界羽联巡回赛韩国公开赛5
日开赛，中国选手韩悦和男单头号种
子、夺冠热门、印尼名将金廷分别在首
轮女单和男单比赛中被淘汰。

女单首轮比赛中，韩悦在与印度
选手班索德的较量中以22∶20领先一
局，随后以20∶22、10∶21失利，未能
晋级。当日最大冷门来自金廷，他在
对阵法国选手卢卡斯·克拉尔布特中
败阵，两局比分是16∶21、13∶21。

女单头号种子、东京奥运会冠军
陈雨菲以21∶12、21∶14直落两局击
败泰国选手猜万。4号种子泰国选手
拉差诺·因达农以21∶14、21∶13战胜
韩国选手全珠伊。6号种子选手、泰
国人李美妙以21∶10、21∶8轻取捷克
选手特里萨·斯瓦比科娃。

中国男单选手翁泓阳首轮以
21∶12、21∶16 击败韩国选手许侊
熙。6号种子选手，印度男单拉克什
亚·森以14∶21、21∶16、21∶18击败韩

国选手崔智勋。
男双第一轮比赛中，4号种子印

尼组合阿尔弗兰/阿利安托对阵韩国
组合罗光珉/卢镇成，最后以21∶16、
21∶12胜出。6号种子马来西亚王耀
新/张御宇以21∶14、21∶12战胜印度
组合博卡/雷迪。

混双首轮比赛中，韩国队组合姜
敏赫/白荷娜以22∶20、23∶21淘汰加
拿大组合泰·亚历山大·林德曼/吴宛
菱。

羽毛球韩国公开赛：

男单头号种子出局

新 华 社 马 德 里 4 月 4 日 电
2021-2022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
赛第30轮4日结束最后一场较量，西
班牙人客场0∶1不敌皇家社会，武磊
未获得出场时间。

效力西班牙人的武磊本轮继续

枯坐替补席。第31分钟，皇家社会在
对方门前制造威胁，但席尔瓦的近距
离射门被西班牙人门将奥耶尔挡出。
第51分钟，索罗斯为皇家社会打入一
球，但经视频裁判判定，此进球因犯规
在先而被取消。

补时阶段，卡莱罗禁区内撞倒梅
里诺，裁判判罚点球，伊萨克主罚命
中，为皇家社会绝杀对手、主场拿到三
分。目前皇家社会积51分排名西甲
第六位，西班牙人则以36分排在第十
二位。

西甲

西班牙人客场遭皇家社会点球绝杀

新华社里斯本4月4日电 葡
超领头羊波尔图队4日晚坐镇巨龙
球场3∶0击败圣克拉拉队，在28轮
联赛过后以24胜4平的不败战绩
继续占据积分榜头名。

5名葡萄牙国脚首发的波尔图
队在开场后连续威胁对方大门，埃
瓦尼尔松的远射和小佩佩的单刀
低射均被对方门将扑出。第38分
钟，波尔图前场开出战术任意球，
维埃拉大禁区前左脚劲射打入球
门右下死角。第41分钟，波尔图前
场断球，小佩佩射门击中门柱弹出，
维埃拉跟进补射再下一城，帮助球
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

易边再战，第84分钟，波尔图
替补前锋加莱罗小角度射门被扑，
萨努西跟进补射得分，攻破老东家
大门。最终波尔图队在主场轻松拿
下3分，继续保持着对葡萄牙体育
队6分的优势。

葡超

波尔图轻取
圣克拉拉6分领跑

4月4日，
AC 米兰队球
员伊布拉希莫
维奇（右）与博
洛尼亚队球员
梅德尔在比赛
中争顶。

当日，在
2021- 2022 赛
季意大利足球
甲 级 联 赛 第
31 轮比赛中，
AC 米兰队主
场以 0∶0 战平
博洛尼亚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