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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生的拐点，就是人生之路上
的转折点。智者道：人生不是赢在起
点，也不是赢在终点，而是赢在拐点。
此言极是。

我的一个人生拐点出现在复旦大
学学习结束之后。复旦大学的深造，
是我学习生涯中的一个制高点，对我
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的提升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毕业前夕，班上制作
了精美的毕业纪念册，上面写着我们
的临别赠言：

——我们相逢在复旦，已不是早春
的年华。昨天的迷惘与今天的微笑，融
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知道，
空谈蹉跎的岁月，只会加倍地失去。我
们选择了渴求，选择了生命的升华与拼
搏。当我们在学海上拍翅高飞，属于我
们的，只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这一程程充满艰辛而欢乐的
跋涉，终于凝固成一圈圈智慧的年轮。
我们像茂龄的蚕，贪婪地咀嚼知识的嫩
叶，也细细品味着，那生活叶片上阳光
的温暖。

——在一次次扬弃自我中，我们的
知识得到了“加冕”。我们仍需不懈地
奋击，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事业的
延续与进拓。

怀揣着蓝色的毕业证书和真挚的
临别赠言，我离开了复旦大学，回到原
单位——宜兴报社。报社领导对我更
为器重，我也信心满满，立志把新闻事

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将在大学里学
到的新闻知识和形成的新闻观念运用
到新闻实践之中，努力当一名出色的新
闻工作者。

然而，人生的轨迹，是由无数个点
一个接着一个连接起来，串成一条曲折
的线条。我到报社上班没几天，县委组
织部领导就找我谈话，决定调我到团县
委担任副书记。

这是一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事情！

我回到报社立即向许周溥社长汇
报，他笑着对我说：“剑华，这事我知道
了。你还年轻，这样你会有更好的发展
前途。”接着，他详细地告诉我事情的原
委——

我在复旦时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
文章投给全国的报刊，其中有一篇叫
《改革与出格》。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
期，思想上还有很大的束缚，我便用写
字作比喻：起初练字时是要写在格子里
的，但写熟了、写久了，就不能老是按照
格子来写，总是要出格的。由此生发开
来，说明改革是可以也是需要“出格”
的，否则就无法创新与突破。

我把写好的稿子寄给了《新华日
报》。没想到在大约半个月之后，我这
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头版“新华时评”
栏目中以署名文章的形式全文刊出，
还加了边框，十分醒目。时任宜兴县
委宣传部部长宗菊如在报纸上看到了
这篇文章，便打电话询问许周溥社长：

“《新华日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章剑
华，是不是就是你们报社的那个章剑
华？”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宗便向县委
作了推荐。

我从复旦一回来，县委组织部就来
向许社长提出，调我到县委办公室当秘
书。许社长没有同意，他说：“县委缺秘
书，报社缺记者。他刚从复旦大学新闻
系学习回来，更适合当记者。”许社长说
得在理，组织部不好硬调，但后来又想
了个办法，把我提拔使用。这下，许社
长不好再拦了，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年轻
人的发展前途。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人自身
的努力十分重要，但也需要伯乐相识、
贵人相助。在我成长过程中，许社长就
是我的伯乐、我的贵人。是他发现了
我，把我从农村基层调到了宜兴报社工

作；是他培养了我，把我送到复旦大学
学习深造，并获得了新闻学专业毕业证
书；是他重用了我，把我放在重要的编
辑记者岗位上，使我有了发挥才能的机
会与平台。尤为让我感动的是，当我遇
到新的发展机会时，他为我的前途着
想，忍痛割爱，非但没有为难我、阻拦
我，反而鼓励我说：“剑华，你去吧，去了
就好好干，干出成绩和水平来，毕竟你
是从报社走出去的。”这句极为朴实的
话语，令我终身难忘，永远铭记在心，时
刻激励着我。

就这样，我刚回报社工作不久，就
被调到团县委工作，走上了领导的岗
位，不再只是见证、更是介入了时代的
发展历程。这无疑成为我人生路上的
一个重要拐点。

人生的拐点，意味着人生的新选
择、新命运。这拐点，有时是自己的
决定，有时是命运的安排，有时是组
织的帮助，有时也是出于无奈；这拐
点，会让人豁然开朗、精神焕发，也会
使人不知所措。但无论出于何种情
况，都必须认真对待，充分认识它所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切实把握好人生
的重要拐点，耐心地做好自己，积蓄
足够的力量，进而在命运的转折来临
之际，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完成人
生的一次华丽转身、一次破茧成蝶，
使自己朝着积极而正确的人生轨迹
不断前行。

人 生 拐 点
□ 章剑华

这里是苏格拉底的雅典，这里也
是孔子的鲁国，这里是苏格拉底和柏
拉图等弟子们散步的橄榄树林，这里
也是孔子和颜回等学生们闲谈论道的
开花杏林。

9月16日傍晚，雅典古城，自古以
来被无数作家描写过的阿提卡的骄阳
还照耀在雅典娜神庙上，在雅典古典
时期的市场“阿果拉”（Agora）里，群贤
毕至，少长咸集，共同庆祝“中国希腊
文化和旅游年”的开幕。中国雕塑家
吴为山的《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
对话》在仪式上揭幕，只见海蓝色的丝
绸幕布在中希双方嘉宾的手中缓缓落
下，一对东西方老者的青铜形象瞬间被
照亮，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阳光，与青铜
相遇的那一刻，仿佛发出了清脆的铿锵
之声。

孔子和苏格拉底，这对属于“轴心
时代”的东西方先贤，此刻并排站立在
卫城脚下。距离此地不到十公里的爱
琴海的暖风，吹拂在青铜雕像温暖的衣
裾上。

青铜雕像是古希腊最常见也最显
功力的艺术形式，一件来自东方的青铜
作品落户希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对
话”和“神遇”。苏格拉底的雕塑肌理
中，有着逻辑的明晰和雄强，孔子谦和
内敛的面容，则体现了“忠恕之道”的宽
柔和阔大。雕塑家以特有的“写意”风
格，在向希腊——西方雕塑发源地进行
着特殊的致敬和对话。

从杜甫和舍甫琴科的对话，到齐白
石和达芬奇的对话，直至孔子与苏格拉
底的对话……在吴为山创作的一系列

“对话”雕塑中，东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不
言自明。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苏格拉
底和孔子的“神遇”，是辽远的道路的相
遇，是许多人物的相遇。在孔子和苏格
拉底的背后，是逶迤而来的一系列东西
方先哲，是相向而行、终将“神遇”的两
条道路。

中国和希腊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多
次会面中，都着重强调了东西方文化交
流对于世界未来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中
国和希腊——来自东方西方的两个文
明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构建和谐
共处、互鉴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
创作《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

的对话》的创意，来自吴为山与中国驻
希腊大使章启月的一次交谈。当时他
们谈到了习近平主席在希腊发表的
文章中引用的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
的一句话：“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
的两张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
理性的面孔。”他们在对话中聚焦于
如何使中希关系的巨大象征，落实于
具体艺术形象。不约而同地，他们的
谈话聚焦到了两个代表东西方文化深
厚积淀的哲学思想家的形象上：孔子
和苏格拉底。

孔子与苏格拉底所处的轴心时
代，被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是人类
的突破期，他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
代所产生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人类
每一次面临危机和新的飞跃，都要重
新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新
的火焰。”外交世家出身的章启月大
使，一路雕塑不同文明人物的艺术家
吴为山，便把习主席所引用的话语，铸
成了眼前这座青铜雕像的现实。

高耸卫城掩映下的古市场“阿果
拉”，是古希腊货物买卖和货币兑换
的集散地，也是各种观点的交流和
交锋之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

是在这里漫步市场，与人交谈，诘问
辨析，关怀城邦。正如苏格拉底“夫
子自道”：“我是雅典这匹老马身上
的一只牛虻，时常以叮咬的方式，提
醒和催促雅典这匹老马，免得它陷
于沉沦和昏睡。”这里也是西方政治
家在做出决策之前的民意汇聚之
地，是在对面的普尼克斯山（Pnyx）
的民主议会投票之前的论辩之地，
这样的核心地带，在数千年的历史
中一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雅
典的古市场，堪称城邦心脏跳动的
动力源泉，希腊人把孔子、苏格拉底
这样一对轴心时代的哲人邀请进古
市场的心脏地带，有着特殊的信任，
特殊的期盼。

吴为山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
说：“孔子一生都在奔走云游，他事实
上把中华文明传播到了整个世界。在
现实中，苏格拉底和孔子是无缘相见
的，孔子去世九年之后，苏格拉底才出
生。但是，人类的历史，在于以自己的
方式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是当今处
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从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角度来看，在希腊
雅典重新阐释‘对话’，有着超越时间和
空间的巨大意义。”

这是因为，中国是最为古老的东

方文明发源地，希腊是最为古老的西
方文明发源地。作为古老的陆地丝绸
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希腊
地处欧、亚、非大陆的环拱怀抱，是多
种文明、各种文化思想的交汇之地，犹
太教、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
古希腊的多神教等都在这块土地上相
互碰撞，形成了一个天然巨大的“文化
参照系”。因此，希腊，是向世界介绍
和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国际舞台，来
自中国的声音在这里将被欧洲文化背
景突出放大，从而达到“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把同样一句话说给欧洲文明
的发源地——希腊，就等于把这样一
句话直接说向西方文明的“耳根”和“心
脏”。

20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舍
斯托夫在他的作品《雅典与耶路撒
冷》中表示，希腊的雅典智慧和希伯
来的耶路撒冷智慧，构成了世界的整
体图景。但实际上，世界图景中还应
该有一个东方的天空，在舍斯托夫的

“雅典道路”“耶路撒冷道路”之外，还
有另一条道路的存在。如果没有这
个东方的天空，世界的图景就不能说
是“完整”。

其实，东西方文明之间本没有严苛
的分野。2013年世界哲学大会于雅典
召开之时，终生在西方阐扬东方儒学的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到卫城脚下，在
苏格拉底度过最后时光的石窟前面，他
静静地端坐了许多时辰。杜维明说：

“所有的这一切，虽然是第一次，
但是很熟悉。”

我们不禁畅想，《神遇——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雕
塑，又会在文化磁场中产生
怎样的“感生电流”？

您好，孔子！您好，苏
格拉底！人类又一次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人类又一次
来到了新的转折点，人类又
一次需要重新回到轴心时代
的智慧中澡雪精神，汲取能
量。愿您们的“神遇”和“对话”，能
开启人类文明史的新篇章。让我们
接续他们的“交谈”，构建新的对话，
创造新的神遇。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
□ 杨少波

八年前，大洋彼岸的一场聚会上，
一位青年记者递来名片，告诉我他祖籍
淮安。

“您去过淮安？”我试探着询问。
“抱歉！没去过。只是听出了您的

口音，我曾祖父是淮安人。”
“请问老人家是哪一位？”
“周作民。”
“哎呀！大名鼎鼎的银行家，民国

金融巨子，淮安的骄傲！”
两双手紧紧相握。
这位小伙是美国《世界日报》记者

周喆，他在邻桌听到我标准的“淮普”，
便过来和我打招呼。一见如故，此后我
们成了好友。我邀请他夫妇回乡，品家
乡美食，访河下古镇，瞻仰他祖辈读书
的地方——谈氏东文学堂。他则隔三
差五地把淮安历史、文化、美食的信息
发布在《世界日报》上。

人的听觉，会因环境的变化，产生
莫名的疲劳或兴奋。譬如对乡音，久在
家门口没感觉，远走他乡或是重归故
里，就能为一声问候、一句俚语、一段歌
吟而泪眼婆娑。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一批留美学者
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受到周恩来总
理接见。总理与科学家们一一握手交
谈，在与陈鉴远对话的瞬间，总理浓眉
一扬：“听口音，你是淮安人？”

陈鉴远眼眶湿润：“是的总理，我是
淮安人哪！”

“我们还是淮安老乡啊！”总理的乡
音加重，温暖的手握得更紧。

陈鉴远出生的曹甸乡原属淮
安县，建国初就划归扬州市了，
然而这位曾荣登天安门城楼
观礼的“两弹”元勋、化工大
师，一生铭记着与总理的
同乡情，一生珍视淮安
籍。1995年先生病世，生
平介绍里，依然写着“江
苏淮安人”。

乡土作家司马中原，少
小离淮，长居台湾，但他无

论是为了生计讲“鬼故事”，还
是为了志趣写散文，背景离不

开江淮平原，那镇上的酒坊、行走
的人物、苍凉的故事，总是伴着浓重淮
腔娓娓道来。作家直到耄耋之年，都记
得童年时在柳树下抓捕的幼蝉叫“吉溜

狗子”，话多不肯离席的乡亲是“烂板凳
（淮阴话读de，轻声）”，酒肆茶楼的落魄
说书人为“二迷糊”……

乡音是地域的名片。一方水土，滋
养一方声韵，收藏一方历史，历千年不
变，行万里不改。流行于淮河下游淮、
扬、盐、阜一带的淮剧，起源于民间的田
歌、号子、香火戏，讲述的是淮河儿女千
百年的爱恨情仇，吟唱的是淮河两岸百姓
人家的苦难悲屈。那天高地阔的淮腔淮
调，或哀婉、寒凉、苦痛，或粗犷、高亢、激
越，织成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生命咏叹。

儿时听大人讲故事、吟歌谣，特别
有意思。老外婆喜欢念叨一则歌谣般的
谜语：摇摇摆摆大姑娘，穿红挂绿二姑
娘，勒暴眼儿三姑娘，泥头滑脑四姑娘。
谜底至为通俗，依次为荷叶、荷花、莲蓬、
莲藕。出门在外的人，咂摸这悠悠的歌
谣，就仿佛呼吸了淮河两岸的泥土芬芳，
仿佛看到了熟悉村庄的袅袅炊烟。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是一方土
地与子民签订的生死契约。生为大地
之子，为了生计，为了抱负，为了情义，
可以远游四海，可以南船北马东征西
伐，但总有一天要叶落归根。哪怕不是
衣锦还乡，也要魂归乡土，不是“魂随南
翥鸟”，就是“泪尽北枝花”。

楚汉相争，项羽和韩信在广袤战场
厮杀争斗，互为劲敌。韩信倾其智布十
面埋伏，项羽奋其勇铁骑突出。韩信完
胜，成一代兵仙；项羽兵败，自刎乌江。
鲜有人想到，当年，韩信铁桶般的埋伏，
其实并没有困住项羽和他的江东子弟，
是那神差鬼使的四面楚歌，击穿了霸王
将士的心。而战无不胜的韩信，在汉家
天下，先由齐王迁楚王，再由楚王降淮
阴侯，处境每况愈下。不惟如此，高祖
还把韩侯府第建在长安，把一代战神孤
悬在眼皮底下。试想将军心何能平、情
何以堪！自受漂母一饭，忍辱胯下，韩
信砥砺精神，仗剑从军，离楚归汉，追求
的是治国平天下，渴望的是衣锦还乡，
忘不了的是漂母粥、乡土音、故人情。
于是他“称病不朝”“日夜虑望”“居常怏
怏”，最终被吕后设计，身死长乐宫。其
实，哀莫大于心死，羁居京城的数年，韩
信身犹在、心已枯。

归去来兮！人生如逆旅，终有一
日，我们将魂归故里，完成与故乡的
契约。

与故乡的契约
□ 周 翔

吴为山《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青铜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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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万鑫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等2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资产
包债权总额为62,842.48万元,本金为31,847.43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
人主要分布在徐州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1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个工作日，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耿君,陶洪胜，联
系电话：025-52680921和 025-526800834，电子邮件：gengjun@cinda.
com.cn和taohongshe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
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电子邮件：
huangfei@cinda.com.cn；纪检举报电话：025- 52680821，电子邮件 ：
zhufeng6@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群众》（思想理论版）每月5日出版，《群众》（决策资讯版）
每月20日出版，代号28-18，定价7.5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
均可订阅。本刊地址：南京市建邺路168号 4号楼 邮编：
210004 网站：www.qun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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