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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丰丰

国庆节后的那天，我在朋友圈宣
布，未来两个月不再出去吃晚饭，不再
喝酒。这条“朋友圈”并没有引起太大
的抗议，其实朋友们和我一样，也早已
疲惫不堪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群里，
10个人有 6个宣布戒酒、减肥了。

我的做法是，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以上，同时保持不吃晚饭。几年以前，
我就用这个办法成功瘦身，如今也自
信能够照方抓药，再一次取得成功。这
当然是一种苦刑，是用一种极端的方
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但是想一想那
些跑马拉松的，每天要坚持跑上十几
公里，我受这个苦也就算不了什么。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习惯
都很不健康。上午在咖啡馆喝一杯拿
铁，晚上则是各种啤酒。有一个月，我
几乎每天晚上在家楼下的酒吧度过。
“新生活”首先要做的就是戒掉咖啡和
酒。第一天倒没什么，到了第二天就不
妙了，浑身无力，像患上了感冒。我赶
紧拿温度计量体温，一切正常，便明白
这是身体出现的应急反应。

为了凑够每天一万多步，往常吃
肉喝酒的傍晚，现在变成了在街头徒
步。饥饿如期而至，沿街的小餐馆里飘
出各种菜的香味。在一家馆子的门口，
我甚至嗅出了几道菜的味道：蒜薹肉
丝，火爆腰花……这是很大的折磨，双
脚也开始不听使唤起来，步履变得沉
重。但是，这种饥饿的感觉又让我感到
欣喜，因为我能够确信，自己的行动正

在产生价值。
坚持 10天之后，体重下降明显，

更重要的是，确实从这种状态中感受
到了乐趣。有时候晚上十点半以后，我
还在街头漫步。微信里的步数，在十点
半会有一个排名。接下来的走步数，最
初还会显示在手机上，但是到了零点，
这一个时间段的步数就清零了。这个
发现让我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夜深
人静，我的行动就这样消失不见，无法
留下证据吗？

不过这种节奏让我注意到晚上在
城市的街头发生的事情。有一天晚上，
我看到一个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哭泣，
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到了明天，她
这段伤心的奔跑会像我微信中的步数
一样消失吗？我在马路边看到一个男
子弯腰呕吐，两个朋友扶着他。这让我
想起一个人租房子住的那段时光，从
来不敢喝太多酒，怕一个人寂寞死在
出租房而无人知晓。

更多的徒步，给我一种新的打量
城市的视角。我开始东张西望，发现这
个城市的细部和内部。有时候心情沉
重，有时候又感动想哭。在深夜的街
头，我看到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子站在
街角，一两分钟后她的男友骑着电瓶
车过来。女孩上车，把头深深地埋在男
友的背上。车水马龙，豪车呼啸而过，
但是也有平凡甚至贫穷的人，在为自
己的幸福打拼。

像我这样突然过起“苦日子”的朋
友还有不少，有朋友戏称它为“新生活
运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提

倡过“新生活运动”，想塑造更现代的
“国民”来对抗日本的侵略。那时的
“新生活运动”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我
们的“新生活”则是个体的甚至是私
密的，我们想通过锻造新的身体，来
找回某种已经失去的青春状态。

是的，这说明我们不再年轻了。
乐于此道的几位朋友，都和我年龄相
仿。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似乎感受
到一种疲惫。人到了 40岁，就像人生
突然“断片”了，稀奇古怪的想法特别
多。辞职创业的，离家出走的，爱上钓
鱼的，到艰苦的地方去徒步的……在
生理上，大家似乎突然意识到衰老的
来临。孔子说，“四十不惑”，但这确实
是一个希望和困惑并存的年龄，而困
惑看上去还要更占优势一些。
那些喜欢长跑的朋友感受会更

深。在漫长的跑步中，他们感受到清
晰的、可以承受的疼痛，他们为这种
疼痛感到高兴。他们不与别人赛跑，
而是以和自己对抗为乐，“比上一次
跑得好”，他们不再在乎别人的眼
光，更看重“自我激励”。这是何等的
孤独啊，但是在孤独中又似乎在生
发出希望。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觉醒。青春
是真正不在了，但是谁都曾经拥有
过，青春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不过
是追求潮流。如今退回自己的世界，
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堡
垒，似乎满满看到一个新的自我出
现的曙光。这个“新我”，因为辛苦才
能得到，也就注定更加真实。

韩韩浩浩月月

进入冬天，北方的暖气要来没来之时，最
难将息。书房里寒气颇重，只好抽出电暖气片，
狠狠心烧上五块钱的，让手脚先暖和起来。
小时候没电暖气片这么方便的取暖设

备，更没进过城里暖气把房间烧得像春天
的房子，冷的时候就往奶奶烙煎饼的“锅
屋”里跑，奶奶把干草全塞进鏊子底下，几
乎没有火苗露出来供热，所谓的暖，多是让
人掉泪的烟雾带来的错觉。

上中学时有段时间学生轮班看守教
室，因为总有人夜里进来偷桌椅板凳，几个
孩子到半夜实在冻得够呛，就把教室里最
破的课桌拆了，点起了篝火，第二天被班主
任痛斥一顿，说“家贼难防”。

在住进有暖气的房子之前，最幸福的记
忆，一是来自于暖脚瓶，睡前奶奶把废旧的
玻璃盐水瓶灌进开水扔到我的被窝里，钻进
去之后把瓶子踢到脚边，时不时用脚心触碰
一下瓶子的热烫程度，从脚暖到头顶。

另外便是电热毯了。一张廉价的电热
毯不过二三十块钱，但通上电之后，整张床
都变得暖洋洋的，像是躺在夏天正午被阳
光晒过的水泥地上。不过电热毯有一点不
好，就是一夜下来烤得人发干，起床后得猛
灌一肚子温开水。

夏天的热，有许多解决办法，冬天的冷
让人无处可躲。实在冷的时候，忍不住为古
人担忧，现在全球气温升高，极寒天气很少
见了，古人在古代怎么取暖？每每想到杜甫
的句子“路有冻死骨”，都忍不住打哆嗦。

看《甄嬛传》《如懿传》等电视剧时，发现
富贵如皇宫，在解决取暖方面，也只能用脚

炉、手捧炉，还给供应的炭分了等级，只有位
置足够高，才能使用最高等级的“红罗炭”。电
视剧除了在嫔妃们争炭方面大费笔墨刻画
外，并没有对其他取暖方式进行介绍。

比如最古老的取暖方法叫“火塘”，这
个方法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了，一群古
人在屋子最当中点起一堆木头，形成的火
红的炭灰就叫“火塘”，可以烤火，也可以烤
各种食物。我上初中时在教室里烧的课桌，
也算是对新石器时期取暖方式的一种“继
承”。

公元前的宋国，有人在“火塘”的基础上
进了一步，把“火塘”变成了“烤地”，先把火
在地面上烧起来，烧热之后迅速打扫干净，
人赤脚走在上面也不怕冷，据《左传》记载，
宋国国君宋平公去世后，他那怕冷的儿子
宋元公守灵，就有人拍马屁给烤了地，守完
灵之后宋元公立刻给“烤地”的人升了官。

秦朝时，人们发明了壁炉，咸阳宫旁边
的洗浴池就有壁炉设施，这样一来，古人冬
天的洗澡问题便解决了。
到了汉代，出现了名为温室殿的宫殿，

史料记载长乐宫与未央宫就是温室殿，通
俗一点讲，温室殿就是把墙做成空心墙，用
炉膛烧火，烟雾经过空心墙循环后由烟囱
排出，形象地看，就是一个加大号的“憋气
炉子”，也和现代城市供暖系统异曲同工。

还有一种防寒房叫“椒房”，据《汉宫
仪》记载，“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
除恶气也”，花椒除怪气味是可以的，但究
竟有没有除寒效果，这值得怀疑，“椒房”暖
和，估计更多是因为房间内壁挂满了进贡
来的西域毛毯，并且还烧起了火屏风。

要说在取暖方面有什么花边新闻，唐代

贵族的事可以拿来说一说，唐玄宗的弟弟
李范发明了一种取暖方法，就是把手放在
妙龄女郎的怀里进行取暖，杨贵妃的哥哥
杨国忠更过分，每逢冬天出行，总要从嫔
妾里面挑选身形肥大者，替他在前面挡
风，堪称“移动人肉取暖墙”。用现代眼光
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鄙视！

在漫长的古代，取暖方式也就那么
简单几种，就算到了明清时代，也只发展
到了用名贵貂皮、狐皮制作豪华衣装以
弥补供暖不足。在那时候给夫人送个貂，
比现在给老婆买个貂，显得更有诚意。

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上个世
纪五十年代末，蜂窝煤炉盛行全国，每到
囤大白菜的季节，也是囤蜂窝煤的时候。
蜂窝煤球可以自制，一只铁做的模具狠
狠地砸向糯湿的煤堆，排出来就是一个
蜂窝煤球。

蜂窝煤球我做过，讲究力度、技巧，
每拍出一个蜂窝煤球，就要把模具放在
水桶里湿润一下，润得不能太多也不能
太少，只有水分适当，制作出来的蜂窝煤
球外表才光鲜好看。据说当年岳父们在
女婿第一次上门时，就用做蜂窝煤来考
验他们，如果能把蜂窝煤都做得漂亮，说
明这人还行。

有几代人，是在蜂窝煤的呛人味道
里度过了童年，有人喜欢闻蜂窝煤的味
道，就是因为这个味道是伴随着他长大
的，与母亲做的棉袄、蒸的馒头一道，深
深地写进了记忆里。

人在冷的时候忍不住缩脖子，畏手
畏脚，暖和起来身体便舒展开了。当然大
家都喜欢舒展地活着。

打造“新我” 取暖史

关关山山远远

初夏时分，正是牡丹花开最盛时，白
袍将军陈庆之进入了洛阳城。如果能够
还原当时的场景，驱马进城这一刻，饶是
陈庆之如此冷静之人，仍然会百感交集：
洛阳！洛阳！

此刻，距离西晋首都洛阳被匈奴攻
破、北方士民“永嘉南渡”，已过去了 200
多年；距离汉人政权最后一次短暂控制
洛阳、而后在鲜卑人铁蹄之下失去这座
著名城市，也超过了 100年。陈庆之不知
道，失去汉人统治这么多年，洛阳已经变
成了什么模样。他以为，这座名城，在游
牧民族蹂躏之下，应该早已荒芜。

但是，他看到了与自己想象中完全
不一样的洛阳。半年后，他渡过长江回到
南方，对着急打听中原近况的人们，说了
这样一番话：“自晋宋以来，视洛阳为荒
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皆夷狄。昨至洛
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
人殷物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他确实
被震撼到了：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治下
的洛阳，其保存的汉魏衣冠，礼仪典章，竟
然胜过了一向自诩为华夏正朔的南方！

每逢谈及中华民族屡屡浴火重生、
中华文明历经 5000年磨难而绵延不绝，
总会想起陈庆之进入洛阳城的震撼———
这是公元 529年 5月，正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乱世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政权
更迭，山河破碎，这片土地曾经浸泡着无
数血泪，却又将在时间不远处，迎来一个
赫赫大唐。

这段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何以生
生不息的秘密。

一

看到跪在面前的儿子元恂，元宏暴
怒了。

元宏这一年 29岁，他的穿着打扮，完
全遵照已在这片土地消失了将近 300年
的汉朝的服饰：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头
发整整齐齐梳成髻，用巾帻包着，再戴冠
冕。但他的儿子，14岁的元恂(元宏是 15
岁当的爹，在古代并不奇怪)，却是另外一
副打扮：编发左衽。除了衣襟左掩外，还剃
了头发，把剩余的头发编成辫子。

看到儿子这般打扮，暴怒之下，元宏
亲自动手，给元恂来了一顿“竹笋炒肉”，
打累了，又叫人代替自己杖责，直把元恂
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关了起来。

不就是个发型和穿衣的分歧么？至
于吗？但，这不是父子两代人的审美差
异，而是关乎政治正确的关键问题。

就说“左衽”与“右衽”吧，古人上衣
多为交领斜襟，上衣襟往哪里掩，可真不
一般。中原汉族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
掩，称为右衽；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
左掩，是为左衽。简而言之，衣领子呈“y”
形，才是纯正的汉服。“左衽”与“右衽”，可
不能搞混。在古代，“左衽”甚至一度被视
为国家被异族灭亡、华夏文明沦落的标
志。南宋诗人陆游在《哀北》一诗中就这
么写道：“哀哉六十年，左衽沦胡尘。”说
的是中原沦落金人之手已经六十年了。

元宏之前也是左衽，他之前还用另
外一个名字，叫拓跋宏，对，他就是著名
的北魏孝文帝。

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起来
的，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
起的游牧民族，也是魏晋南北朝对中国
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西晋灭亡、东晋在
南方建立后，大分裂大动荡的乱世开始，
真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南方，
政权先后是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
陈；在北方，就更乱了，先是以匈奴、羯、

鲜卑、羌及氐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五胡
十六国”：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北凉、
西凉、后凉、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
燕、夏、前秦、西秦、后秦，接着被北魏统
一，可见北魏当时不是一般的牛。北魏后
来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又分
别继承东魏、西魏版图，最后北周把北齐
干掉，隋朝又替代北周，而后灭掉南朝，
实现统一，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三百年之
久的大分裂才宣告结束。

拓跋宏开创了北魏黄金时代，他把
首都从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洛
阳，颁布了一系列汉化政策：禁止穿鲜卑
服装，一律改着汉服；禁止说鲜卑话，以
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凡迁到洛阳的鲜
卑人，一律以洛阳为籍贯，死后葬在洛
阳，不准归葬平城；改鲜卑姓氏为汉姓，
皇室率先垂范，把拓跋氏改为元氏，他的
名字，也从拓跋宏改成了“元宏”。

但是太子元恂，却站出反对父亲。史
载，元恂是个肥壮少年，最怕洛阳的炎热
天气，老是想回平城去。十四五岁，正处
于逆反期，跟大人顶着干，元恂不愿说汉
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
仍旧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太子
侍从官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不
听，反而很烦，终于找着皇帝离开洛阳出
巡的机会，他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
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跑路前，他
亲手杀死了高道悦。

元宏得知消息，飞速赶回洛阳，把元
恂打一顿后，废黜了他的太子之位；翌年
再度出巡时，听说囚禁中的元恂又与左
右谋反，遂赐毒酒，逼令他自尽了。

处死儿子时，想必父亲的心很悲凉，
但这就是改革的代价。这也是对鲜卑贵
族们的震慑：我的儿子反对改革，这就是
下场，你们，闭嘴！

果然。

二

元宏，这个伟大的改革者，只活了
33 岁。即使在人均寿命普遍较低的古
代，这个年龄逝去，也是令人喟叹的。假
如他能活更长时间，大一统的时代或许
会早点到来，那根耀眼的历史接力棒，不
会交到李渊李世民父子手中。

只能说，元宏英年早逝，是因为太累
了。他这么年轻，却要承担如此巨大的政
治改革、军事征伐和诸如太子掣肘等等
来自鲜卑贵族内部的压力。

后人在对他致敬的同时，也有诸多
不解：这么一个年轻人，何来这般非凡动
力，亲自操盘和推进这种开天辟地式的、
也因此注定阻力重重的改革顶层设计？

史载，元宏还是少年拓跋宏时，“精
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他
自然是熟悉并亲近儒家道统的，这一点
对他执掌皇权后致力推进改革非常重
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只
能从当时历史现实去寻找。他决定迁都
洛阳时，任城王拓跋澄跳出来反对，他做
拓跋澄思想工作时，说出了自己改革的
初衷：平城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

对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统治
者来说，“用武”已经完全无法有效治理
国家了，必须“文治”。

南北朝所在的公元 3到 5世纪，正
值历史上的小冰河期，北方游牧民族纷
纷南下，与汉人发生史上罕见的剧烈冲
突。拓跋宏登基时，在“五胡乱华”的尸山

血海中崛起的北魏，建国已逾百年，但民
族矛盾尤其是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仍然
异常尖锐。鲜卑贵族残酷对待汉人，史
载，北魏军队打仗时，“每以骑战，驱夏人
为肉篱。以骑蹙步，夏人未战先死。”汉人
充当了消耗敌人的肉盾，向前走，被杀
死，往后退，被鲜卑骑兵踩死，命如草芥，
异常悲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鲜卑压
迫愈狠，汉人反抗愈烈。拓跋宏当了皇帝
后，帝国内汉人纷纷起义，狼烟四起。他
深知：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不调和，国
家哪有明天？

他决意改革，也有自己锥心之痛：当
汉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时，鲜卑族还处
于奴隶制。他被立为太子后，根据鲜卑
“子贵母死”制度，生母即被赐死……母
亲死时，他年仅 3岁，是个严重缺乏母爱
的孩子。

伟大的改革家，无不对旧制度有切
肤之痛。

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论及魏晋南
北朝长达三、四百年的民族融合时说过：
“在这个时期，很多民族共同向封建化进
步。五胡十六国变化，是北方少数民族接
受封建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个过程。”

拓跋宏改革的决心如此之大，鲜卑
与汉族融合得非常彻底。迁都洛阳后，他
抓住了两个关键：一是语言，二是通婚。

禁胡语、学汉语，并不容易，元宏倒
也灵活：30岁以上，实在改不过来，就不
强求。但 30 岁以下，尤其是少年，必须
学，“汉语从娃娃抓起”。另，想入朝做官
的，必须要会汉语。如此，不出几十年，鲜
卑就人人能说汉语了，完全融入汉文化
和中华文明。

通婚方面，元宏更是做出榜样：纳汉
族大士族的女儿入后宫。《资治通鉴》记
载：魏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
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
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他还给弟弟们
做媒，让他们也娶汉族大士族的女儿。

一时间，胡汉联姻，蔚然成风。鲜卑
与汉人，也就渐渐融为了一体，成了不可
分割的同胞。

元宏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改革，推
动了北魏全方面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
尤其是赢得了汉族士大夫群体的信任，
史称“孝文帝中兴”。在他病逝后 30年，
南朝陈庆之进入洛阳城，就目睹了中兴
之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元宏还有个改革的
“导师”，就是他的祖母冯太后，他的生母
被处死后，冯太后一手带大了他。冯太后
也是个奇女子，在孙子年幼时，她临朝专
政，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
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她推动了很多改革，比如，鲜卑原来
一直近亲结婚，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
同姓之娶”；又比如，她主持颁行了重要
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
大的变化。

祖母孙子间感情深厚，冯太后病逝

时，元宏大哭三日，他在诏书中说：“朕的
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
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
朕怎能不哀慕崩摧？”

从此，他要孤身奋战了。这一年，他
24 岁。在此后 9 年时间，他划亮了历史
的天空。

三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结尾，让人
有点伤感：慕容复疯了，侍女阿碧给一群
孩子发糖吃，哄他们跪拜慕容复这个“大
燕皇帝”。

慕容氏也是鲜卑大族，在南北朝时
期曾先后建立过前燕、西燕、后燕、南燕、
北燕。《天龙八部》的背景是北宋，此时距
离慕容氏最后一个政权北燕覆亡，已经
有 500多年了。慕容博、慕容复父子还如
此痴迷“复国”，也是够执着的。当然，这
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别说到了北宋，早
在唐朝，鲜卑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就已
经不存在了。

鲜卑族到哪里去了？
著名的民族史学家王桐龄在《中国

民族史》一书中考证：隋唐时期的汉民
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
新汉族。

比如，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出自拓跋
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长孙皇后是胡汉
混血，有一半汉族血统和一半鲜卑血统。
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初很有名的
宰相。

“长孙”这个姓，是由鲜卑姓“拔拔”
改过来的。当年，元宏下令改鲜卑复姓为
单音汉姓，除了“拓跋”改为“元”之外，改
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
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
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
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
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
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
相同。

时到今日，中国农村还有贴门神的
习惯，两尊威风凛凛的门神，一位是尉迟
敬德，一位是秦琼。尉迟敬德是鲜卑人，
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生戎马倥偬，征
战南北，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玄武门之
变时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官至右武侯大
将军，封鄂国公。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绝顶
高手叫“独孤求败”，独孤也是鲜卑姓氏。
在南北朝最后时期，有一个叫独孤信的
牛人，这是一个鲜卑族的美男子，相貌俊
美，又喜欢打扮，服饰的色彩和众人不
同，军中称他为“独孤郎”。他先后做过西
魏和北周的将领，骁勇善战，但让他在历
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的，是他的女儿们：

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宇文
毓，四女儿是唐朝的元贞皇后，也就是高
祖李渊的母亲，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
隋文帝杨坚。

一家伙培养了三个皇后，遗传的力量

真强大！因此，独孤信被称为“最牛丈人”。
隋唐时期，除了皇室外，胡汉血统混

合更大量地在于民间。隋唐时期的汉人
或号为“唐人”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
汉人血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胡汉血统混
合的民族共同体。

葛剑雄指出：经过东晋、十六国、南
北朝期间的迁徙、争斗和融合，到隋朝重
新统一时，定居于隋朝范围内的各族，基
本都已自认和被认为华夏(汉)一族，尽
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渊源或特征还
很明显，他们自己也不隐讳。

“血统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异
也不再成为障碍。”葛剑雄认为，幸运的
是，华夏对蛮夷的鉴别标准不是血统，而
是文化。早期的华夏诸族与以后的汉族，
并不是纯粹的血缘结合，更多是出于文
化认同。也就是说，随着历史发展，华夏
或汉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统标
准，而成了对地域或文化的承认，即凡是
定居在中国范围或者被扩大到中国范围
内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中国文
化的人，都属于中国。

唐朝有位叫陈黯的学者，他著有《华
心》一文，将“华夷”之分写得非常清晰：
“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
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
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
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
形夷而心华也。”

有人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鼎
盛时期，怎么唐朝皇帝有胡人血统？多糟
心啊。其实，有何可糟心的？唐朝皇室认
同自己是汉人，崇尚汉文化，唐朝的核心
文明体系完全是华夏文明体系。经历大
分裂之后的中国，再次进入大一统时，已
经面貌一新：由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共
同体构成的大唐社会，豪迈雄健，海纳百
川，将中华文明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这一切，元宏功不可没。所以，李世
民要举杯，遥向元宏致敬。

四

回望历史，有些篇章暗黑残酷，惨不
忍睹。但有些篇章，却像阳光顽强透过重
重铅云，瞬间由暗转明，就像翻过几乎洇
满鲜血的南北朝这一页，陡然扑面而来
阳刚豪迈的唐朝乐章。

这种感觉很好，宛如上一场是让你
两股战战的恐怖片，下一场是让你荷尔
蒙飞扬的青春片；上半夜你在暴雪中艰
难跋涉，下半夜敲开了有着熊熊火炉、能
让你喝完一杯热茶放松休息的旅店。
后人时常庆幸：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当事人做了理性选择，比如元朝初年，蒙
古贵族向大汗窝阔台进言，主张杀尽汉
人，将农耕地变为牧地。中原可能遭受灭
顶之灾，此刻，熟谙儒家经典的宰相耶律
楚材坚决反对，并向窝阔台许诺如果按
照汉法征税，就能够每年收入“银五十万
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高额的数字
吸引了窝阔台的心，他决定放手让耶律
楚材主持改革，华夏文明逃过一劫。

历史上，人类常常犯下同样的愚蠢
错误，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必然有其区
别于动物的思考、判断和智慧。

元宏，面对尖锐的胡汉矛盾，完全可
以做一个效仿前辈习惯性作为的拓跋
宏，通过残酷杀戮来削减汉族人口，通过
残酷杀戮来让汉人恐惧，让浸泡了无数
人鲜血的大地继续浸泡鲜血。但他做了

另外一个选择，完全不同的选择，一个
看似复杂困难然而充满智慧的选择。
为前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理性选择

而倍感庆幸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思考：
这是历史的侥幸，还是历史的必

然？
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当年四大文

明古国，为何唯独只有中国经历了五
千年的艰难险阻，还能够延续至今？今
天的我们，因此还能读着数千年前的
方块字，通过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论
语》来领悟孔子的智慧，听到不知与我
们相隔了多少代的古人吟唱的“窈窕
淑女”，我们依然会怦然心动？

这是历史的侥幸，还是历史的必
然？

冥冥之中，真有所谓“运数”吗？
这个话题，可以写出皇皇巨著。如果

简要回答，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不久前病逝的金庸先生曾在一次

关于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演讲中说过：
其一，中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

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
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

其二，西周开始，中国已有了一个
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例如嫡长子继
位的世袭制度，促进了内部稳定；

其三，金庸先生特地提到：“我们
对外族是很开放的。”

民族史学家王桐龄则认为，自春
秋时代即形成的儒家文化，即由儒学
所倡导的一套完整和系统的伦理道德
观点、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宇宙观、
世界观、人生观等，这一套与当时先进
的农耕经济相联系的文化体系，可能
是汉族在恶劣条件下保持文化传统以
及外族在武力上占优势时仍能接受汉
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

他同时还认为：汉族“内部经过许
多变乱，外部受过许多骚扰”，但最终
仍然造成了“庞大无伦之中国”，是汉
族之“善于蜕化”。

一言以蔽之：既守住根本，又开放
包容，创新求变。

集中国古人智慧的《周易》，就有
“通变致久”的辩证法则：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拓跋宏
向元宏的蜕变，也有赵武灵王的“胡服
骑射”。长达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长
补短、互相交往，形成了中华民族。近
代史开启后，中国意识到与世界的巨
大差距，又一轮波澜壮阔的“通变”开
始，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
争、朝鲜战争，中华民族没有亡国灭
种，而是再一次愈挫愈强，浴火重生。

五

陈庆之进洛阳的故事，见于《洛阳
伽蓝记》一书。这本书颇为有趣。陈庆之
返回南朝后感慨的那番话，是在他与北
朝士人“南北正朔”相争后。当时他趁着
醉意说，你们北朝是胡人，“正朔相承，
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北朝
大臣杨元慎毫不客气地反驳：你们偏居
一隅，也敢代表中国？《洛阳伽蓝记》写
道：陈庆之见杨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
发，一时“杜口流汗，含声不言”。受到强
烈刺激的白袍将军，数日后甚至病了，
“心上急痛”，在洛阳找医生。

南朝、北朝，到底谁能代表中国正
统？李世民做了回答：中国古代，各个
朝代都很重视官方修前朝历史，李世
民确定《北史》《南史》并修，承认了北
朝、南朝都具有正统性，都属于中国。

是的，中国，一直在这儿！

中国一直在这儿！

“ 长达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长补短、互相交往，形成

了中华民族。近代史开启后，中国意识到与世界的巨大

差距，又一轮波澜壮阔的“通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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