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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刍议

家有两个孙辈。老大是男孩，活泼

且淘气，总是用挑战性的目光，以“我再

也不跟你好了”的口头禅表达自己的不

满，每当用笑眯眯的诡异眼神朝你示好

时，那肯定是做了坏事，不是用蜡笔画

了你的书，就是打碎了什么东西；老二

是女孩，羞涩而温顺，想要礼物的时候

从不直说，会讲某某小朋友的糖果好

吃、某某小朋友的乐高太好玩了，偶尔

有直接表达时，会跑到你怀里以期待的

目光小声央求。看着两个小家伙截然

不同的眼神，时常感到特别好奇，为何

一母所生且同样环境下成长的俩孩子，

会在性格上存在那么大的反差？感慨

之余，总不免关注并思考眼神这一奇特

的心理现象。

所谓眼神，表面看无非指眼睛之神

色，而实质上，它却是人透过眼睛这一

心灵窗户传递出的复杂内心世界。生

物学研究表明，人类有95%的部分基本

相同，不同的部分除极少表现为外形

差异之外，大多归之于内在气质。而

恰恰就是这些由视野、素养、见识、秉

性、良知和格局等组成的个性化的灵

魂气质，成为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区

别。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独特的灵魂

气质，不仅体现在社会交往的语言和

行为上，而且还较为集中地呈现在人

际沟通的眼神里。眼神有时比语言和

行动来得更为含蓄、更为复杂、更为微

妙，甚至也更为真实。

古往今来，历史文献中有许多生动

记述眼神的文字，给人留下过经久难忘

的印象。比如，《诗经》中“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成为吟咏千古的盛赞娇柔美

女顾盼传情的绝妙佳句；《香奁集》中

“小雁斜侵眉柳去，媚霞横接眼波来”，

李宣古的“能歌姹女颜如玉，解引萧郎

眼似刀”，精彩刻画出有情男女眉来眼

去、柔情似水的精彩瞬间；《牡丹亭》中

“恁横波来回顾影，不信的眼儿睃”，和

玩花主人《装楼记》“笑他眯瞝目，枉有

睛，充子耳，不纳声”的记述，鲜活传导

着互不顺眼的人们之间的爱搭不理；

司马相如《大人赋》“视眩眠而无见兮，

听惝恍而无闻”，与《后汉书 · 阴兴传》

讲外戚“嫁女欲配王侯，娶妇眄睨公

主”的书写，让人领略到视而不见的不

屑与藐视；《文选》中“睮睮谄夫，谔谔

黄发”，表达了对佞谄媚眼的无情讽

喻；《南史 · 檀道济传》中“愤怒气盛，目

光如炬”，彰显着愤怒者满眼的凶光；

韩愈《南山诗》“时天晦大雪，泪目苦矇

瞀”，和陆游《剑南诗稿》“醉倒村路儿扶

归，瞠目不记问是谁”，清晰展现出路遇

大雪和酒醉后心境完全不同的两眼昏

花、四顾茫然的尴尬情景。这些以眼神

状物寄情的文字，虽寥寥数言，但因其

形象鲜明，愈显得格外传神。

最著名的段落还属《鸿门宴》。太史

公以几个不同眼神的精准描摹，生动形

象地再现了一场扭转历史轨迹的重大事

件。席间，“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

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于是，范

增直接令项庄以剑舞为名击杀刘邦。

张良一看大事不好，急召樊哙。“樊哙侧

其盾以撞，卫士仆地。”“披帷西向立，瞋

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

按剑而跽，先惊于壮士之猛，后为樊哙

慷慨陈词所动。这里，先后用“数目”、

“玉玦以示之者三”、“默然不应”、“瞋目

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等几个

眼神表情的生动描述，最终以“项王未

有以应”结束，将一个刀光剑影、杀机四

伏的紧张场面，巧妙转化为各路英雄豪

杰尽显身手的表演舞台。眼神表情，在

其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神奇作用。

事实上，人际间的眼神确乎能呈现

出某种意会胜于言传的微妙效应。因

为说出来固然直接，但所表达的意思未

必那么准确，而眼神却可以给人无限遐

想的丰富空间。记得上世纪90年代，

与主管意识形态领导聊起电影缺乏精

品的根源，我觉得症结在于功利。领导

不认可，追问之。回曰：编导演过于看

重名利，出品方急于在上级面前出成

绩，没有深入思考和生活沉淀，浮光掠

影的东西不可能直抵人心。所陈证据

之一，就是可以从许多享誉国际的电影

明星的眼神中读出沉静，而我们有些演

员的眼里却充满了欲望和焦灼。首长

不以为然，给了四个字的评语：故弄玄

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又见领导。握

手之际，首长似乎不经意地对我说，他

最近连续会见了阿兰 ·德龙、栗原小卷、

林青霞和秦汉等人，的确在他们眼神里

看到了平和与沉静。以肯定“你小子讲

的有点道理”，或算是对上次批评给了

一点找补。

还有一个例证是，新世纪之初，本

人曾带一个京剧团去国外演出。为了

更好增进交流效果，我尝试提出由剧团

领队以视频配现场解说的方式，在演出

前用七八分钟的时间，简单向观众介绍

中国京剧的由来、行当、扮相、唱腔和程

式等基本欣赏知识，未曾想互动十分热

烈，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在演出结束后

的酒会上，外国朋友争相找演员合影。

我好奇地询问场上一个特别活跃的洋

人，为何能准确找到卸装后的京剧演

员？他说，京剧演员的眼睛很特别，很

明亮。这个回答同样出我意外。后来，

我仔细观察、琢磨了一下，觉得很有道

理。戏曲演员夸张的扮饰和满脸油彩，

除了旦角，其他行当很难让观众捕捉到

脸上表情，眼神几乎成了他们在表演和

唱腔之外，对观众表情达意的最重要手

段。所以，眼神的训练是戏曲演员的基

础性功课。如同百步穿杨的射箭高手

养由基，教徒弟射术不教技巧，而是先

让其用针眼训练眼力一样，优秀演员必

须具备一双会说话的明亮眼睛。也诚

如凯文 ·奥克恩评价赫本时所说：“奥黛

丽有着天使般的特质，她并不想高人一

等；但她骨子里内在呈现出的神采、精

力与光芒，令人不敢逼视。”

当然，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

眼神训练，但本真的眼神，却是人们阅

历、修为、品性、气质和灵魂的自然流

露。不用伪饰，也无须装扮，一个忠诚

厚道的人，流露出来的眼神会是清澈

的，充满阳光和透明的洁净；一个心胸

坦荡的人，流露出来的眼神定是豁达

的，充满包容与活力；一个心地善良的

人，流露出来的眼神会是慈祥的，充满

温暖与爱意；一个学养高深的人，流露

出来的眼神肯定是深邃的，充满睿智和

洞察力……记得那个从事过心理医学

的作家毕淑敏说过：记住，你的眼睛会

出卖你！我想，这话十分在理。

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面

对着各式各样的生活和生存压力，无不

渴望周边相遇的都是些真诚、友善和关

爱的眼神与目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相互输送着激励、信心和共情的力量。

故而，我们真诚期望每个人都能心存善

念，以平和的目光、包容的心态，诚心敬

意地对待他人；期望每个人都充满爱

心，以善意的目光、无私的境界，善待世

间的一切，彼此接纳，相互成就，让世界

充满爱，给人类的未来留存一份美好的

念想与企盼。犹如蔡琴在那首优美的

歌曲《你的眼神》中所唱的那样：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
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
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
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同样一个“信”字，在中国传统文化

的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儒、

释、道思想背景下，对“信”的理解就不尽

相同。前几天偶然读到2022年6月1日

《文汇报 ·笔会》版一篇题为《释“信”》的

文章，文中把《庄子 ·盗跖篇》中多次提到

的“信”字通假，通讹做“佞”，读后有一种

需要商榷的感觉。

《庄子 ·盗跖篇》片段：子张问于满苟

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

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

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

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满苟得曰：

“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

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

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

为行，抱其天乎！”

“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句中的“信”，

容易使人产生歧义，无耻与多信并列一

起的用法，让人费解。于是在《释“信”》

一文中，作者就把“信”解释为“佞”，把原

文后半段解读为：“无耻的人富足，善于

奸巧谄媚的人显贵。占据名利最多的

人，几乎都在厚颜无耻与奸巧谄媚的人

中间。”这样的说法，貌似通顺，实则有违

原意。因为源流上，混淆了道家和儒家

在“信”上的分歧。

道家依托自然的“信”和儒家尊崇仁

德的“信”，原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道

家所言的“信”多指，“道”在世间呈现的

可感、可知的状态，偏向于“物质”性的存

在，是人之所以能够认识“道”的根据；儒

家所言的“信”多指领悟“德”后的君子，

自然怀有的品格，偏向于“精神”性的存

在，是“仁”所显示出的道德水准。郭象

的《庄子注》含内七，外十一，杂十五篇。

杂篇中的《庄子 ·盗跖篇》虽说几乎可以

肯定是后世的附会，但其本意还是在努

力模仿，体现庄子原来的思想，特别此篇

在“批孔”的原创态度上，更是有过之而

无不及。暂且不考虑文章的立意，这里

只从遣词造句的逻辑习惯上分析，原作

前半部叙述中，已经出现了“巧伪”、“妄

作”和“矫言伪行”这样的词汇，仿佛不应

在点题时，把同样的意思转而用一个让

人容易产生歧义的“信”字来代替，更何

况前文中一直有“不行不信，不信不任”

的贯通一致的用法，不会在总结时，突然

改变已出现多次“信”的字意，而用其通

假为“佞”的含义。

一般提到“信”，自然是褒义的，但儒

家理解的褒义，在道家思想中却常常是

贬义。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

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

臣”。“仁义”、“智慧”、“孝慈”和“忠

臣”，原来被儒家思想褒扬的价值，在这

里却有着不同含义，因为道家看来，它

们既是大道废后的现象，同时又是导致

大道废的人为原因。《道德经》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

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言数穷，不

如守中”，这里集中对儒家最为倚重的概

念——“仁”进行了批驳。《庄子 ·盗跖篇》

中的“信”同样是贬义的用法，因为来源

是伪善，前提是无耻，如此的“信”，早已

沾有了“取信”的功利目的，它并不是道

家崇尚以自然为尺度的“信”。这段文字

的大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子张问满苟

得，“哪有不作为的缘由呢？不做就得不

到信任，没有信任就得不到任用，得不到

任用就得不到利益，所以在乎名，重视

利，其实才是所谓‘义’的真相。倘若抛

开名利，回到自己本心上看，那么士大夫

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一天不是虚伪啊！”

满苟得说：“没有廉耻的人富有，违心取

得信任的人显达，最能获取名利的人，都

在做无耻而且违心的事。所以在乎名，

重视利，就是所谓‘诚信’的真相。倘若

抛开名利，回到自己本心上看，那么士大

夫的所作所为，哪里是在顺应天道啊！”

儒家的“信”，以仁为体，以信为用，

并合着仁、义、礼、智等概念，一同构成

“德”的范畴。在“礼”的范式下，以作君

子为目的，赋予天下价值体系；道家的

“信”，是以德为体，以信为用，并合着一、

气、无等概念，一同作为“道”的范畴。在

“真”的范式下，以作真人为目的，赋予万

物平等的属性；佛教的“信”，是以空为

体，同样也以信为用，并合着缘、性、法等

概念，一同作为“觉”的范畴，在“悟”的范

式下，以求正信为目的，赋予宇宙以精神

的世界。儒家使命意义上的“信”，与道

家生命意义上的“信”不同，同时也与佛

家性命意义上的“信”不同，正是由于不

同而产生的对立，同时又构成了它们之

间相互的补充和制约，形成中国文化三

位一体的格局。这个“体”以儒家自我意

识中的“德”为本，包含了“德”在儒、释、

道思想领域展开的内容，形成在理、法和

道维度上的统一，呈现出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发展模式。“德”的多维是思想范

式的多维，它显示出演绎的思维形态；

“信”的多元是文化底蕴的多元，它呈现

为归纳的思维形态。春秋时，人们就曾

用“经”和“纬”来笼统比喻这样的思维形

态，“经”是制丝时，分梳剥离的过程，

“纬”则是捆绑聚集的过程。农业文明分

散的家族劳动，适应土地气候所需的坚

韧和耐劳，以及对社会资源等级分配的

依赖，无时无刻不需要“德”或“道”的

尺度和价值来维系，并依托这个精神意

义上的本体，以多样的“信”为实操工具，

实现各种关系的协调统一。《尚书》表达

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执厥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

远人，不可以为道。”相濡以沫是践行儒

家的“信”，守望江湖是修炼道家的“信”，

普度众生是行持佛家的“信”。通过“信”

的实践，古人完成思想上的合纵连横，形

成了宋以后的文化合流。

2022.06.03

要谈我的朋友张北海，得从他的

文章说起。要说张北海的文章，又得

从他对自己的追寻说起。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

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

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

约，著作随缘……上世纪70年代到达

纽约定居至今。”这一则作者简介似不

容出他人手，关键在“著作随缘”四

字。张北海的随缘是从骨子里养成

的，万事诸法，无可无不可，所以往

往在肤皮儿上透露着一种吊儿郎当的

气息。这一则“作者简介”所专指的

一系列文章，初名曰“去后方”，就应

该归为此类——这位作者直到“七十

多年后的今天，让我去追忆当年五岁

时候在路上的一些印象，那与其说是

追忆，不如说是追寻”。为什么不早几

年开始写呢？为什么不多写几篇呢？

你会问；答案，也只能用“著作随

缘”一笔带过了。

事实上，我手边的 《去后方》 只

有三篇，寥寥数千字，是不是还有其

他未经发表在上海这个“正午故事”

栏目上的内容，我亦不知。但是他的

“随缘”却诚实而坚定。他说：“我是

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才开始回想一

些当年的往事，可是我发现不是你想

回忆过去任何一段往事，这个往事就

会从过去呈现在你的脑中。我又发

现，如果我连昨晚做的梦，醒来之后

都难以捕捉，那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让我去追忆当年五岁时候在路上的一

些印象，那与其说是追忆，不如说是

在追寻。”

我和张北海结识也有三四十年了。

总之不外是台北、纽约，纽约、台北两

地饮馔议论，议论饮馔。其间——容我

粗略地分别：前二十年与后二十年有

极大的不同。前半段听他说的大凡是

纽约。后半段，也可以说是下半场也

还是听他说，说的却是北平和山西。

似乎连具名张北海发表的文艺作

品都是如此。我和张北海初识是在一

个十多人聚会的大圆桌上，我从头

到尾只摊着一个话题。那是我稍早

几年无意间在旧书摊上买到的一本广

播剧本 《天伦梦觉》，作者就是张北

海。他听我提起这个剧本，非常惊

讶 ， 仿 佛 连 他 自 己 都 没 能 拥 有 一

本。但是，他显得十分羞赧，大约觉

得那是值得及壮而悔的少作吧？倒是

由于这本大概五块十块钱买来的风渍

书，我们日后见面，我总要提起：“说

说《天伦梦觉》吧！”之后则是一番相

视大笑。

可能这是一个共相：人们在中年

时代，就会像是整理空间有限的行囊

那样，有意无意地清理掉生命前期里

一些看来不太重要，或是不太光彩、

不太关心、不太值得再提起的往事，

以及不太愿意重新垦掘的感受。可是

生命还在继续向前推进，那些一度被

抛掷而付诸遗忘的生命轨迹总有一天

会再度回来叫门——叩寂寞而求音。

张北海的《去后方》里有令我十分

动容的一幕：他的二哥早母亲和弟妹的

逃难之行一步，逃家了。行前曾经带着

五岁的张北海吃过一次冰激凌，算是一

个不必言说的告别吧。二哥最后的话语

是：“你们吃，我先走了。”

我第二次读到这一段上，不由得

泪水盈眶。固然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永别，但是人间离乱几能知，陌上寻

常聚散时，少小之际那些被匆匆错过而

日后也无从追寻缝缀的散落记忆，恐怕

才是死亡的痕迹。张北海轻描淡写地形

容着嘴里的巧克力冰激凌，或者是日本

将军给的水梨，或者是山东德州的烧

鸡，或者是荒野农户的烤饼……他的

文字里留下来的食物是没有什么形容词

的，那些恰是挣脱出死亡的滋味。

人的前半生总会打下一些无情的

基础。辜负这、亏欠那，其中最不可

免的，就是对自己一身的经历。我们

还太年轻，不会珍视生命经验的内在

潜质，犹如加西亚 · 马尔克斯所说：

“世界太新，万物还不曾命名。”这话

反过来看，就是年轻的我们一向被不

知名的新世界打动，于是万物都值得

探索。这时，我们将我们的来历暂存

给了老年。

在张北海自撰的极简履历上出现

的字样不过如此：“长在台北，工读洛

杉矶，任职联合国。”在下一阶“退隐

纽约”之前，他的随缘写作绝大部分

是向国人描述海外。简言之的海外，

就是美国；再简言之的美国，就是纽

约；如果还要再说说具有代表性的地

标，也可以说，就是曼哈顿。

张北海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

始，集中精力，以犹如海外通讯员的

身份向 （以台湾读者为主要对象的）

媒体供稿，《人在纽约》《美国邮简》

都是这样的文章结集。看似不多，但

是工夫和趣味却是深沉、高雅而富于

知见的。

我总是记得有一篇文章，标题是

“报纸越厚，草纸越薄”。这是在形容

纽约资本主义特征无限扩张的现象，

会使得广告越来越发达，而商品越来

越不实在。当然，一个报纸越来越厚

的社会，总会成为草纸越来越薄的社

会。原文是“报纸太厚，草纸太薄”，

出自并非指责纽约的丘吉尔：“News 

papertoothick,toiletpapertoothin.”

这个经济学方面的观察究竟如何

成立，以及有识之士又该如何因应，

我不敢妄言，但是张北海的文章是怎

么写的却教我瞠目结舌。他数尽了星

期天发行的数百页《纽约时报》分类

广告，确认当日 （我只记得个大约）

是一万四千多则。而且还和草纸比较

厚的某时期作了比较！这个在写作或

非写作专业的人士眼中看来可能都有

点 疯 （中 国 老 古 人 一 定 会 称 之 曰

“痴”）的行径，大约就可以解释了张

北海早年拂衣辞乡、仗剑出国，去不

复顾的行径。世界太新，万物尚未命

名，青年来不及回头。

张北海先生于本年八月十七日凌晨

二时四十分逝世于纽约寓所，享寿八十

六岁。我为他所写的挽联是这样的：

北极朝廷终不改，人隐市中，乃
就虞初源流传典艺

海涯寥落若为怀，侠行毫末，当
凭洪迈手段振斯文

上联“北极朝廷终不改”出自杜

甫诗，下联“海涯寥落若为怀”出自

范仲淹诗。两集句语浅，毋庸细注。

虞初，据称是小说之祖，见《史记》。

洪迈则是南宋时期一位博学多闻的外

交使节、笔记作家。至于“人隐市中/

侠行毫末”二语，熟悉张北海的朋友

和读者大约也不需要我多费唇舌，隐

括的正是临老退休的张北海，以及因

改拍成电影《邪不压正》而广为人知

的小说《侠隐》。比较少人谈到的，则

是《侠隐》的男主角李天然，只能是

张北海的令先翁张子奇。然而，那毕

竟是小说。

我的 《城邦暴力团》 也沾拈了武

侠小说之名，又恰恰和《侠隐》同时

上市，在两书合办的新书发布会上，

我吐露了一个小秘密。

那是在1998或1999年吧？我走访

纽约，少不得要去叨扰张北海，这一

回来不及取笑《天伦梦觉》，他拿出了

一叠高可数寸的手稿，和一张三尺见

方的赛璐珞片，那是一幅近人精工绘

制的北京城区市街坊巷图，他摩挲着

那张图，有一搭、没一搭地为我解释

李天然 （容或就是张子奇老先生） 吃

吃这个、喝喝那个的店家。我默记下

好几条相邻的胡同名称，后来在《城

邦暴力团》里都用上了，甚至还在其

中一条街上另开了一家照相馆，在某

个农历初九的夜半，让月光洒亮了胡

同里的风华。完全偷窃。后来我在新

书发布会上公然俯首认罪，张北海惊

诧不已，我提醒他：同行都是贼。

纽约客，天涯何倦翻归鸟，老作

家再一次北京出发，壮游故园，而后

才有了追忆不成的追寻。我如今正是

他“退隐纽约”的年纪，深深体会他

追寻而且扑空的情怀。世事若不扑

空，我们怎么能够发现自己曾经辜

负、亏欠的一切呢？至于写作，只是

那发现的回音吧？

《去后方》写到一个情节。张北海

在母亲杨慧卿女士的照应之下，千里间

关，逃避战火，路上由于会唱歌，而且

是法国歌，唱得又好听，很教卡车驾驶

开怀，于是一整个车队都来找张北海唱

歌。“我记不得上了几部车，反正回到

我的卡车，母亲发现我的嗓子都哑了，

问了我之后，她气坏了，把车队长找

来，叫他听听我的嗓子……”

这个孩子在整整八十年后停止了

歌唱，我们不会察觉那嗓子早就哑

了，他还高着兴呢。他可能回到了一

个曾经急着离开之地。

张北海（中）、张大春（右）与麦田出版社创社社长陈雨航，2018年摄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