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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过，见孺子入井而不动恻隐之心的人，和
禽兽没什么两样。 现在有一家幼教机构居然对二三
岁的小孩子大加虐待，当然会激起强烈的民愤。在视
频铁证面前，当事人无可辩驳地受到了千夫所指，也
把相关的一系列潜在的社会问题放到了公众面前。
事件被曝光后， 相关机构背后的一系列资本瓜葛也
遭到了全面的披露，这让人们尤为愤怒。我们仿佛又
听到了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呐喊：救救孩子。
与此同时， 另外一桩和孩子相关的事件也在
持续发酵。 在一个家长微信群里，有关建立家长委
员会的讨论， 却成为了家长们显示各自身份优越
感的舞台。 借着孩子的平台来进行攀比，这似乎也
是一个越演越烈的趋势。 同样，这也引发了网络上
的热议。
两件事情看似毫无关联，但仔细想来，若不是以
孩子为事件主角，似乎也不至于成为如此的热点。成
年人之间的暴力并不罕见， 而成年人的互相攀比更
是比比皆是，可见孩子才是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
其潜在的台词在于， 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普遍的

共识： 既不希望孩子们生长在一个受到欺凌的环境
里， 也不希望孩子们生长在攀比炫富的风气里。 用
简单的话来说， 我们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生长
环境，这种健康既包括基本的物质和安全，也包括教
育和价值观的教导。
问题是， 这种美好的愿望常常受到现实的无情
打击。你能够想象一个常见仇恨和暴力的成人世界，
能提供给孩子们一个没有暴力和充满爱的环境吗？
还是说，对成人的暴力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容，但
对于孩子的暴力则应当毫不容情？
除了个人素质，也许那个虐童的教师，在幼年的
时候也曾受到过类似虐待。问题是，有些虐行在当时
被视为一种正当的教育方式，“棒下出孝子”不是始
终被当成古训在加以传扬吗？在家庭内部，面对孩子
的暴力到今天仍旧被视为正常的教育手段， 有几个
小孩没有被父母粗暴对待过？ 但又有多少父母意识
到这种暴力是过分且违背道德的呢？
孩子无疑是弱者，但弱者不仅是孩子。当暴力实
施的时刻，遭受暴力的那一方就是弱者。只要恃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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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文化尚未终止， 那么针对孩子的暴力会以不同
的形式不断重演。同时，又有多少暴力不是假借热爱
之名而发生的呢？“爱之深恨之切”不也是一句常用
的托词吗？
暴力和财富， 是我们现在每天所看到的新闻中
出现频率很高的主题。成人世界里常见暴力，就会有
人将暴力转向于孩子。一个饱受暴力欺凌的孩子，假
如没有得到良好的心理引导， 暴力的基因也会在他
的心里扎根。成人世界热衷于攀比财富，孩子有可能
摆脱互相攀比的影响吗？ 这些伤痕就会像文化里的
暗码一样，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这些文化上的恶习并不是一夜间就能得到解
决的，但成人要意识到问题所在，逐步改善这一状
况。 面对暴力事件的时候，抱有良好而健康的观念，
而不是当鲁迅笔下的“看客”，这似乎不难做到。 相
比之下，让成年人不攀比反而要难得多。 但是，真要
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也只能靠着成人世
界真正良好起来，才能够实现。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办法。

·无限杂思·
人不能经历历史， 也不能经历未来，而
只是经历“现在”，因此，现在既是现实的在，
也是意义的源头

“现在”是什么

作为导演的张艾嘉愈发成熟了。 这句话用来形容
一位 64 岁、 入行 40 多年的女明星听上去有点荒谬，
但《相爱相亲》中的张艾嘉，的确展现了罕见的女性创
作者的成熟气韵。 不仅在那些情感起伏的自然段落、
丰富细密的细节纹理里，面对人的种种执念时，她的
理解与包容，更隐含着以守护为主题的母性内核。
故事主线是一位年届退休的中年女子岳慧英，
在母亲去世后，想将葬在老家的父亲移至城里，让父
母合葬。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父亲有个包办婚姻的
太太在老家， 这位姥姥将只相处过短暂光阴的丈夫
的一切视作精神寄托，坚决不同意迁坟。 此时，与母
亲经常起冲突的外孙女薇薇， 对孀居多年的姥姥产
生同情与好奇。 一次闹剧般的家庭纷争里， 三代女
性的婚恋观念交织碰撞， 都经历了对自我价值与情
感意义的思考。
作为女性导演， 张艾嘉一直关注女性的生存困
境。 早期的《少女小渔》《20 30 40》和前两年的《念
念》，都着力刻画女性在文化冲突、代际沟通中的迷
茫与痛苦：孤独无助的少女如何在移民环境里挣扎；
每个不同生理阶段女性遭遇到的生活问题； 身负代
际创伤的女性，面对生儿育女的恐惧，等等。
对于这些角色，张艾嘉有深刻的共情与观照。
制作《少女小渔》时，原定的合作者只看到小渔

穿梭在地下工厂和狭小公寓中的生活表象， 对她的
孤独与彷徨毫无共鸣。 但她懂，
“我一到纽约， 我就
觉得自己是小渔”。 于是干脆请李安写男性部分，自
己来写小渔的心情。 电影中小渔的矛盾与期待，都
来自她的神经末梢颤动。
这部《相爱相亲》初创时，编剧提交的原始故事
围绕着年轻的薇薇展开， 张艾嘉则强化了岳慧英这
个角色， 用解构她为三代女性的冲突与和解增加了
戏剧性，也架好了桥梁。
一个生活井井有条的中年女性， 为什么对父母
合葬这件事满怀执念？她正在经历生命的丧失阶段：
事业告终、女儿离巢。 守护父母美好爱情，就成了她
对自身价值的打捞。
其余两位女性也是同样。 为什么姥姥会对遗弃自
己的丈夫一往情深？ 保留着纸张黄脆的情书，记着半
世纪前某天他寄来让她做件新袄子的 5 块钱。 为什么
薇薇会在浪迹天涯的摇滚歌手身上找到情感寄托？
如何确定自身价值， 是每代女性都必须面对和
解答的问题。 观念与规则不断更迭， 每个人都免不
了被身处的时代洗礼。 但表面上那些不同的规则与
取向，真的重要过基于共情的理解与温暖的情感？
用代沟或三观不合为关系画上休止符是时下流
行的粗暴。 张艾嘉捅破这道纸墙： 爱没有固定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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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与人之间可以靠尊重、理解与自省完成观念的
跨越，而成长，即便在 90 岁时也不该停止。
在这部电影里， 张艾嘉还展现了她游刃有余的
叙述能力。
除了三段互相映照的女性故事外， 电影中有许
多闲笔。 送走妈妈的那天深夜，慧英回到家，开始做
妈妈教的辣椒酱。 摇滚歌手阿达在帮姥姥整理屋子
时，躺进她为自己准备的棺材里，突然眼角湿润。 电
视台为了获得关注度， 不顾当事人感受而着力渲染
他人的家事……
这些柔软、细腻的细节，像温暖的天鹅绒包裹着
主线，又像无数深入土壤的触须，为它沾一沾现实的
泥土。
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深挖成现实画卷。 但她点到
为止，保证主线的完整，又为故事接好无数与现实相
通的枝节。与其说这是一种创作技巧，不如说这正是
成熟之后的张艾嘉风格。
《相爱相亲》拿到了金马奖七项提名，今年恰恰
也是张艾嘉作为金马奖主席的最后一年， 她在送给
所有提名者的礼物上写了一句话：“我才不过是 64
岁，跑起来，路仍长。 ”
看完这部电影走回冬日暖阳下时， 我也这样觉
得，路还长。

陈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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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斥对手诡辩，其实是最偷懒，也最不聪明的做法。 正确的应对，是揭示“诡”在何处

怎样破诡辩
指责对手“诡辩”，是辩手最大的耻辱。
辩而“诡”者，必然是因为有错。而在道理的对决
中，你的对手出错，你居然不喜反怒，这不是很奇怪
吗？想象一下，如果是武士对决，对手现出一个破绽，
你肯定不会跺脚骂街，曰：他“诡”打！你会心中一喜，
赶紧占便宜，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又会说对方“诡”辩呢？ ——
—因为，
你觉得他错，可是你说不清楚，你觉得打不过他，你
吃亏了。 这才是“你诡辩！ ”这句话真实的潜台词。
比如说，辩论里经常会有人觉得对方类比不当，
但是又说不出不当在哪儿，只好愤愤地说：“你诡辩！
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问题是，到底为什么不是
一回事，怎么就不能比较了，这是你的论证义务。 人
家划下了道，你却不能接招，自己觉得义愤填膺，别
人看起来却是气急败坏。
举个具体的例子，辜鸿铭有个著名的类比，说男
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所以一夫多妻是合理的。这个
比喻，当然让人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你直接斥责他：
“这是诡辩！ 是不当类比！ ”或者说得具体点，“凭什
么说男人是茶壶？ ”他又会有一堆的歪理等着你。
于是，辩到最后，和大多数人面对诡辩时的情况
一样，你悲愤莫名，觉得自己被人耍了，吃瓜群众乐

·花草蒙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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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看热闹，也不会帮你说话。我们之所以这么痛恨诡
辩，不就是因为都有这样的经历吗？
所以说，身处论战之中的人，直斥对手诡辩，其
实是最偷懒，也最不聪明的做法。 正确的应对，是揭
示“诡”在何处。
说回到这个类比。想要揭示出类比的不当之处，
完全可以用归谬的方式，用对方提出的类比，推导出
对方自己也无法接受的结论。比如辜说女人是茶杯，
每个茶壶都得配上好几个， 他的本意当然是齐人之
福，可是你先别生气，顺着这个类比想：茶壶为什么
要配好几个茶杯？ 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喝吗？ 当然不
是，通常都是为了方便分享。你看，推到这一步，辜的
类比， 就显出古怪之处了， 你大可以接着他的话追
问：“哦，原来女人是茶杯啊！ 那敢问一句，您家哪几
个茶杯是待客用的？ ”
以上这种反驳思路，就是典型的归谬。 诀窍在
于，不急着给对方扣帽子说对方错，而是把对方的
错处一点点地引申出来，让所有人都能看明白。 这
样做，不但有效果，还顺带着会有“笑”果，特别适合
拿着不是当理说的情形。 比如相声里有个段子，甲
说：“我 37 你 40，我比你大，因为是先有的 37，再有
的 40。 ”乙慢悠悠乐呵呵地说：“这么说，是先有的

您……再有的您爸爸？ ”有没有发现，这个节奏，跟
辩论里的归谬是一样的？
这就是合格辩手在遇到诡辩时的本能反应，它
跟普通人的反应不同，所以经常也会遇到误解。我就
见过有人煞有介事地写论文说， 辩论赛会带坏小孩
子，理由是“辩手对于错误表现出合意性”，说白了就
是“正常人遇到不认同的东西会表现出不爽，可是辩
手遇到不认同的东西会表现得很爽， 这难道不是件
坏事吗？ ”
这当然不是坏事，因为“对不认同的东西表现出
不爽”是本能，但是能够认清自己不认同的东西到底
错在哪儿，并且利用归谬的方式，将对方的错误进行
充分揭示，让所有人都能听得懂，这是需要特别训练
才能具有的本事。 应该担心的，不是这会带坏人，而
是大多数人因为思维的幼稚，很难达到这个境界，才
会误以为扣帽子和打棍子就是辩论， 谁表现得更愤
怒更激昂谁就能得胜。
总之，辩论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资格站在
上帝视角指责对方“诡辩”，只懂拿这个怼人，反而是
露怯。如果你真觉得对方有错，那就应该利用这一点
进行归谬，在观众的哄堂大笑中教对方做人。这既是
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辩论的尊重。

周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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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花初开为白色，到晚间转粉红，次日为深红，一花三变，有雅号“醉芙蓉”

芙蓉花开秋水冷
霜降之后，芙蓉盛开，一场秋雨一场寒，曾巩有
诗说的“芙蓉花开秋水冷”，芙蓉花开在九月，花开之
际，秋水渐寒，芙蓉花是一个时令节气的象征，到芙
蓉开花的时候，秋天已经很深了。
芙蓉花花期极短，单朵花开只有一到两天，因有
诗云：
“
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
已老。 ”这首小诗非常明显地说出了芙蓉花的特点。
芙蓉花另有个特点， 初开为白色， 到晚间转粉
红，次日为深红，一花三变，因有雅号为“醉芙蓉”。
与同科同属的木槿花朝开暮落不同， 芙蓉花不会自
落，花朵变红后皱缩为一球形，缀于枝头，远观仍如
花状。 花开有先后，苞孕有早迟，因此远观一树，白
花粉葩红绒球，衬着绿叶深浓，或高过屋檐，或低至
台阶，煞是惹眼。
木芙蓉有单瓣重瓣之别。单瓣花似木槿扶桑，有
花蕊一根如柱，几与花冠齐，此正是锦葵科木槿属之
特点。重瓣花如牡丹，花瓣层叠堆重，花蕊金黄如丝，
簇生密集，甚是富丽华贵。 有多至四面心者，花形团
团几如绣球，又名“转观花”，言其任意一面，皆有花
有心，有瓣有蕊，悉为正面，转而观之，莫不如意。
秋赏芙蓉，天高气朗，云淡风轻，愁心未至，诚为
佳时。 清姿群芳，乃秋色之最佳者。 范成大有《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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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芙蓉》 诗赞曰：“更凭青女留连得， 未作愁红怨绿
看。 ”秋天的花也未必一定要与断肠离情有关联，木
芙蓉号“拒霜”，自有其风骨在。
种木芙蓉最著名的是后蜀孟昶。 史书上说当年
孟昶在位时，命令成都的城墙上遍植芙蓉，九月间盛
开，望之皆如锦绣。孟昶对左右说：
“
自古以蜀为锦城，
今日观之，真锦城也。 ”锦城原是锦官城，在唐时是说
成都府织锦甚多，到这时才指芙蓉花开满的城市。
孟昶那时候，花开若遇秋风秋雨，还要用幄幙遮
护。 当中原因战乱民不聊生之际，蜀中因未遭兵灾，
又不与中原王朝相通，府库积余，米烂陈仓，无一丝
一粒进入中原，所以财币充实。长治久安，赋役俱省，
斗米三钱。 城中的少年子弟，安乐享受，在城里斗鸡
走狗，从不出城，分不出地里长的是水稻还是麦子，
以为竹笋、芋头都长树上。 树落闾巷，弦管歌诵，酒
宴食筵，昼夜相接。
当时蜀国之富， 曾令饱经战乱的中原人十分吃
惊。 宋太祖赵匡胤打下蜀国，得无数财宝，从成都运
往开封的大车前后望不到头，运了几个月都没运完。
书上载赵匡胤拿着一只用玛瑙、珍珠、珊瑚等七种珍
宝装饰的器物，不知是什么，便叫来押运官问，押运
官看了货单，才知道是孟昶的夜壶。

其实成都多芙蓉，唐朝就有名了。住在浣花溪畔
的才女薛涛曾用芙蓉染诗笺，当时人称“薛涛笺”。乃
是剥下木芙蓉的树皮，浸泡出汁液，煮成浆，再加芙
蓉花捣的汁，取汁染纸，既免虫蛀，又染颜色。
薛涛笺新鲜有趣，别致高雅，文人常买来分赠亲
友。还写诗赞美说：“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
头。”这“十样蛮笺”是十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深红、粉
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
感觉在这种用花汁染的粉红浅绿的诗笺上写诗，打
油诗都变成了香艳诗。
木芙蓉开时，一树粉花，甚为壮观。 《群芳谱》里
记载了一个故事：“许智老为长沙，有木芙蓉二株，可
庇亩馀，一日盛开，宾客盈溢，坐中有王子怀者，言花
朵不逾万，数若过之愿受罚。 智老乃命厮仆群采，凡
一万三千余朵。 ”
这许智老也真做得出， 为了和一个妄人打赌他
家的两株木芙蓉花多，多过一万朵，硬是让仆人采尽
这两树的花，还一一计数，数出一万三千朵。 这得有
多闲、多空、多大的气性？ 采一万三千朵芙蓉花要花
多少时间？点清这一万三千朵芙蓉花又要多少时间？
这位许智老是长沙人， 家中花园的芙蓉花开得
这般茂盛，可知湖南被称为“芙蓉国”是有道理的。

文 / 刘洪波

张斌璐

人与人之间可以靠尊重、理解与自省完成观念的跨越，而成长，即便在 90 岁时也不该停止

《相爱相亲》的成熟，也是张艾嘉的成熟

·辩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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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伤痕会像文化里的暗码一样，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成人世界的暴力和攀比

·陌上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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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紫青灰 植物 爱
好者， 已 出 版 十 多
部长篇小 说 和 散 文
集。

让我们说说“现在”。 如果我们不把“现在”作为
一个对象来凝视， 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
词语，但如果我们真的来追问一下“现在”是什么，马
上就会觉得犯难。
这跟时间这个词相似，但两者又很不一样。我们
给时间下定义时感觉困难， 是因为时间几乎可以说
是最基本、最原始的概念，所有用来定义时间的那些
概念，后面都已经包含了“时间”，都隐含着“时间”，
时间是这些概念的前提， 于是用这些概念来说明时
间，就是用时间来定义时间，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同
义反复。
给“现在”下定义之难，在于“现在”作为一种被
感知的时间现象，既很明确，又总在变化之中。 我们
生活在“现在”之中，但现在几乎总不是现在，现在可
以被体味，但不可被论说，论说之时，现在已成为过
去。 一个“现在”有多久，无法量化，但我们又很难说
一段时间有无限多个现在。 如果一秒钟包含了无数
多个“现在”，那么现在就被分割成了不可感觉的时
间沙粒，于是现在也就消失了。
最长的“现在”是多长，最短的“现在”有多短，难
以给出答案。有人把 1 分钟叫现在，有人把 1 个小时
叫现在，有时说“我现在有空，你现在就来”，那么这
个“现在”是多久？现在是很短的时间段，也可以是相
当长的时间段。 但所有人都知道，现在和过去、未来
大不相同，现在分隔了过去和未来，现在是未来向过
去的过渡过程。现在近似于时间上的一个点，一个当
前的点，只是这个点绝不是没有长度的，但同时又是
长度不一致，也不能统一设定的。现在可能是一个瞬
间，但又不同于瞬间，瞬间是指时间的短，而现在是
指时间的“正在经历”，它可能短，也可能不短。
如果每一个时刻，当我们感觉到它的时候，它就
是现在，那么现在就只是一个心理概念，有的物理学
家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过
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和未来的划分是语言混乱的结
果。对爱因斯坦来说，现在是与观测者作为一个构成
元素的一些三维空间对应的时间值，或者说，现在不
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存在， 而是一个依赖于观测者的
概念，在相对论中，“同时”之所以成为一个可疑的事
情，在于事物到底发生于何时，是否同时，依赖于参
照系，而不同的参照系，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观
察者，可理解为不同地点的眼睛对事情的观察。在量
子力学中，“现在” 更是变成了一种将可能性转变成
“事实”的一次突然变化，因为在观测之前，量子并没
有确定的位置而只有分布概率， 物体的位置和速度
不能同时确定， 物体没有确定的运动轨道， 这就是
说，在测量之前，物体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测量
之后， 它在某个位置存在或不存在才确定下来，这
样，“现在”不只是一个时间，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行
为，“现在”之前一切不定，而“现在”则使多种可能
性、概然性突变为确定性或者事实。
这些，都与我们经验里的“现在”形成了很多的
差异。我们虽然无法说清什么是现在，但我们经历一
个个现在并且在确定的意义使用它， 并且能够形成
相当大的“现在”共识，当我们在交流中说“现在”时，
参与交流的人一般不会对什么是现在产生疑惑，就
能够确切地进行关于“现在”的各种交谈，执行关于
现在的各种指令。现在伴随了人的一生，许多人共享
了现在，有着共同的现在。牛顿和我们没有共同的现
在，他属于过去。霍金与我们有共同的现在，他活着，
我们也活着，有一段共享的时间。爱因斯坦与他同时
生活的人有共同的现在，在他死后，他的全部现在都
结束了。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经历的“现在”，每个人的
一生是他的“现在”的总和。 当他活着，他才可能有
“现在”，现在就是现实的“在”，一种现实的存在状
态，当他死过，他就没有“现在”；在他降生之前，他也
没有“现在”。生前死后，他不“在”，说他在，就是不现
实。 但活着，是拥有“现在”的条件，但现在是不曾被
计数的，也是无法计数的，我们从来不说“一个现在”
“两个现在”，而只说“现在”，现在就是正在经历的一
种唯一性， 而且上一个现在与下一个现在之间难以
明确分隔，而且不可能同时。人们共同经历某一段时
间，也融为一个现在，而不是两个现在。“他人即地
狱”， 是一个取消人与人之间共同性的绝对判断，大
概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同一个时间分成“两
个现在”。
现在、过去、未来的区别，早为人知。 过去不再
来，未来不曾来，现在摆渡了时间，但现在作为摆渡
者，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流逝，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
而是经由人、 人的感应、 人的作为而使未来变成过
去，这不仅表明现在是一种人必须参与的时间，也表
明时间经过人而产生意义。我们虽然不能说，在没有
人的时候，时间就不存在，否则宇宙一百多亿年的历
史就得取消了，但就意义的生成来说，时间是由于人
的尺度的加入才具有价值的。
人不能经历历史，也不能经历未来，而只是经
历“现在”，因此，现在既是现实的在，也是意义的源
头。 但人又不是被现在所拘禁的，思想尤其上下穷
通，于是赋予历史、未来以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赋
予甚至超过了对“现在”的重视，这又解释为人的伟
大与庄严。

刘洪波

湖北
仙桃人。本报评
论员， 高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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