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

——《活着》思想解析与现实意义
6-09 胡欣彤 林泰来 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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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说明

1.1. 研究目的

《活着》是（中国）教育部为中学生推荐的必读经典，曾被列为2017年高中必读
课外书，入选《新华网》“人生必读100本书”之一。

该书叙述了社会变革下，一个人命舛数奇的生涯。小说中蕴含着丰富深奥的

人生哲理，在新加坡却是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但其中的价值观念寓意深远，

值得活在当下的人们探究。

此外，鉴于新冠疫情对社会造成的持续影响，备受压力的年轻群体逐渐变得

忧虑彷徨，而身处窘境中的不同人群也开始感到迷茫，担心失去生活目标。

久而久之，冠病疫情触发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种种思绪，促使他们思索人生的

真谛。

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鉴赏与解析的形式，发掘出该作品中的思想内涵，并结

合贴切的现实事例及采访视频，生动呈现出不同层面的“活着”价值与意义，帮
助人们洞彻其道理，以启发他们空虚的心灵或满足对生存真理的追求。

1.2. 专题介绍

此专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板块——思想解析与现实意义，两者皆围绕主题
“活着”展开。其中，思想解析部分是基于我们对《活着》原著的见解，包含针对
书中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内涵意旨的详细解剖。现实意义区块则侧重于联

系现实社会中别有深意的事件，体现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及意义。

最终，我们将上述的所有文字内容进行整合，并增添《活着》介绍、相关影

视、互动平台等元素，合并创立了探索“活着”网站。在此报告的末尾，我们会
放上该网站的链接。

1.3. 研究框架

1.3.1. 研究方向

- 探索《活着》的中心思想及蕴意

- 分析现实中不同状态下的生活哲理

- 分享豁达和释然的人生态度，以鼓舞人心



1.3.2. 研究依据

如下：

- 《活着》原著

- 相关论文

- 调查问卷

- 专题采访

- 网络资源

- 新闻报道

1.3.3. 研究方法

- 品读《活着》

我们小组成员皆在2020年终前独立完成阅读《活着》长篇小
说。在后续细读的过程中，我们从语体、情感和情节等角度切

入，对作品进行内涵上的深度分析，之后逐步领悟出相应的寓

意。

在此环节中，本专题小组于2021年期间正式开展过三次面对面
的讨论活动、五次长达数小时的线上虚拟会议，以及社交平台

的持续远程沟通，让组员畅所欲言，分享自己对《活着》的独到

见解，互相引导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 网络资源研究

本专题的研究资源不局限于《活着》这本书，因为我们意识到：

无论是加深自己对该文学作品的理解，或是提升我们对生活哲

理的掌握层面，外界的参考资料都能起到一定的辅助效果。

因此，我们通过网络平台搜集广泛且具备可参考性的资料，包

含网页介绍、学术论文、演讲视频、访谈录、记录片等。这些

多样化的材料或多或少地给予组员们灵感，进一步扩展我们的

专题研究。

- 问卷调查与采访

除了上述两种一板一眼的钻研方式，我们还采取了调查式的研

究方案，通过网络问卷搜集人们对于“活着”和疫情相关话题的
意见。



此外，我们也分别采访了四位

来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士并录

制了视频，以助于我们从他们

的岁月经历与人生感言中探索

“活着”的意义。

1.4. 文献综述

“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接
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

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

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
——《时代》周刊

- 《活着》生动描绘了平凡人跌宕起伏的一生，鼓舞人们在无比悲怆的生

活之下，豁达勇敢的活下去。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心理学中的激励理论，包括人类需求的五级模型，
通常被描绘成金字塔内的等级。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别为：生理

（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
——百度百科《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现实中，活着的意义并不像书中那般狭隘；它是变数，因人而异，因时

代而异。活在当下的人们需要理解他们每时每刻的存在意义。

“一项本地调查显示，疫情下，每十名年龄介于21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三
名表示担心失去生活目标。为什么疫情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影响更大？担心

失去生活目标的年轻人，该如何找回信念？”
——《狮城有约 | 十分访谈：疫情下年轻人的挣扎》



- 新冠疫情对当代年轻人的负面影响颇为显著，使他们感到忧虑迷茫。

由此可见，人们需要一股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并重拾活着的希望。

2. 专题内容

（可前往网站浏览更多详情）

2.1. 主题摘要

《活着》叙述了大时代下，一个中国平民命舛数奇的一生，讲述了人与命运之

间的友情；历经苦难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凡人忍受巨大苦难的坚毅，领悟绝望

的不存在，领悟活着的本意在于活着。

但现实中，活着的意义不像曾经那般狭隘；它是变数，因人而异，因时代而

异。随着社会现状不断演变，人类的需求层次也逐渐改变，活着的蕴意变得更

为深奥。在新冠疫情的窘态之下，迷茫的生活使人们变得空虚，促使我们重新

思考究竟何为活着。

2.2. 《活着》内涵概要

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余华写道：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

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
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

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由此可见，《活着》的寓意并非对苦难的控诉，而是通过一位暮年老人经历的

坎坷，引发读者对生存意义的思考。年轻时的主人公福贵颐指气使，浪荡无忌

；仗着富裕的家境，他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妄想以赌博捞金来光宗耀祖。正

因如此，徐福贵从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跌落成倾家荡产的贫民；在往后的生

活中，父母、妻子，孩儿皆先他逝去，只留下他一人孤苦伶仃。徐福贵的人生

跌宕起伏；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让他应接不暇。漫长时光里，无穷尽的苦涩

伴随着他的一生。

然而，生的渴望使福贵清醒并顽强地苟活于世，即便生活贫困潦倒，内心创巨

痛深，福贵仍友好地对待冷漠的世界，执着地负重前行。许多人质疑福贵的生

存信念，认为他在妥协，在逃避，在对苦难屈服，殊不知他忍受苦难的同时，

正竭尽全力地与命运抗争。人的一生中终将面临种种苦难与困境，而那宿命



般的无奈与死亡的阴影更让人进退维谷，因此只有豁达和释然的人生态度才

能使人抵御苦难的折磨，坦然从容地活着。

2.2.1. 活着，亦于如此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在家境落败后，每天下地干活，刚刚好有足够

粮食生存；而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福贵的生存现状仍局限于生理需

求，也就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后他的亲人一一离世，福贵就不

需要像往年那样抚养他的晚辈，也不需要瞻前顾后地照顾自己的亲

人。此时，他不为任何人而活，只为自己而活着，这便是一种高尚的体

现。

此处的高尚指的并不是美好，而是看透世间琐事后的一种淡然心理。

这就像作者余华所写：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

何事物而活。他的观点同样表达了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他活着的

每一刻，而不是为了除自身外的事物而活着，如对亲朋的牵挂。

在现实，人却为了追求自我实现，而忘记了“活着”简单纯粹的本质。

2.3. “活着” 现实意义

为了生存，为了自己，活着是对生命最朴素的要求，也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

重。活着的状态仅仅是为了保存性命，在社会环境中满足个体的生理需求，吃

穿住行。那些刻苦耐劳的建筑工人、起早贪黑的环卫工人、穷困潦倒的贫苦百

姓、流浪街头的残障乞丐，他们为了拥有容身之处、充饥御寒，不得不付出远

超常人的辛勤努力。即便生活境遇不佳，付出与回报不等，挣扎中的人们仍不

懈拼搏着；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他们也有着对物质的追求，美好的理想

与远大的抱负。

其实，单单活着本身并没有独特的意义，但每个人对“活”都拥有着独道的见
解。有的人想轰轰烈烈地走南闯北，有的人想平平淡淡地安度一生，有的人想

荣华富贵，有的人则甘于贫穷，还有的人什么也不想，只愿意单纯地活着。由

此可见，人活着的价值实际上是由自己赋予的；你想过怎样的一生，你的人生

意义就在哪里。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皆是人生。当生命旅途一帆风顺时，我

们应该学会珍惜和仰望；当生命旅途颠簸不平时，我们应该学会敬畏和尊重。

2.4. 不同状态下的“活着”



"芸芸众生之中，活着的人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是为生存而活，其二是为生
活而活，其三是为他人而活，其四则是为自己而活。不论归属何类，每个人都

拥有活着的价值，同时也具备着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虽然在没有学会生存之前，人们缺乏选择生活的权利与人生方向，但也正是

因为这些人的存在，造就了活着的意义。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缥缈

的生命。

2.4.1. 灾难

5·12汶川地震，强度
高达8级，造成69227
人遇难、17923人失
踪、374643人不同程
度受伤、1993.03万
人失去住所。挣扎在

生死边缘的人们让全

世界见识到他们顽强

的意志，与灾难抗衡

的勇气。活着证明了

难者，难者也证明了

活着。汶川大地震中的幸存者们不懈挑战着人类生命的极限，“活着”的
信念在他们身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让我们对生命怀有敬畏

之心。被掩埋的幸存者在黑暗中饱受折磨，但数天后，他们仍有力气说

话，仍能爬出废墟。

汶川地震中，一位老人被埋170小时；他渴极喝尿，仅靠两个鸡蛋续
命。还有一名50岁的男子在废墟中喝尿吃纸坚持了108个小时后获
救。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感慨灾难中生命的顽强，明白活着的希望能创

造奇迹。

2.4.2. 残障

张海迪，一位影响数代人成长的人，她身残志坚的

故事告诉我们：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

她5岁时患上脊髓血管瘤，5年内进行3次大手术，脊
椎板被摘去6块，导致高位截瘫。在残酷的命运挑
战面前，她没有沮丧，没有沉沦，而是以顽强的毅力

与疾病做斗争。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
莘县，主动到学校教孩子们唱歌，协助学生组织自



学小组，帮他们理发、钉扣子、补衣服。她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

偿治疗，十几年里，为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

理工。她虽然没有走进校园学习的机遇，却发愤图强，完成了小学、中

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

研究生的课程。即便肢体残疾，她仍靠努力争取到哲学硕士学位，成为

德国巴伐利亚州班贝格国际艺术家之家访问学者、英国约克大学荣誉

博士、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艺术与人文荣誉博士、国家一级作家。

尼克·胡哲，一位脸上永远洋溢着微笑的强人。他的眼睛闪烁着动人的
神采，他的足迹遍布全球，用自

己的事迹告诉大家再难的困境

都能被跨越，只要用心爱自己

和这个世界。

尼克说：“现在就算你用百万元
来引诱我，叫我长出手脚，我也

不会考虑。”选择就会被选择，
拥有就会被拥有，而给予同样

会被给予。有人心中疑惑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活着就是做有
意义的事，而做有意义的事就是活着。

2.4.3. 贫苦

钢铁大王卡内基生于苏格兰，父亲是纺织

工人，以手工纺织亚麻格子布为生，母亲

则以缝鞋为业。12岁时，因生活太过艰难
，他随家人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

尼。卡内基在纺织厂里当过童工、烧过锅

炉，在油池里浸过纱管、也曾当过信使。送

信期间，卡内基苦练出高超的电报技术；

十六岁的他便被聘为一名电报传递员，每

周工资2.5美元。

在长达10年的后续生涯里，他非常勤奋地
工作，得到晋升，但仍然不算富裕。有一次参与股票投资的时候，家里

的全部积蓄不超过60美元。他与母亲商量，以房屋作抵押来贷款，方
才买到了共计600美元的股票。

即便家境不理想，卡内基也从未向贫苦的生活屈服。他依靠着自己后

天的不懈努力，铸造了一系列成就，成为闻名世界的钢铁大王。



2.4.4. 挫败

春秋末年，吴王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临死前嘱咐

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两年后，夫差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无路可

走，准备自杀。谋臣文种劝勾践以西施和

珍宝贿赂伯喜否来说服夫差释放勾践。夫

差听信谗言，答应了越国的投降。吴国撤

兵后, 勾践到吴国伺候吴王，赢得了吴王
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

了。回国后的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
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

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以激励自己不
忘复兴大事。正所谓： “若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他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以三万雄兵
吞大了吴国，成就了伟业一洗前耻。 卧薪尝胆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下
的任务就是为了生存而活养，这也是他忍辱负重的“活着”的人生哲学，
也正是这样的生命观给予了他成功的希望。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亚洲飞人刘翔因跟腱部位疼痛难忍，在第二次
起跑的瞬间，在万众瞩目的

时候，毅然选择离开跑道，

退出比赛。此举动全世界都

为之唏嘘，愕然不已，但刘

翔的最后选择是明智、理

性、成熟的。不以一时的成

败论人生，懂得能届能伸，

知道何时应暂行隐退，何时

见机发力，一跃而起, 亮剑
出击。

刘翔退赛后受到网民们铺天盖地的网络霸凌。时至今日，网民们意识

到自己曾经对他的不公，向他道歉。但刘翔却很大度地表示没什么。

他说，“大家没必要向我道歉，人都会成长，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说了一
些话，我都理解，但是通过时间大家慢慢会发现运动员都挺真的，赛场

上不会去演。其实我就是个普通人，只不过以前可能跑得快一些。” 这
便是与《活着》内涵契合的豁达、开朗。



3. 最终报告

3.1. 成品网站 （已完成）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to-live/%E4%B8%93%E9%A2%98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to-live/%E4%B8%93%E9%A2%98




3.2 网站反馈







4. 个人反思

- 胡欣彤

身为本专题的发起人兼组长，我由衷地感谢另外两名成员长久以来的贡献和

支持，很荣幸能与他们齐心协力完成一项意义非凡的专题作业。

坦白而言，我认为此次专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挑战，也是一场试炼，更是一节可

遇不可求的珍惜课程。“活着” 是一个空前未有的主题，深奥而高端，陌生而迷
人。对于未步入社会的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跨越性的尝试。我们读《活

着》并非纯粹地陶冶情操，而是为了明白诗和远方的高瞻、苟且的真实，借以

帮助我们打开智慧，升华思维。然而，这一切都需要落实到现实中。

起初，资历浅薄的我尚未能理解这简单二字中蕴含的渊博道理，因此在专题

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碰壁，不断摸索，时常迷失方向，难以理清头绪。有时候，

人难免会松懈，感到颓废不已。但前行的道路那么长，停留在原地徘徊只会是

徒劳无功，倒不如脚踏实地走下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目标。也许，曾经

的我就好似《活着》的主人公徐富贵那般，在漫长的旅途中一步一脚印地克服

每一道障碍。但与他不同的是，我不是孤单一人。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俗话说：一人不成众，独木不成林。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无论时代背景如何演变，团队合作都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也是一种相对

真理。合作虽没有质量，但它却能承载每个人沉甸甸的力量，发挥出强大的效

应。而真诚的合作，可以丰富彼此的心灵，共同挑战极限。风雨同舟的我们互

相扶持，使本次专题之旅更为顺利。“活着” 的真谛与合作的道理构成了我心
中最耀眼的光辉。

- 林泰来

身为此专题作业组的三个成员之一，我很庆幸今年能有欣彤为组长和序言为

队友。欣彤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领导作用，总会时不时地提醒我们要开始做专

题作业的某一部分等等。在《活着》的鉴赏方面欣彤也在用词及整体思想方面

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此次的专题作业，虽然有点难度，但是它的意义重大。这也正是我之所以能扛

到现在的原因。我对待这次的专题作业也与往年不同。“我并非是为做专题作
业而做专题作业”， 而是真正地去体会了它。我开始去思考我活着的意义，而



发现结果并非理想——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活着的意义，不过，希望我
能运用从本次专题作业吸收的知识，并用它们，来做我活着的意义的基础。

虽然我可能在某些方面帮不上忙，甚至帮倒忙，我还是在我擅长的领域贡献

了不少，如对幻灯的美化，标志的创造，以及视频的编辑。因此，不管成绩怎

么样，我也都问心无愧，因为我尽了一份力。

中国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上册，有片课文叫“白鹭”。此课文里曾用增之一分
则嫌长，剪之一分则嫌短来描述白鹭。我的反思就如同白鹭，不长不短，而这

是因为我把评判老师的睡眠和视力放在心头。我为他们着想，所以也找到了

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就此停笔。

- 陈序言

今年小组作业做的《活着》鉴赏虽然具有一些难度，但是是一件很现实的话

题。活着的内容即容易理解，又具有深奥的道理。

虽然一起做专题作业的时间不多，我们还是 尽力办了自己的角色，完成专题
作业。我个人认为能与欣彤和泰来合作，是难得的机会。我们之间合作愉快，

因此我从这此小组作业学到的不仅仅是余华通过一段中国历史讲述当事人遭

遇传递的道理，更是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学到的不同技能。这次小组作业是一

次挑战，但更是一次学习过程，读完小说的我便像是富贵最后领会到生活中

的道理，但我与他不同的是，我前途还很长。

这次疫情给予我们做小组作业带来不便，但我们还是以客观的态度面对来临

的挑战，而我们用了自己心血，才能顺利的完成此专题作业。虽然小组作业

已结束，但我希望“活着”的影响能够继续被传递下去。



5. 索引

百度文库：余华《活着》的思想内涵（2011）
https://wenku.baidu.com/view/04ddf98071fe910ef12df8bd.html

知乎：《活着》里福贵最后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28806

百度文库：文学评论《活着》（2012）
https://wenku.baidu.com/view/c3bcbedcb14e852458fb5773

知乎：余华的《活着》是刻意堆砌的悲剧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356954

品阅网：余华的《活着》里，福贵所有的亲人都走了，后半生又很凄惨，那么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作者想表达什么样的中心思想？

https://www.q578.com/s-2-194991-0/

知乎：《活着》里福贵最后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28806

搜狐:再读余华“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2020）
https://www.sohu.com/a/384437292_120358919

豆瓣电影：  福贵的正面意义——浅析《活着》（2014）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7236034/

豆丁：浅谈余华《活着》的生命观及“活着”的现实意义论文（2016）
https://www.docin.com/p-1551450431.html?docfrom=rrela

文库百度：浅谈余华《活着》的生命观及“活着”的现实意义（2017）
https://wenku.baidu.com/view/bf56336af56527d3240c844769eae009581ba28b.html

百科百度：活着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BB%E7%9D%80/10565923

百科百度：张海迪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B5%B7%E8%BF%AA/347856

维基百科:Nick Vujicic 的介绍 (2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ck_Vujicic

https://wenku.baidu.com/view/04ddf98071fe910ef12df8bd.htm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28806
https://wenku.baidu.com/view/c3bcbedcb14e852458fb5773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356954
https://www.q578.com/s-2-194991-0/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28806
https://www.sohu.com/a/384437292_120358919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7236034/
https://www.docin.com/p-1551450431.html?docfrom=rrela
https://wenku.baidu.com/view/bf56336af56527d3240c844769eae009581ba28b.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BB%E7%9D%80/105659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B5%B7%E8%BF%AA/34785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ck_Vujic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