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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着的苏东坡

灯下漫笔

□刘诚龙

云是鹤故乡
□宋幻红
古来圣贤皆寂寞，从来材大难为用。千百年
来大瓢兀自空着，大樗兀自独立，没人能利用它
们。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斥乎齐，逐乎宋卫，困
于陈蔡，辗转奔波 14 年终不能被重用，最后仍是
未尝被沽价的美玉，不曾被食用的葫芦，没有木
匠问津的大樗。
自古以来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生不逢时，
无路请缨的人多。阮籍、刘伶等人用清谈、饮酒、佯
狂来避世，排遣苦闷。陆游有“寂寞开无主”的忧闷
和“只有香如故”的不甘。陈子昂有“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创然而涕下”之悲
慨。欧阳修被贬滁州时，一直主张与民同乐，但是
从“饮少辄醉”，
“颓然乎其间者”中又能感受到其内
心深处的苦闷与落寞。面对寂寞，豁达的苏东坡，
既有“回望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又
有“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逸情。
梁山泊的阮小七价值观是，
“俺这一腔热血，只
卖与识货的”。因为中国人一直信奉“士为知己者
死”，但是知己者往往不遇，士只有寂寞以老。于是
不觉豫让的故事是悲剧，他坚持“他人以众人遇我，
我以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先是
有智伯这个知己可供其拼一腔血去洒，末了又有赵
襄子这个知己去成全其心志啊。卞和怀抱美玉，多
年没人识得。但怀中美玉依然是美玉，一块旷古未
有的奇玉。士怀才不遇，但才依然是才，士岂能不
是士。
能把寂寞作为享受
的人不多。大约因为箕
山的风、月太可人了，才
有了许由的洗耳。还有
视 权 贵 如 腐 鼠 ，宁 做 自
由 之 龟 的 庄 周 ，东 晋 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陶渊明。明时，世
人眼中的唐寅放浪形
骸，他却笑道“他人笑我
太 疯 癫 ，我 笑 他 人 看 不
穿”，如一声春雷响彻名
利场。
曹雪芹也罢！唐伯
虎等人也罢！其实都身
怀 旷 世 奇 才 ，只 是 他 们
不认可世俗的人生道
路，而本身的理想道路总是遭受现实的沉痛打击，于
是他们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向人生“罢工”，或者义
无反顾地逆流而行，情愿穷困而死也将自己的理想
之路进行到底。由于他们的“罢工”，由于他们不顺
应潮流争取功名利禄，这在普通人眼中，他们自然是
另类，甚至是于国于家无所作为的废物了。
为了生计，大多人不得不绞尽脑汁在世俗中滚
打，这无可厚非，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对那些不屈
服现实，为了内心的憧憬以及尊严甘愿饿死的人，表
示理解与敬意。因为一个繁华的社会虽然是靠务实
者所拼搏而来，但是这社会倘若所有人都屈服现实，
没有那些不合时宜者的抗争与呐喊，这个社会将失
去良知与希望。黑格尔说过：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
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
事情，注定没有未来。
”
寒山问拾得曰：
“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
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曰：
“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
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世人多以之为警世恒
言。可是，总觉得如果改为“不论何年，无需看他”
岂不更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屑
于此的名士喜择清静处隐居，宁愿寂寞着，也要独善
其身。中国人是最灵活了，得意时有儒家的入世思
想激励言行，
失意时有道家的出世精神来慰藉心灵。
想入仕需有一定的基础条件，首先是身体素质
好，文山会海需有一定的坐功，还有各种应酬，没有
过强的体质不行。想有作为、出政绩，所以不简政，
竭力把小事做大做强，也需要超人的精力。其次还
要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能够面对指鹿为马、背信弃
义等人事不惊不怒，甚至自己也要这样的厚与黑。
那些不具备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沉稳的心理品质的
知识分子，
自是胜任不了。既如此，只能寂寞着。
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觉得孤独寂寞，
还因为他们往
往代表社会发展应有的正确健康的方向，
其思想必是
超前于同时代人。鹤立鸡群，
鹤是寂寞的。
鹤又是从容的，云是它的故乡。

今晚月光很好，伫立窗前，仰望天上月
似一团银，如鸟一声叫，手机滴答响：哥们
儿，玩微信吧，我们一起去看晚会。呵呵，我
不会刷屏高科技进入现代晚会，我只会翻页
旧心情，
去搜索远古的晚月。
我搜索到了公元 1083 年 10 月 12 日夜，
这是苏东坡的夜晚。这夜，也是天上月似一
团银，老苏没给我发微信，他给我发来微心：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
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
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
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
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
吾两人者耳。
”
我嫉妒苏东坡的幸福，这老头儿怎么能
这样过得爽心快意呢？他没有手机玩，他没
有电视看，他没有游戏耍，他怎么能够，他怎
么能够过得那么惬意舒心？
苏东坡没有快乐的理由。元丰六年这个
夜晚，
是他外放黄州的第四年，
这个夜晚没甚
特别啊，
只是近乎十五，
尚非一轮满月。黄州
黄州，
到底是花黄之州，
还是心黄之州？自京
都外放，贬谪黄州，前途黄了，心情不黄吗？
四年了，
四年的光阴能够平复当初的心情，
那
么，
这么久了，
依然还在黄州，
西北望，
心情不
躁动吗？当是重新燃烧希望的时候了。人生
苦短，
前途更苦短，
机关里过活，
年龄是个宝，
谁能拖得起？沉舟侧畔千帆过，
你一停四年，
会有多少帆板宦海里争渡，
争渡，
惊起人心里
那一滩鸥鹭，
乱飞度。
我羡慕的是苏东坡的那份旷
达。玄都观里桃千树，新科进士，
都摇头摆尾，在玄都观里看桃花盛
开呢，他却扛起一把锄头，往开满
菜花的东坡，去挖土种丝瓜，种黄
瓜，种茄子辣椒。看桃花开，看杏
花开，是闲；看菜花开，看野花开，
也是闲，此闲非彼闲，这般闲，也是
闲得起来的？东坡先生闲得很落

心，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
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黄州惠
州儋州，都是春睡美。没心没肺，亏他真睡
得着。
这夜晚，
东坡先生也乱了些心了。他睡不
着了。是想起一句什么诗？急于要与人共
赏？是想起了一则什么典故，
急于要与人去笑
一个？是想起来汴京城里某一段往事，
急于要
与人说一说？是如一阵太阳雨，
阳光心底忽然
淅淅沥沥有了心事，
急于要与人去吐一吐？东
坡先生是有红颜知己的，
朝云懂他，
朝云懂他
满肚子里的不合时宜，
她懂得用一块绣着杜鹃
图案的红巾翠袖，
去拭东坡眼角的余泪。男人
找一位拭泪听话的女人，
堪比蜀道难；
找一个
陪泪对话的男人呢？此道难难于上青天。嗯，
深夜里，
等着男人回家的女人可能仅有，
何处
无月？等着男人出去的男人，
多是绝无，
张怀
民在哪儿？可以相打架的男人，
多又多；
可以
相打扰的男人，
少而少，
少得绝迹。
东 坡 先 生 这 个 月 夜 ，朝 云 哪 儿 去 了 ？
朝云缺场了，她没递上香手帕，去揩东坡先
生老脸上的太阳雨；她也没用纤纤玉手，去
挠东坡先生腋窝下的笑神经；她没与其他
姐与妹，去猜东坡先生鼓胀起来的满腹心
事。出席东坡先生这个夜晚的，是月，是水
中藻，是竹柏影，是跟东坡先生一样一个闲
人的张怀民。
我最羡慕东坡先生一派天真。夜已深，
月已斜，衣服已经脱了，睡在床上了，他忽地
跳将起来，要去找朋友玩去。他不想想朋友
睡了吗？他不想想人家不骂他神经病吗？
半夜三更，从床上爬起来，去扰乱他人的清
梦，阁下心中没有顾忌？我们顾忌的东西太
多了：会顾忌朋友的黄狗会咬人；会顾忌朋
友的妻子会逐客；谁也不顾忌，也会顾忌朋
友会不会生气。朋友，禁得起几回生气？东
坡先生什么也没想，什么也不用想，他脱衣
睡了，他披衣而起，穿着一双拖鞋，就往朋友
家跑去了，深夜里跑去了。跑去并无事，只

是乱扯淡。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夜晚，无来由地，睡
不着；无来由地，想找个人聊一聊。找谁？
重新开机，手触屏幕，一溜一溜的名字，如一
排排街边树一般滑过去，哪一棵树，可以让
我此刻倚一下肩膀？可以让我电话将他从
梦中吵醒的是谁？翻，再翻，还是翻，翻到一
个名字上，停了，然后自问：她是吗？他是
吗？翻，再翻，翻到了底。过尽千帆皆不是，
翻尽通讯录，
谁是你的张怀民？
城市的夜晚，夜再深，都有人。看那街
头的夜宵摊，指针指向了三更，还有人在那
里吆三喝四，酒吧里夜更深，人更多，那里有
你可以去会的人吗？歌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畔，都是不眠夜，付一张几张票子，会有红袖
添香，会有人来填心中的空当，陪着你吼几
嗓子；打开电脑，登录 QQ，这有个群，那有个
群，会有嘀嘀嘀嘀如雨打芭蕉，滴答到天明；
更有些寂寞的人，深夜了，也跟你一样睡不
着，闪啊闪啊，闪着他与她的头影，这许多
QQ 里，谁是你此刻可以去笃笃，笃笃笃，可
敲门的人？点开，关闭；点开，关闭；点开这，
手停顿了；停顿了，还是叹一口气，关闭了对
话框。这人，是可以去嘀嘀呼他的 QQ；这
话，
可以嘈嘈切切，
对他说吗？
东坡先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天真，他幸
福；因为旷达，他幸福；更因为他有跟他一样
闲人的张怀民，他是最幸福的。我们地球村
里，比东坡先生那黄州小城里，人多翻了多
少倍？白天，我们不会少人，跟你唱歌的，跟
你跳舞的，跟你猜拳的，跟你碰杯的，跟你打
牌的，跟你开会的，跟你同行的，跟你发短信
的，跟你玩微信的，跟你 QQ 聊得火热的……
多，很多，写字楼上人多，通讯录上人多，楼
盘小区人多，QQ 闪烁的好友，多得数不过
来。夜晚呢，也不会比白天少人，对门的麻
将哗哗通宵响；对街的歌厅笙歌彻夜……
可是，今夜睡不着了，谁是你可以披衣
起来，
跑去跟他乱扯淡的人？

史海钩沉

书人书话

文化因学而昌
□王钦韶
泱泱中华是世界最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享
有崇高的国际声誉，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
提高，
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这种影响愈来愈大。
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代代承传且不断发扬光大，影响日
益加深？一言以蔽之曰：
“学。”民族文化因学而昌，文化承传因学而
畅，文化创新以学为基，文化践行学是前提。中国历朝历代对“学”
的重视，不仅发展了特有的东方文化，而且“论学”言论也成了中国
文化精华中弥足珍贵、
相对独立的一部分。
“治学”与“论学”是两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
“治学”是研究学
问，
“论学”是讲究如何学习。前者重在提高，后者重在普及；前者由
专家学者承担，后者为所有人所必须。虽然二者都为社会生活所不
可或缺，但后者则更带有基础性。因为学习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素
质。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不论职位高低，辈分大小，无不需要学习。
诚如贾文丰教授在《历代论学要语类解》前言中所言：
“一个注重和
善于学习的国家，是个进步的国家；一个注重和善于学习的民族，是
个兴旺的民族；一个注重和善于学习的家庭，是个充满希望的家庭；
一个注重和善于学习的个人，
有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学有多途。看是学，做是学，而基本的学习方式是读书。青少
年要上学，成年人要自学，中国有“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可见
学是人们一生的事情。贾文丰教授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在古代
文化的领地上勤奋耕耘。他和他的同人不辞辛劳，甘于寂寞，呕心
沥血，遍览《四库全书》和其他古籍，对先秦至清代的论学要语进行
厘清钩沉、解析点评，终成近百万言《历代论学要语类解》。这无疑
对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纵观历史上的优秀人才，无不是勤奋好学之士。古人提倡
读万卷书固不待言，现代史上的毛泽东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
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外出视察，总是手不释卷。他的睿智是
学习的结果。
如今时逢盛世，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衣食无忧，党和政府
一直重视教育，举“科教兴国”之国策，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继承民
族文化精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人心态浮躁，热衷于读图和
看影视作品，以至于人们称当今时代为“读图时代”。影像作品固然
有自己的优势，而沉不下心读书毕竟是社会的一大弊病。
《历代论学
要语类解》对古代论学典籍的相关资料整理全面、梳理清晰，点评简
洁，适合于在广大读者中普及。它的出版无疑能对社会起到某些补
偏救弊的作用。

脱袜子
□王国华
中国古代有种奇怪的礼仪，即下级在上级面前必须脱
袜子。
《左传》中讲，卫国的卫出公跟他的一帮属下在一起
喝酒，一个叫褚师声子（褚师是复姓）的人没有脱袜子。卫
出公很不爽，问他为何这么不讲礼貌。褚师解释说，自己
是烂脚丫子，臭不可闻，老大你闻了会吐的。卫出公一听
勃然大怒，声称要砍掉他的双脚。大家赶紧劝解，好说歹
说才算拉倒。此事可以说明，春秋时期，当面脱袜子是必
要的礼仪。
《宋书》中载，南北朝时，刘裕建立的宋曾经给各藩国
下了道命令：藩国官员，正旦冬至大祭，不准赤足登藩国殿
堂，也不准簇拥对君主的传令牌和油戟。这是限制藩国的
措施。本来各藩国的官员在大祭时应该按礼仪光脚出席
（那自然是脱鞋脱袜喽），但宗主皇帝不想让这些藩国的君
主太享受，不许其按礼仪行事。其实就是想恶心一下藩国
的君主，让他们知道他们还不算老大，真正的老大是刘氏
皇室。
其他史料中，虽没有类似卫出公那么极端的例子，但
零零星星的有一些关于脱鞋的记载。比如《汉官旧仪》中
有，
“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掾吏见丞相必须
脱鞋，丞相站起来回礼。刘邦优待萧何，特许他可以佩带
着宝剑，穿着鞋子上殿。这个规定应该可以反证，其他大
臣不能佩剑穿鞋上殿。
中国文化向来有自上而下的传统，既然庙堂上有此讲
究，民间应不会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为何会有这样的礼
仪呢？如果单独视之，似乎有点怪，其实放在彼时彼地，一
定有其现实考量。我分析，除了安全因素（预防把短兵刃
藏在袜子里），卫生角度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想想我们
小时候的农村，到处都是土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古代
的情况只能更糟。鞋子每天都是脏的，而草鞋、布鞋甚至
绸缎鞋的防水性和抗污性都不强，袜子也不可避免受牵
连，干净不到哪里去。若走路时不慎踩了一脚狗屎，沾得
四处都是，然后到别人家中做客，就更显得没礼貌。因此，
脱鞋脱袜便成必要。脚板再不雅，总是赤裸裸光杆一个，
沾染的污物比鞋子和袜子要少。时间一长，就成了礼。
时 至 今 日 ，卫 生 条 件 好 了 ，袜 子 比 脚 丫 子 干 净 ，再
当面脱袜就要挨揍了，但到别人家做客换拖鞋还是必
要的礼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