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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樱桃带雨红
□王永清

《清露》 河南省通许县阳光小学 杨永岗

我的
画廊

从禅让制到家天下
如切如磋

物语

唐代诗人崔颢南游，登武昌黄鹤
楼，感慨系之，写成了被誉为唐人七律
第一的《黄鹤楼》诗。这首诗古今传本
异文颇多，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昔人
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
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
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
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记载：“及
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
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
云。”是不是李白就心悦诚服、善罢甘休
了呢？李略在《该闻录》中说，李白“欲
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为：“凤凰
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
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
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
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比较
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登金陵凤
凰台》，不难发现在构思立意、谋篇布
局和声律用韵等方面，李白明显受到

崔颢影响。因此，《该闻录》中“拟”字
用得十分准确，清楚地表明了李白对
崔颢的效仿。

其实，李白对崔颢的效仿，除了家
喻户晓的《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外，还有
鲜为人知的《鹦鹉洲》一诗：“鹦鹉来过
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
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
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
目，长洲孤月向谁明。”这首诗吊古伤
今，怀祢衡而自嗟悼。清人方东树在

《昭昧詹言》中说此诗“未尝有意学之而
自似”，似有为李白辩护的意味；方回在

《瀛奎律髓》中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太
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

尽管李白堪称唐代诗歌巨擘，但
毋庸讳言的是，其《登金陵凤凰台》和

《鹦鹉洲》两首诗，确实是对崔颢《黄鹤
楼》诗的模仿之作。至于李诗和崔诗
的优劣，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话题——尊崔抑李者有
之，尊李抑崔者有之，认为两者平分秋
色、功力悉敌者亦有之。

撇开艺术优劣不论，李白对崔颢
的效仿又意味着什么呢？金圣叹认为

“出手早低一格”，许印芳更毫不客气
地指出：“《凤凰台》《鹦鹉洲》二诗，未
能自出机杼，反袭崔诗格调，东施效
颦，贻笑大方。”他们不是在评品艺术
的高下，而是在否定效仿本身。其实，
面对崔颢的大作，李白敛衽搁笔，便表
明了推崇之意，至于李白对崔颢诗歌
进行效仿，则凸显了李白不薄今人、以
时贤为师的情怀。可惜，后世文人的
许多议论，往往剑走偏锋，没有看到李
白的高情雅意。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一般来讲，中国古史将三皇五帝的公
天下定义为氏族共治时代，而家天下则反
映了私有制壮大和阶级起源。在儒家看
来，家天下是很自私的，一个理想的国家必
须要“选贤与能”，而不是“选亲与私”。

孔子对礼让精神十分推崇，但他主张
的周道却并非如此。西周以“封建亲戚”为
特征，虽然也有封太公于营丘、封武庚于殷
等史迹，但都是开国之初的政治安排，大多
封王者必然有“裙带关系”。这意味着旁人
无缘裂土封王，最高权力的让渡更是无从
谈起。其间矛盾，如何调和？

儒家自有说法。最高权力从禅让到家
传再到谋篡，其对应的政治生态是五帝大
同、三代小康和当今乱世，政治道德呈逐级
递减的态势。因此，如果连三代秩序都不
能恢复，又何谈五帝之政？

近代论家对禅让的儒家式阐释多持怀
疑和否定态度，因为后世谋逆者总会利用
禅让传说为自己开脱，而世道越来越坏的
历史退化论，更不为当代史学家所接纳。
其实，将禅让与大同挂钩，实际上赋予了禅
让过分多的道德色彩，而将后世人们善良

的道德寄托当作禅让可得证成的基础，也
并不见得可靠。

原始社会中的人们，对“帝”的认识，恐
怕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以轮替的职业，既
不与强权统治有过多干系，也不与道德相
牵扯。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禹死之后，“益
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如果这
个传说可信，那么禹依旧沿着先辈的路子
实行了禅让，而益高风亮节，自知不如启贤
明，所以主动让位。故事相当美好，虽说听
起来有些不真实，但人们乐于接纳，况且也
没什么可质疑的理由。

事实真是如此吗？晚清王国维先生披
沥史料，从宋前古书一条条考析辑出《古本
竹书纪年辑证》，记载了禹启权力更迭的一
些线索。《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记载：“益干
启位，启杀之。”字字惊心！原来，益并未

“辟居箕山之阳”，却为启所诛。
再回到《史记》寻找蛛丝马迹。《史记》

说，禹死后让位给益，益让位给启，然后跑
到箕山之阳隐居。这里有三个疑点：益如
果觉得自己不够贤明，为何不效仿许由早

早遁居山林，却依然接受了禹的让位？既
然益接受了禹的让位，又为何迅速让出王
位？益隐居箕山是自愿还是被迫？

《史记》还说，益即位后，诸侯都去朝见
启，却不朝见益。难道诸侯会公然违背禹
的遗愿吗？《史记》的这段材料来源自《孟
子》，但《孟子》只说，天下的人都去讴歌启
而不讴歌益，朝觐讼狱者都去求助于启而
不去求助于益，至于原因则避而不谈。其
实，司马迁已经提到了原因——“益之佐禹
日浅，天下未洽”。

益使“天下不洽”的原因是“佐禹日
浅”，既然禹决心推荐益接班，为什么不让
他多多跟随在自己身边？考察先例，尧推
举舜之时，让舜在自己手下干了二十年，又
让舜摄政八年。禹呢？另一部古书透露了
一些细节，《战国策·燕策》记载，禹虽允诺
传位给益，但却提拔启的心腹居于要职，传
位之时，又借口启不足以担负天下责任，传
位于益。禹方去世，启和党羽就攻击了益，
夺取天下。

看来，禹只是名义上传位给益，实际上
早已作了安排，确保启在自己去世后能夺

得王位。这段记载在竹书纪年未重现人间
的时候不为人所重视，因为攻击儒家非常
得力的墨家，对禹、益、启之间的权力转移
也并未有歧说。

现在，燕国史料与魏国史料相印证，鲁
史定论受到动摇。似乎可以如此猜想：禹
启父子二人凭借多年掌权，已然培植起一
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来保证家族传承，但禅
让毕竟有强大的制度惯性，贸然改弦更张，
禹会承受莫大压力。禹有意更易，启跃跃
欲试，显然自黄帝以来，一个千载未有之大
变局已悄然来临。

幸好，历史保留下了一些佐证。上博
简中的《容成氏》描绘了夏初政治变故前夜
的华夏王庭：“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
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
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
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这真是一份令人震惊的记载。原来，
《史记》只讲了故事的后半段，却没有讲前
半段——益居然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只
是皋陶的替补。当禹已渐渐垂暮，可孚天
下重望的继承人却闭门不出，这种局势势

必引起国人议论，国中气氛也一定是外松
内紧、波云诡谲。禹王伏枥、皋陶养晦、公
子启党羽渐丰，局势已经紧绷到令人捏
汗。这时候，突然传来消息，皋陶死了！

皋陶的突然死亡显然出乎禅让派意
料，仓皇之间，他们居然推出一个未知深浅
的益来接班。禹何等谋略，眼见对手昏招
迭出，一切尽在掌握，国祚当移姒家，天下
大局已定。启策动天下向益发难，另立朝
廷，部族头领何以迅速倒戈？天下舆论何
以突然转向？歌颂禹接班人益的群众又何
以转而歌颂起了启？因为意料之中的事如
约而至，益的行事落人口实。

王船山先生《楚辞通释》提到《竹书》的
另外一则故事最终拨开迷雾：在益继位之
后，因患施政处处掣肘，急于撤吏削藩，居
然拘禁了启。这便让启党找到了“清君侧、
靖内难”的借口，攻杀了益。

禹的处心积虑，皋陶的避祸暴毙，益的
焦躁莽撞，启的果断坚决，造就了这场宫廷
政变。这场政变，也让禅让最终变成美丽
的幻想，它终结了公天下的秩序，开创了数
千年家天下的大局。

负暄琐话

崔颢题诗在上头
□朱美禄

“四月樱桃红满市”，现在正是樱桃
上市的时节，行走在初夏的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提着小竹篮卖樱桃的人。红宝石
般的樱桃张着惺忪的眼，勾住人的魂儿，
便禁不住买了一些回家。

洗净的樱桃盛入白瓷碗内，越发生
动可人，鲜红娇嫩，仿佛唐诗宋词里走出
的婉约女子，一颦一笑之间，风情万种。
拈起一颗，捏着细长的绿梗子，轻轻送入
口中，细抿，咀嚼，甜蜜的汁水倏地就流
了出来，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悠长。

樱桃玲珑、古典，犹如美人，文人雅
士更将其描写得百媚千娇。唐太宗曾这
样赞美道：“朱颜含远目，翠色影长津。
乔柯啭娇身，低枝映美人。”南唐后主李
煜则写道：“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
暂引樱桃破。”白居易还留有风流名句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古人真是饶
有情趣。

据《说文》考证：“莺桃，莺鸟所含食，
故又名含桃。”后来演变为樱桃。樱桃有

“仙果”之称，其“最先百果而熟”，所以特
别受人重视。《礼记·月令》记载，周代以
樱桃用于贵族宗庙的祭祀；清代李渔在

《闲情偶寄》中也说道：“花之最先者梅，
果之最先者樱桃。若以次序定尊卑，则
梅当王于花，樱桃王于果……”

去年五月，拜访一位朋友。走进村
中，只见三三两两的农舍，依山傍水，静
笃安详。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到处可见
樱桃树。樱桃红了，颗颗圆润饱满，俏立
枝头，将整个村庄渲染成了一幅画，真有

“心源一种闲如水，同醉樱桃林下春”的
感觉。顺手摘下几颗樱桃，放进嘴里轻
轻咀嚼，甜而不腻，有种淡淡的山野清
香，就像淳朴的山里人，可爱、本分、
厚道。

樱桃美味可口，常吃能够养颜驻容，
使皮肤红润嫩白。《备急千金要方》载：

“樱桃可多食，令人好颜色，美志性。”樱
桃的药用价值也不可低估，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记载，樱桃有益气、祛风湿、透
疹、解毒等多种药效。

南唐冯延巳的《采桑子》写道：“小堂
深静无人到，满院春风，惆怅墙东，一树
樱桃带雨红。”樱桃虽美，但樱桃熟了，大
好的春光也要过去了，难免让人生出时
光匆匆、岁月无情之感。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枣阳市刘升中学）

从《学记》中体悟身教
□肖汉斌

重视身教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
身教与言传经常并列使用，甚至更重于
言传。孔子就非常重视身教——他处处
正身正行，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行”；事事以身作则，做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以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
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学风
教风影响学生，为学生树立楷模。

儒家经典《学记》指出：“善教者，使
人继其志。”懂得教育教学艺术的教师，
能够使学生继承他的崇高理想，而想达
到这种效果则需要教师率先垂范的身
教。要使学生“继其志”，教师就要以崇
高的志向、远大的理想感召学生。《学
记》说：“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作为
教师，应该放眼世界、胸怀天下，关注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不能只将教学
当作一门谋生的职业或手段，将自己禁
锢于所教的学科。如果教师仅仅是满
足于“扁平化”的工作，一味地追求个人
的功利得失，就无法引导学生，更无法
培养出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才。

教师想让学生达到《学记》所说的
“亲其师”“信其道”“继其志”目标，就应
该亲近、尊重、理解和信任学生。教师
在学生的生活上多一点关爱，学生就会
感受温暖；在学生的学习上多一点指
导，学生就会感受喜悦；在学生的精神
上多一点鼓励，学生就会感受自信。教
师眼里不能只有分数，不能只盯着学生
成绩，而应该全方位关心、爱护学生，让
心与心的距离更近，这样学生才会亲近
教师，才会感受来自教师的人格魅力。
当教师在人格上赢得了学生的心，学生
就会产生尊敬与仰慕之情，并且心悦诚
服、心甘情愿地接受教师的教育和培
养，真正达到“亲其师”“信其道”“继其
志”的目的。

《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
师。”如果仅凭一点以前学到的“死知
识”应付学生，是无法成为优秀教师
的。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
识，才能对学生进行“博喻”，做到“善
喻”。孔子十五岁“志于学”，一生“广求
博览”“乐习不倦”，甚至“发愤忘食，乐
以忘忧”，最终达到“从心所欲”的境
界。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无一不以勤勉
好学的精神和行动为学生树立榜样。
这种身教远胜过“呻其占毕，多其讯言”
的说教，一定会给学生无形而又深远的
影响，使其终生难忘。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新邵县坪上镇
洪溪学校）

学而时习

山路
杨叶飘零枫叶红，
惊寒雁阵写晴空。
歌声荡漾归乡路，
慈母徘徊旧院中。

忆梦
顾睇频繁疑又惊，
匆忙岁月写功名。
相逢细说儿时事，
竹马青梅也是情。

故乡
峥嵘往事路蜿蜒，
宿鸟啁啾久未眠。
夜半月光辉几户，
一天朝雨洗千山。

佛音
细观花叶悟菩提，
心性圆融破执迷。
勤拭镜台明物我，
尘埃何处梦依稀。

（甘肃省靖远县第一中学 张小华）

□爰 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