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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高楼
□王灿鑫

□孙见坤

上下求索

人生边上

它也是生命
□周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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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
戴着镣铐的舞蹈戴着镣铐的舞蹈

负暄琐话

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余志勤

经学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是儒
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经学，首先
应正本清源，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经学。

汉代郑玄注三礼，每每遇到经文彼此
矛盾时，郑玄便解释为夏礼、殷礼与周礼
不同，或者干脆征引谶纬来调和彼此矛
盾。如果不这样，经学就变成了历史文献
学。民国以来，学界对十三经的研究从未
停歇，也有许多成果，但这些并不会被当
作经学。

经学研究不仅要调和经典文本之间
的矛盾，也要调和先贤注解之间的矛盾。
比如，郑玄兼通今古文学，囊括大典、网罗
群经，他所作的《毛诗笺》有时就会对《毛
诗传》提出异议。后世孔颖达在撰写《毛
诗正义》时，既不能说毛公错了，也不能说
郑玄错了，两难之间，只有调和。

现代学者批评古代经学家，说得最多

的便是“保守”，批评他们不敢怀疑经典，
也不敢怀疑前人注释。这其实是对经学
的不理解，因为怀疑了经典和旧注，就不
是经学的研究方式了。可以说，经学就是

“戴着镣铐跳舞”。
这个“镣铐”包括：经典间无矛盾原

则、群经大义相通原则、先贤注释有限无
错误原则，有时还要包括经典文本无错误
原则。

郑玄注《礼记·王制》：“殷所因夏爵三
等之制也……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孔
颖达却说：“《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
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
黑，亦从三等。’案《孝经》夏制而云‘公侯
伯子男’，是不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
不可用也。”

孔颖达没有死守郑玄之注，因为郑玄
之注与《孝经》不合。只有先贤注释与经

文不合时，经学才会承认先贤有误，若是
与其他注释不合，或者调和，或者驳斥。
孔颖达没有直接批评郑玄，而是先找到郑
玄立论的依据——《礼纬含文嘉》，然后通
过《孝经》经文否定《礼纬含文嘉》，进而否
定郑玄。这是一种既纠正郑玄错误又维
护郑玄形象的做法，在现代学者看来十分
多余，然而正是这种做法体现了先贤的宽
厚和敬畏。

现代学者对于经学家的另一种常见
批评是“烦琐”。《十三经注疏》或《正续清
经解》，对几万字的经书注疏了几十万字，
真是烦琐极了。其实，经学家的主要精力
用在对之前的各种解说进行征引、分析，
既然要对之前各种学说进行一番梳理，那
么著作的卷帙自然会越来越多，这与我们
写论文时的文献综述类似。

当烦琐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新的

学术范式兴起，进而取代旧有范式。两
汉章句之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古文学
便大行于世，随后又有魏晋时的新经
注。六朝义疏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
有《五经正义》来总结，进而出现宋元人
之注。清代朴学发展到后期，也有宋学
和今文学的重新兴起。

换言之，经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绝
不是保守、僵化的同义词。这种发展变化
有许多原因，既有经学内部学术发展的原
因，也有外部社会、政治形势变化乃至书
写传播工具进步等原因。因此，对于经学
一定要破除保守、僵化、烦琐等误解。

五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经学是
传统学术的主体，一个有志于学习或研究
中华文化与历史的人，都应对经学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和认知。

（作者单位系上海社会科学院）

就在车库旁，就在那株我叫不出名
字的草叶间，它一动不动地立着。它的
翅膀交叠在一起，粉绿粉绿的。当然，最
惹眼的，还是那粉绿中央的黑色，犹如一
滴晕开在宣纸上的墨汁。这粉绿中的
黑，在略带枯黄的草叶中很是显眼。

这真是一只漂亮的蝴蝶。如果把它
做成标本，我不就能永远拥有这美丽了
吗？如此想着，我不由俯下身子，伸手抓
住了它。

翅膀被夹住，又没有了草的支撑，蝴
蝶显然很恐惧。它纤弱的小肚子开始颤
摆，触角与腿似乱风中的丝线——想必，
也是拼了全力吧？

“它也是生命啊！”凉爽的晨风里，似
乎有女儿的声音传来。我心头一软，手臂
不由得伸直了——伸向蝴蝶刚才待过的
那株草。我轻轻松动食指，蝴蝶的翅膀便
艰难地打开，随后是几下微弱的颤动。

“蝴蝶还能活多久呢？或许，把它制
成蝴蝶标本，让它的美丽更长久地存留
下来，才是它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吧？”
我不由得暗暗嘀咕着。

“那是人的想法。”突然，女儿说过的
话语再一次敲击着我的耳膜。

那一年，我从张家界带回几只蝴蝶
标本，女儿看到了，很是可怜那些蝴蝶。
我说：“反正蝴蝶的寿命也不长，能被做
成标本，让自己的美丽永存的同时，也美
丽了别人的眼睛，这可是蝴蝶生命价值
的最大体现呢。”没想到，当时尚读小学
的女儿却反驳我说：“那是人的想法。我
们不能把人的想法强加到蝴蝶身上。对
蝴蝶来说，自然地生，自然地死，那才是
最好的一生。”

当时，只觉得小丫头偏激。可是，此
刻想来，又觉得女儿的话颇有道理。对自
然界的生灵来说，能够顺应自然地生，顺
应自然地死，才是最理想的生命历程啊。

忽又想起那天凌晨，正在洗漱的女
儿告诉我，水池边有只小虫，“晚上总是
叫，吵得我睡不好”。

我连忙走过去，在晨曦的朦胧中，看
到了一个指甲大的黑点。就是这只小
虫，搅得女儿整夜睡不好觉，我随手抄起
家伙，想一下子拍死它。

“别打！”没想到女儿连忙阻止了
我。她放下手中的牙刷，轻轻伸出手，捂
住小虫。然后，开窗，撒开手，那小虫滚
动着，爬出她的手掌心，爬到了栏杆上。

“我平常都是这样捉了放到外面去
的，已经有好几次了。”女儿告诉我。

我没有吭声，因为我知道，在女儿的心
中，即便是扰了她睡眠的小虫，也是生命。

是啊，它们都是生命——包括这风
中战栗着的彩蝶！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一中）

盼雪
向天借得琼瑶洁，再赋河山如玉切。
直下神州扫雾霾，人间万里皆澄澈。

远眺
居高势可与云摩，却道风光未见多。
待得雾霾澄净后，琼楼助我眺山河。

漫步
吟诗总觉欠高奇，直到春来未解颐。
忽听枝头歌婉转，原来好句在莺啼。

站台
离歌偏不唱阳关，一任无言到笛残。
从此站台时入梦，梦中微雨立斜栏。

（湖南省南县立达中学 刘曙光）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辛弃疾该
是手握宝剑、身骑快马，威风凛凛地驰
骋沙场的形象。但理想与现实有太大
差异，真实的辛弃疾藏在他那婉转曲
折的词作里。一首《水龙吟》，一曲英
雄的悲歌——他是故国永远的游子，
他是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英雄，因为
他生活在南宋那个特别的时代。

辛弃疾虽然来到江南，但他与偏
安朝廷的官场作风始终格格不入。顾
随在《苏辛词说》里评价辛弃疾“性直
而率，戆而浅”，实在妙绝。辛弃疾在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登上高楼，看宝
剑，拍遍栏杆——一个“遍”字，窥见他
内心的满腔愤慨。然而，所有人都在
这醉生梦死，不会有人跟他聊一聊江
山，聊一聊江北之地。

此时，楚天、清秋成为一个辽阔苍
茫的背景，让人不禁想到古往今来那
些登高望远之人，大有一种“念天地之
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壮。叶嘉莹
在评价辛弃疾时认为，许多人都误读
了豪放词，以为只要说几句激昂慷慨
的话就豪放了。其实不然，“真正好的
词都是有一份委婉曲折、含蓄蕴藉之
美的词”。正如辛弃疾，他当然不会一
味地高喊“收复失地”“壮志难酬”之类
的陈词滥调。

辛弃疾之所以不同寻常，正是因
为他善于用意象展现内心冲突，展现

生命里的那种无奈和惆怅。
在《水龙吟》的下阕，他一开始便

用了“莼鲈之思”的典故。一般人读这
个典故，是思慕张翰的清高，而辛弃疾
的情感却百转千回——他也想回家，
可是家在金人的铁骑之下，他如何回
家？其实他并不是思慕张翰，而是用
张翰的典故来审视自己的生命。所谓
豪放，就在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让人觉
得悲壮而又热血沸腾的情感，一种许
多人都丧失了仅有少数人身上还存留
着的志向，这种情感、这种志向，让人
肃然起敬。

说到底，辛弃疾是一个将士，而不
是一个士大夫。他不像一般文人，“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没有
退路。因此，他想到张翰后，又想到刘
备，他告诫自己，即便可以在江南安
家，但“求田问舍”只能徒增羞耻。

辛弃疾用了一个“羞”字，将所有
的抱负和无奈全都倾泻出来。此时的
辛弃疾已经南渡 12 年，一直没有得到
北伐抗敌的机会。尽管后来，他安置

了产业，但在新房建成之日，他的《上
梁文》里写的依旧是“直使便为江海
客，也应忧国愿年丰”，他一直念着的
依旧是国家。在一片歌舞声中，辛弃
疾显得如此孤独，无人能擦去英雄的
眼泪。

有人说，辛弃疾喜欢用典故。其
实，典故之用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如何
运用。辛弃疾是带着情感来运用典故
的，所以读者往往感受的不是典故里的
人，而是在感受辛弃疾，感受他内心的
渴求。辛弃疾对北伐的期待与对现实
的绝望，构成了他情感冲突的主旋律。
他愈发期待，也便愈发陷入绝望，他的
命运就像他在晚年词作里写的那样：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的泪水是英雄之泪，他的

痴迷、追逐、热情、理想都在词作里。
面对与时局的对抗、与命运的对抗，辛
弃疾只能悲壮地写道——“倩何人，唤
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都
香城中学）

远山含黛，近水多情，青褐色石板
铺成的村巷中人流如潮。但我却深深
知道，那么多往来不断、操着不同口音
的寻访者，远比当年络绎出入的人流，
更多了一双敬畏和惊讶的眼睛。

那座四层角楼就立在马家大院的
东北角，一座土木结构的高楼，经风历
雨 70 余年，依旧屹立如故。登至四
楼，忍不住打开窗子迎风远眺，富有田
园诗意的巍山坝子视野开阔，四围田
畴、村落、山水，尽收眼底。想来，70多
年前，大院的主人马如骥，应该常常伫
立在他花费大半辈子心血苦心筑就的
这座高楼上，远远地望着他的骡马队
伍，伴着叮当作响的清脆马铃，以浩浩
荡荡的气势，翻山越岭，走村过寨，涉
水过河，最终在视野里完全消失。

坦荡的巍山坝子被黛色的远山合
围，流出一道蜿蜒多情的红河之水，远
处则是一个个屋舍密集的村庄，最终
让细线一般的路道连接着——这就是
当年马家骡马大队，沿着先辈的足迹，
用汗水和血泪踏出的“三进”“三出”起
始路阵图。遥想当年，马道上的回族
汉子，每一次出发远行，载满乡愁的眼
睛一次次地回望，每一次归来，同样是
那双归心似箭的眼睛，在远山深处、云
天相接的大山垭口顾盼。这座四层的
角楼，成为远行游子双眼和脑海里故
乡的全部。

东莲花村因马帮盛行，被冠上“马
背上的名村”之誉。民国 30 年，依靠
走马帮致富的马如骥在村子里建成马
家大院，一时远近轰动，成百上千的地
方官绅、四邻乡党纷沓而来，竞相观
瞻。这个融合汉、白、回等多民族风格
的院落，巧妙地将“六合同春”“四合五
天井”“三房一照壁”“走马串阁楼”等
建筑艺术融汇一体，布局合理、功用分
明。特别是矗立于院落东北侧的四层
角楼，气势巍然，成为马如骥人生高度
的最好诠释。

据当地文献记载，作为富甲一方
的“大马锅头”，马如骥拥有上百头骡
马，他的马帮队伍在纵横云岭的茶马
古道和博南古道上，北通川藏、西走夷
方、南抵缅越、东达昆贵，谱写出蒙化
马帮行走三滇大地的无尽传奇。让人
感佩的是，马如骥一生乐善好施，仗义
疏财，人们至今还铭记着这位老人一
生的功绩：办学校、兴教育、治河患、赈
饥荒……马如骥还带领其弟马如清、
马如骐与村里人共同发家致富，成为
当地有口皆碑的大儒商。晚年，马如
骥力主保护马家大院完好，为后人留
下了这座价值连城的重要文物。事实
上，从这座高楼建成那天起，就是一座
伟大的艺术丰碑，更是云岭高原一代
代人们心中的精神脊梁和奋发之源。

立身高楼之上，那美轮美奂的格
门雕花，沉寂于时光中的砖瓦花木，让
我感慨万千——云岭高原就是一部被
马蹄踏出的文明史。东莲花村马家大
院的短暂停留，让我愈发感到，在这漫
长的文明史征程之中，有太多坚毅的
身影，用汗水和辛勤，抒写出厚重的人
生篇章。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大理州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