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金锐 电话：010-82296735 投稿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全 年 定 价 ：135.00 元 零 售 价 格 ：3.00 元 印 刷 ：人 民 日 报 印 刷 厂 地 址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金 台 西 路 2 号 质 检 电 话 ：010- 65369738

周刊文 化
让 教 师 诗 意 地 栖 居

16版
2018年4月4日

柳是河的情人
□尚庆学

人生边上

以作者的态度赏析诗词以作者的态度赏析诗词

诗人玉屑③ 中国的诗文批评往往讲求“知行合一”，既表现在通过批评促进创作，又表现在只
有创作者才能成为高明的批评者。当跨越千百年，重新鉴赏古诗文时，如果没有创作
实践，恐怕鉴赏也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

贾代儒是贾府义学里的老师，出

场不多，但很有意思。

明清时期的教师，基本上可分为

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官学中的教师；二

是书院中的教师，既有官办的也有民

办的；三是职业教育机构的教师，比如

武馆、算学等；四是塾师，尽管明清时

期官学已经很普遍，但仍然不能满足

需求。贾代儒就是这样的一个塾师。

我国古代的教师职业极不稳定，

人们选择教书工作，只是一种过渡性

的临时谋生手段。明清时期从事教

师职业的人，一般是通往科举路上的

儒学生员，即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

试过关而继续学习的学生，或称“秀

才”。贾代儒是一个一生都没有在科

举场上有过成绩的人，因而其社会地

位也会受到影响。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贾代儒检

查宝玉读书，宝玉读到“这章书是圣

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

到老大无成”时，就感到失言，担心再

说下去会伤先生的自尊。《聊斋志异》

作者蒲松龄做塾师40多年，虽然满腹

经纶，但却累试不中，最后一次乡试

已经 65岁。郑板桥也是从 26岁开始

设塾授徒，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到 40

岁时才中举入仕，脱离塾馆。

古代教师的另一种来源是因各种

原因而退离官场体制的旧官员，有的

是被贬谪，有的是回家侍奉父母，有的

是年老体弱，有的是看破官场而回乡

从教。《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就是这样

一类塾师，他先是中了进士升为知府，

由于不懂潜规则恃才侮上，被上司寻

个空隙参了一本，革职罢官。罢官之

后，贾雨村先是在甄家为甄宝玉当塾

师，因其祖母“溺爱不明”“侮师责子”

而辞职，后来被苏州巡盐御史林如海

请去家中坐馆，成了林黛玉的老师。

许多塾师的教学方法并不得体，

家长的选择标准也很“粗暴”，从《红楼

梦》中贾政的一段话即可得知：“老辈

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只在本家择出

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如

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但还弹

压得住这些小孩子们，不至于颟顸了

事。”可见，家长择师的标准并不是人

品和水平，而是看能不能镇得住孩子。

《红楼梦》没有写贾代儒是怎么

教学的，但从他对孙子贾瑞的教育过

程中可以知道，他不是一个懂教育的

好老师。《红楼梦》第十二回，贾瑞被

王熙凤的相思局折腾一夜回家后，贾

代儒并没有把情况搞清楚，也不考虑

孙子的身体状况，而是严厉处罚。“贾

瑞直冻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饿

着肚子，跪在风地里读文章，其苦万

状。”这简直近乎没有人性了。

《红楼梦》没有直接写贾代儒的报

酬，只是从侧面反映了他家生活的窘

迫。贾府的家塾属于义学性质，对穷人

是不收费的，贾代儒的报酬实际上由宁

荣二府支付，学生中富贵家庭也有给报

酬的。秦邦业“因是儿子的终身大事

所关，说不得东拼西凑，恭恭敬敬封了

二十四两贽见礼”，薜蟠也“白送些束

修礼物与贾代儒”，但没有说具体的数

目，只知道后来贾瑞病重要吃人参汤，

“代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荣府来

寻”。贾代儒这种情况也基本能够代表

明清时期大部分塾师的收入水平。

关于明清时期塾师的社会地位，

可以用郑板桥在考取功名后的一首

自嘲诗当作总结：

教馆本来是下流，

傍人门户渡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

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

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作青云步，

遮却当年一半羞。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监利县教育局）

负暄琐话

□李 明

漫谈贾代儒
□张晓冰

与西方相比起来，中国的文学尤

其讲求知行合一。西方的求知并不是

直接为了实践的需要，他们的哲学活

动也往往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亚里

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理智

分为“沉思的理智”和“实践的理智”：

“沉思的理智同实践与制作没有关系，

它的状态的好坏只在于它获得的东西

是真是假。”康德也将纯粹理性与实践

理性分开研究。在这样的思维方式

下，西方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可

以分立的，如学者罗根泽先生所说：

“他们自罗马的鼎盛时代，以至18世纪

以前，盛行着‘判官式的批评’，有一班

人专门以批评为业，自己不创作，却根

据几条文学公式，挑剔别人的作品。

由是为作家憎恶，结下不解的冤仇。”

中国思想家则认为，相比“知”而

言，“行”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荀子·

儒效》篇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

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而止矣。”汉代刘向在《说苑·

政理》篇中也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

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

之。”后代的思想家多强调“知”与“行”

的一体性。宋儒程颐云：“知之深，则

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

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南宋理学家

张栻也说：“知之进则行愈有所施，行

之力则知愈有所进……盖致知、力行，

此两者功夫互相发也。”理学大家朱熹

则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

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

重，行为重。”明代王阳明更是提出“知

行合一”，其《传习录》云：“某尝说知是

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

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

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

工夫，本不可离。”

在这种知行观之下，中国诗学往

往认为创作和批评是一体的。这种

一体性体现在几个层面上。其一，批

评可以促进创作。就古代的诗词写

作而言，作者都要先从模仿古人开

始，因此辨别和评赏古人妙处的批评

性话语可以起到指点作用。其二，批

评是为了创作。古人的诗话类批评

著作都是为了指导创作，而不是为了

纯粹求知。《文心雕龙》中“论文叙笔”

的20篇文体论和“剖情析采”的19篇

创作论，都以指导创作为目的。唐代

流行的诗格、诗式类著作，也都是以

作诗的声律、对仗、句法等法式为主

的。从宋代开始，大量诗话也在通过

技巧的谈论启发后学，如姜夔在《白

石道人诗说》中点明用意曰：“诗话之

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

而使之能诗。”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诗文评”类小序中论诗文评之

功能云：“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

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其中，“有裨

于文章”正是诗文评的意义所在。

中国诗学中创作和批评一体性

的第三个层面，是说只有创作者才有

资格做最好的批评。曹植在《与杨德

祖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盖有南

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

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他反对的是“刘

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

掎摭利病”。清代诗学家徐增在他的

《而庵诗话》中也说：“诗之等级不同，

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

人诗出。学问见识如棋力酒量，不可

勉强也。”“今人好论唐诗，论得着者几

个？譬如人立于山之中间，山顶上是

一种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种境界，此三

种境界各各不同。中间境界人论上境

界人之诗，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

而论最上境界人之诗，直未梦见也。”

正如现代学者方孝岳先生在他的大作

《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批评家固然

站在旁观的地位，但是天下事往往要

身历其境的人才能说得清楚；隔岸观

火，终不能得其究竟。我们常时听见

人家说‘眼高手低’，又有人说‘眼有

神，笔有思’，这就是说只能批评而不

能动笔。这种人比较既能评又能作的

人，就不免相差一筹了。”

因此，古代许多诗文评的作者在

自道写作渊源的时候，都强调自己是

经过多年学诗而深得其中甘苦的。

黄子云《野鸿诗的》云：“余经三十年

困苦中研出，故不得不以授人。”清代

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三云：“吾尝与

高大将军语，嘱曰：‘君辈慎勿谈兵，

非身历行伍，九死一生，岂知此中消

息。’噫！吾十三学诗，今五十五稔

矣，刀痕箭瘢，遍体鳞皴，然后敢为后

生言。”注诗也是如此，必须要对诗学

有深厚体验者才能做好诗注，如清代

学者钱大昕《杜诗注释序》所言：“故

尝谓注诗者，必深于诗。”选诗亦然，

明代前期的诗学大家李东阳在他的

《麓堂诗话》指出：“选诗诚难，必识足

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

一代者，乃能选一代。”

对于当今的诗词教学而言，最需

要注意的即是——创作者才能更好

地进行文学批评。基础教育阶段的

诗词教学主要定位在“赏析”这一层

面，但如想更好地“赏析”，有一定的

创作经验是最好的帮助。这是一个

传统诗词复兴的时代，所谓复兴，不

应该只是口头赏析，更应该身体力

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应该将自

己定位为一个创作上的学习者。这

样，古人就成为可以攀谈的师友，而

不是只供分析的对象——以作者的

态度去赏析诗词，必能得其肯綮。

（作者单位系西安交通大学）

一场细雨，浸润了僵硬的柳条；

一场暖风，光滑的柳条上便冒出了点

点新芽。

不知是春天唤醒了柳枝，还是柳

枝唤醒了春天，河岸上升腾起一道淡

绿的云烟，新燕在云烟中穿梭、歌唱，

热情的河水拍下了新燕戏柳的靓照。

儿童在新柳下徘徊。不是捕蝉的

时节，没有鸣蝉招引，是嫩绿的柳芽挑

逗了他们，他们折一枝带芽的柳条插

在河水边，让河水感受到柳条的心愿。

在我刚够得着柳条的儿时，也曾

折过柳条，回家插在房檐下，给细雨中

的清明献上一份绵绵的思念，给自己

的未来送上一个美好的祝福。奶奶

说，清明不插柳，红颜成皓首。我不知

道这是为什么，只知道柳枝是极易生

长的，只要与河靠近，就能永葆青春。

那时，柳枝对我有着另外的诱

惑。我们手拿柳枝经过军营旁边，有

位战士产生了兴趣，要过一段柳枝，

抽出里面的柳骨，剩下吸管一样的

皮，再用小刀削一端的皮，稍稍压扁，

含在嘴里，竟然吹出了好听的声音。

原来这就是柳哨，我们也学着做，一

边吹，一边在河边跑。小河刚刚接受

了柳条的绿意，现在又理解了柳哨的

呼唤。

爷爷说，柳木不成大器，可是没

有柳树，春天就会迟到，河边就少了

生气。那时我听不懂，觉得爷爷可能

说的是古诗。后来渐渐弄懂了这首

“古诗”，觉得柳树天生就是河的卫

士、河的伴侣。河因柳美，柳因河媚，

它们是一对恩爱的情侣，所有人都见

证了它们的真挚。

每年春来，第一个向小河报告的

就是柳树。它用早春的细雨洗去一

冬的慵懒，借着暖风伸开柔软的枝

条，开始吐露爱慕的芽儿，向小河发

出一串串多情的短信。小河微波荡

漾，适时接收到柳树的电波，发出热

情的呼应。于是，尽显“一簇青烟锁

玉楼，半垂阑畔半垂沟”的情境。

可是，有一年，村头的小河干涸

了，岸边的柳树便打不起精神。后来

干脆伐了柳树，换上梧桐。可惜梧桐

不懂柳意，只知招凤引凰，不思清流

之源。到头来，河枯树单，其状可

叹。直到再次治理小河，重植岸柳，

才换来河水清清、烟柳蒙蒙的和谐。

早有晨练乐，暮有落日闲，安然自得。

其实，有情者并非只有柳树与河

流，大自然中比比皆是，天人和谐，自

然情深意切。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连云港市赣

榆区柘汪中学）

登五老峰

白袷襜襜上碧穹，中怀缈缈思高崇。

涧云初动青蝴蝶，烟岫横依玉螮蝀。

问道重阳今日去，访仙五老此心同。

弦音荏苒纷如昨，羡客婵媛藉好风。

对雪

卫公置酒酬诸客，招饮瑶池小苑东。

避地玉杯歌郢雪，围炉云阙落春风。

高怀愧负三秋歇，古调清吟五载同。

道在半为行远达，坐观六出混朦胧。

立春

东风轻屦绣衣并，披闼向园兰气迎。

梅柳已开人七日，烟霞待许契三生。

一春事业随阳长，半卷歌诗对景明。

漫说岁来繁霜鬓，且簪彩胜趁诗情。

元夕

清诗堪赋此良宵，弟妹团栾慰寂寥。

迢递金莲灯已上，殷勤玉斚月同邀。

承欢昔岁双慈近，课子春时半日消。

旧梦豪华浑不记，软风细细自逍遥。

访钙果园

一染金风钙果丹，邀朋载酒且为欢。

才闻垄上仙香异，已讶掌中龙颔繁。

活色玉丸匀大小，生津琼液合甜酸。

犹疑此地独何力，公布深仁复几般。

（山西省夏县中学 赵爱萍）

《犬》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雄安校区 王海山

我的
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