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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逛”自己家的菜园。

红色的硬石岭下，突兀长着

几株高高的板栗树。板栗树下，

竹叶青青，竹叶边散落着几圈茶

树，茶树护着绿绿的菜畦。哪怕

我远离家乡的日子，园子的光景

也时时会进入我的梦中。

小时候，活脱脱地馋猫转世，

最馋那些板栗。眼瞅着它们发新

芽儿，眼瞅着它们结毛果儿，眼瞅

着它们的刺尖儿变硬……熬到板

栗熟透了掉在地上是不可能的，

早早便央求父母，打落板栗果给

我吃。

那时有一群生活富足的小

伙伴，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学，

却很是羡慕我们的农村生活。

一个秋来的下午，正是板栗将熟

之时，我带着他们几个走向红色

的硬石岭。岭边，板栗的边稍

上，挂着几个板栗果。

就地取材，折了根竹子，将

那几个板栗果打下来。用脚跺

跺，搬起石头一砸，板栗果便裂

开了。将熟的板栗，很嫩，黄色

的汁水流淌在唇间。如今，吃板

栗的人已散落天涯——但那一

刻，向晚的余晖打在我们稚嫩的

脸上，仍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

一幕。

板栗下的竹林也是一块宝，

每年清明前后便会冒出竹笋。

竹笋细细的，玉沁色或乳白色，

吃起来不带任何涩味。晒干了，

让母亲做一顿炖笋，又是别有一

番滋味。

大人都说，竹林里有蚊子，

还有蛇，越往深处越危险，可我

却毫不顾忌。一放学，便把书包

扔在一边，带上一个大塑料带，

跑向竹林去了。不到10分钟，就

能收获一大袋竹笋，有时袋子装

不下，我还会就地取材找些棕榈

叶，将它们打成卷抱回家。新摘

的竹笋加上肉片，一炒就是一顿

美味。

近年来，我几次想去拔笋，

都不得空。笋期至，下馆子点笋

炒肉，却吃不出当年的风味，很

是遗憾。倒是去年在塔桥，见到

一个老妇人卖些细细的笋干，我

便买来给孩子炖肉，圆了一番

旧梦。

下午，走出校门，来到家里

的菜园，坐看蔬果的藤蔓，一丝

一丝垂下，一点一点伸展，伸展

向无涯的远方……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贵溪市

美的学校）

久违的大雨下了一夜，难得的

酣畅淋漓，被水冲洗过的世界，分外

清新明朗。清晨醒来，看了看天气，

立刻与几位旅友相约，决定去灵山

岛一游。

去灵山岛，先要去积米崖码头

乘船。由于风急浪大，快艇上下起

伏、左右颠簸。大约半小时，终于靠

岸停泊，风雨中第一次踏上“海中桃

园，世外仙境”——灵山岛。

登上山顶，极目远望，满眼都是

绿的。远处天海一色，淡雾缭绕，犹

入仙境。山，绿茵绵亘，重峦叠嶂，

当穿过山洞来到海蚀崖壁、火山溶

蚀海岸之时，才真正领略到“无限风

光在险峰”的独特风景。水，清澈透

明，哗哗有声，弯腰鞠一捧山泉，沁

人心脾，甘甜舒畅。云，清秀飘渺，

绵绵相连，“灵山云魁”更是海岛的

一大奇观。小时候就听老人讲“灵

山戴帽，大雨不久就来到”的神奇之

说，如今身临其境，总算有了切实的

感受。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却丝

毫没有减少雨中赏花的热情。泡桐

花状如喇叭，紫中带白，与一穗穗嫩

白色的槐花争奇斗艳。微风吹来，

空气中弥散着槐花的清芬、泡桐花

的恬淡，令人心旷神怡。沿着山间

小路走进灵山茶园，可见地垄边、山

沟里许许多多的果树，都已硕果累

累。灵山的树，枝繁叶茂，青翠飘

洒，以黑针松、刺槐、泡桐为主，桃

树、杏树、梨树、桑树、山楂、野葡萄

也随处可见。

灵山的美，在一山一水，在一

草一木，也在飘香的茶饭里。找到

一家农庄特色的饭店，不论是凉拌

山菜、热炒山芹，还是面煎槐花饼、

油炸香椿条，都可谓色香味俱佳。

餐后饮茶，“灵山云魁绿茶”叶脉呈

绿色，甘馨可口，历久弥香。虽说

北方气候干燥、雨水稀少，但灵山

岛四面环海，雾气较浓，特别适合

茶树生长，也因此弥漫着悠悠不绝

的茶香。

短暂的行程，深深的留恋。第

二日下午，再乘快艇，挥手告别灵山

岛，却难以忘怀岛上的山水之声、草

木之情。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市西

海岸新区育才初级中学）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

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理念、道德思

想、教育观点等，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

远影响，宋代赵普甚至有“半部《论语》

治天下”的说法。那么，《论语》究竟是

一本什么样的著作，我们今天又该如

何阅读《论语》呢？

为何叫《论语》

一说起《论语》，许多人自然想到

“子曰”，由此觉得《论语》就是孔子所

著，成书年代应该是孔子所处的春秋

时期。其实，这个判断并不准确。

首先应该明确，《论语》不是孔子

所作，而是在孔子去世之后，由孔子的

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撰，主要记录孔

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

了孔子的思想。其次应该了解，关于

《论语》的成书年代学界尚有争论，但

大多数人认为，《论语》成书年代应在

战国初期。《论语》不是一个人在短时

间内编订，而是多个人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才编订成书的。

那么，我们今天所见的通行版《论

语》从何而来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失传，

西汉时期仅有《鲁论语》《齐论语》《古

论语》等版本流传。《齐论语》《古论

语》不久亡佚，直到东汉末年，郑玄以

张禹的《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

语》《古论语》作《论语注》，遂为《论

语》定本。

关于《论语》书名的由来，历史上

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比较重要的几

种说法如下：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

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

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

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出自班固

《汉书·艺文志》）

《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

诸善言也。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

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

谓之善言也。”（出自刘向《别录》）

《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

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

所欲说也。（出自刘熙载《释名·释典艺》）

《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

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

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

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

《论语》。（出自何异孙《十一经问对》）

这几种说法有共同之处，就是都

从《论语》的内容和形式出发，解释了

“论”或“语”，不同点则是对“论”和

“语”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个人更倾向

于接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 》中的解

释，这个解释去古未远，同时也比较合

情合理。

《论语》变迁史

现在说起《论语》，大家都知道它

是“四书”“五经”中的一部，是最重要

的儒家经典，许多人也知道宋代宰相

赵普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

法。但是，这并不是《论语》最初就具

有的影响力。

虽然孔子晚年在各个诸侯国中有

很大的名声，但《论语》也只不过是诸

子百家中的一家著述而已，并没有显

赫的影响力。西汉初年，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慢

慢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地位。汉武帝

时，设立五经博士，孔子曾经删订的

《五经》——《诗》《书》《礼》《易》《春

秋》，由民间之学走向官方之学。

此时，《论语》虽然是读书人必读

的一种书，但还未被列入“经”的范

围。随着历朝历代的弘儒尊孔运动，

孔子的地位不断提升，《论语》的地位

也越来越重要。到了南宋时期，著名

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两篇《大

学》和《中庸》提出来，与《论语》《孟

子》并称为“四书”，与“五经”并称并

列于“五经”之前。此时，《论语》便具

有了儒家经典中更为核心、更为基础

的地位。后来，元代科举考试将考试

范围划定为“四书”之内，《论语》便成

为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

“敲门砖”。

如今，如果放开历史的视界，我们

应该看到，《论语》除了作为科举考试

的必读书之外，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家雅思

贝尔斯说：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

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

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

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

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

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

人类的生活。可以说，人文思想在“轴

心时代”就已经长好了主根和主干，之

后的其他书籍所谈论的思想，不过是

这株大树的枝枝杈杈，甚至只是大树

上的一片树叶乃至树叶上的一粒尘埃

而已。

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

是中华文化这株大树的主根，《论语》

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思

维和行动，只不过我们“日用而不知”

罢了。

怎样读《论语》

读《论语》时应该摆正心态，不要

抱着质疑甚至挑战的心态来读，觉得

非要抓出这本书中圣人哪句话说错

了。从心理学上说，如果以先入为主

的质疑心态去读，可能许多有营养、有

价值的内容就被忽略掉了。孔子是一

位超越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儒者，但同

时也无可否认，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

跳出自己所处时代的束缚——即使是

圣人也同样如此。

当然，对于当代人而言，也不是非

要毫无保留地接受《论语》——觉得

《论语》是经典，孔子是圣人，所以每一

句都不可质疑，每一句都拥有无比的

正确性。这种读法只能陷入另一个误

区，《孟子》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便是这个道理。

关于如何学习《论语》，古人有很

系统的论述。宋代理学家朱熹所著

《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读〈论语〉〈孟

子〉法》和《〈论语〉序说》这两篇导言性

质的文章不容忽视，这两篇文章是古

人关于如何读《论语》最系统、最深刻

的论述，任何一位想要深入学习《论

语》的人都应该高度重视。

朱熹在文章中阐明了读《论语》时

读者与圣人之间的位置关系——

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

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

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

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

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

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

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

人之意可见矣。”

对于读《论语》而言，既要用心，也

要用力。

用心要平易，也就是“平其心，易

其气”。急功近利、躁动不安的心态，

实在不适合读书，尤其不适合读经

典。经典要平心静气地读，心态越平

和，心思越沉静，也就越有可能收获

更多。

用力要适中，要“句句而求之，昼

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当然，过犹

不及，还需要“阙其疑”，将暂时搞不懂

的地方放一放，而不是非要立刻得出

一个结论或答案出来。只有这样，才

能洞见“圣人之意”而不是曲解“圣人

之意”。

古往今来，《论语》的各种注本成

百上千，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为

过。如果想要对《论语》有更为深入的

了解，想知道主流的说法都有哪些异

同，可以参考这样一些著作——

今人著作推荐以下三家：杨伯峻

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

读》、钱穆的《论语新解》；古人著作推

荐 以 下 三 家 ：朱 熹 的《四 书 章 句 集

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

《论语集释》。

以上几种著作在内容上互有交叉

又各具特点，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

择。如果是入门性质的学习，只读杨

伯峻的《论语译注》即可，但如果想要

深入钻研，自然应该多多益善，参照古

人和今人的不同解释，兼容并纳、择善

而从。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中学）

负暄琐话·先秦哲思①

如何读《论语》
□于晓冰

雨中登灵山岛
□尹顺清

吟游

逛菜园
□叶燕芳

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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