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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开花了，在台阶根！”我

高兴地告诉妻子，正在洗锅的妻子

却连头也没抬，就骂了我一句“神

经”。这株蒲公英长在台阶根，朝

阳、背风，又先得到房上雪水的滋

润，就这样悄悄地开了。

特别喜欢蒲公英，在我看来它

就是春天的精灵。

现在还能记得小时候把蒲公英

当菜吃的情景。我们那里把蒲公英

叫作“金刚刚”，有些地方人还叫它

“婆婆丁”。当菜吃或者当茶喝，味

道微苦，但是爽口，而且有药用价

值。当然，我喜欢蒲公英不是因为

它好吃，主要是喜欢它“不慕红花不

羡仙”，默默地常年开放，还有它美

丽得如诗如梦样的种子。

就因为喜欢蒲公英，我没有像别

人一样用水泥“硬化”小院。我家的

小院留了一半，栽花长草，其中就有

蒲公英。沙土的院落，下雨天不会泥

泞，若逢夏天或秋天的连阴雨，地面

上墨绿色的青苔连成一片，即便天晴

了许久也不会褪色。最美当然是春

天了，万物尚在复苏，四望还是一片

萧条的时候，我家的小院就能见到星

星点点的绿色了。细长叶子两边状

若刀样的是蒲公英，叶子像五角星贴

着地面长出来的是车前草……三五

天光景，蒲公英就开花了，这一丛、那

一簇，见到太阳展颜露脸，傍晚又将

花瓣闭合，藏起羞羞的脸。每天都是

这样，从早春一直灿烂到深秋。

午后的微风似乎也让蒲公英染

上色彩，裹挟着金黄色的馨香吹入

心口。这时，我往往要躺在小院的

花 草 间 品 茶 读 书 。 一 本《瓦 尔 登

湖》、一本《菜根谭》、一本《禅的故

事》，都已读过一遍，时隔一年又重

新读，似乎不为读书，只为一种享

受。今天，我在品茶读书时两只黄

色的小蝴蝶飞来，一只竟停歇在书

页上。难道蝴蝶也钟情墨香，抑或

是把我当成了什么？我屏息看着蝴

蝶，蝴蝶似乎也在看着我，直到另一

只蝴蝶飞来，它们才双双飞去，在院

间一起戏花争蜜。我就这样看着它

们玩耍，忘了品茶，忘了读书，直到

妻子喊我吃饭。

光 阴 无 觉 ，当 蒲 公 英 花 渐 渐

“变”成了种子。完整的蒲公英种子

与乒乓球差不多大，遇风即散，像一

个个伞兵在空中飞翔。一个“伞兵”

就是一粒种子，落地逢土见水，又是

新的蒲公英诞生。小时候就喜欢玩

蒲公英的种子，现在仍然如此，仰面

朝天猛吹，就成了漫天的“伞兵”。

我的思绪也随着“伞兵”轻盈飘飞

——这时，若是妻子见到，必然又要

骂我：“老东西，还想着自己是个长

不大的孩子呀？”

“不曾入苑争花艳，育子如诗如

梦期”，遍查古诗词也没有多少赞美

蒲公英的句子，反而是出自妻子之

口的这个句子我爱听。是的，对蒲

公英称赞也好、怜悯也罢，我总是那

样喜欢。

小院处处蒲公英。刚刚骂我

“神经”的妻子，自己却也忍不住，放

下手头的事情，拿着手机来院里拍

蒲公英；90多岁的老母亲，走下台阶

拔了一把蒲公英叶子，在院边水龙

头下洗了装进杯子，嘴里还嘟囔着

“当茶喝能下火”……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洛南县三

要中学）

小院处处蒲公英物语

□韩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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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在望
□杨木华

负暄琐话

当我从大理苍山归家，虽然没有

“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春花已经初

开，春山已经在望。

清晨翻看自己QQ空间的“那年

今日”，发现去年的今天，我去山野采

春蕨且满载而归。看看去年采的青

青蕨芽，对春日山野的渴望突然生

发，一骨碌起床，骑了摩托奔向山野。

久未启动的摩托一路欢唱，坐我

背后的妻子大声说：“蕨芽不一定长

出来了，今年的节令有点迟。”时令是

稍早，可是久睡的蕨芽早已忍不住窜

出地表，迎接日渐温暖的阳光。久未

出城，终于可以走向山野，心情的舒

畅自然无法言喻。对于美好的物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况且我已是一月

之隔！停下摩托，一脚踏入草甸，一

切恍如隔世。

上一次的抵达还在春节前，这里

遍地积雪，厚厚的雪加重了我的担

忧：如此大的雪堆积在映山红密密麻

麻的花苞上，花苞能承受得住吗？想

着冰冻后花苞纷纷掉落，想着三月满

树寂寞寥落，想着未来或许一山都是

焦枯暗淡——某种对生命的重挫感

一直在心底萦绕不散。

今天再来，才发现大雪对这些映

山红不仅没有丝毫影响，经历考验的

花似乎还开得更加润泽。南边的草

甸上花开两树，西侧的草甸上一枝独

放，而北侧的阔叶林边，一棵弯弯的

树上每一朵花都无比娇艳……我邀

妻子到那棵映山红树下留影，人在弯

弯的树干下一站，枯黄的草甸、怒放

的红花、藏青的森林，都成了绝妙的

背景，衬托出春天的曼妙。阳光正

好，花开正艳，我和妻子就在树下小

憩，喝杯茶，吃点水果，暂时忘却尘世

忙碌。

午后，去映山红和青木树杂生的

林下寻春蕨。去年，在那片向阳的林

中偶然发现有早生的蕨芽，虽然稀稀

疏疏，但我们也足足采了五六斤。今

天，那些干枯的蕨叶之下，竟然不见

一丝一毫动静，蕨芽依旧蛰伏着。望

着山顶的皑皑白雪，我还是原谅了春

蕨的沉睡。

走到一间养蜂人的小石屋前，

我放下包，以一树繁花为前景，拍下

石屋的安宁。人这一生，如果真能

隐居，那一定要选这样的小屋。有

水、有花，听蜂来蜂往，任春去春

还。可我却不能隐居——前几天开

学，还特意选《桃花源记》给学生讲

开学第一课，我们都憧憬那份美好，

可现实却不容逃避，生活也不全是

自由的选择。

这个春天，我经历了许多波折，

工作上、生活中，坎坷似乎只是暂时

蛰伏，一有机会就卷土重来。但是面

对良辰美景，我只向妻子说一些无关

痛痒的闲事，艰辛就任它烂在心底。

面对妻子的担忧，我淡然一笑说：一

切都会好的。指着那些花，我说：上

次来一树一树的雪，这回来一树一树

的花，所有的困难仅仅是困难，春天

一定还会如约而至。

吃过午饭，妻子想去近在咫尺

的阴坡林下玩雪，我就一个人在草

甸上闲走。妻子爱雪，爱的是那份

晶莹洁白、一尘不染；我却怕雪，怕

的是那份入心不散的寒冷。我就拍

那群晒太阳的牦牛，拍林边的藏东

瑞香，拍五彩杜鹃，拍倦了就躺在一

块大石板上睡觉。梦里，繁花开了

又谢、谢了又开……

草甸中的一池春水突然闯入眼

眸。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空，黄得不

能再黄的草甸，碧得不能再碧的春

水……本来就已经成为强烈对比之

下的绝美，偏偏草甸四周的花林，还

要把红得不能再红的花朵，加入这个

衬托的阵营，把一种意料之外的绝

美，组合呈现在大山深处。莫名就感

动得开始流泪：只要守着一颗心，接

踵而至的一定是春山万物生。

我相信，春蕨早已在地表之下萌

发。春水已经明媚，春花已经初放，

春山已经在望。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漾濞县苍山

西镇初级中学）

碎金成树：《论语》的另一种读法
□李小龙

人生边上

我的
画廊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总是在自身

所创造的文化光芒照耀下前进，那么

每个生活中的人就应该知道光芒来

自何方：那就是永不凋谢、历久弥新

的文化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论语》的经典地位穿越三千年的历

史风烟而终未磨灭，甚至愈加清晰、

稳固，今天它仍然是高扬在中华文化

星空之下的一面大纛。对继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而言，如

何阅读《论语》理应是这个时代需要

回答的问题。

《论语》如它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一

样，表面波澜不惊、平易温和，然而深

入钻研就会发现，内蕴地负海涵、深邃

博大；《论语》的呈现方式也如此，看上

去东鳞西爪、散乱随意，其实却也一以

贯之、潜脉暗通。相对来说，内蕴的问

题还好解决，因为毕竟几千年来《论

语》注疏之作汗牛充栋，从具体的字词

到章节的意旨都有丰富的成果，只要

肯下功夫，总会有路可达；但是呈现方

式造成的困难却给当代读者提出了很

大挑战——因为《论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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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大部分是孔子与弟子的

对话，也有其弟子之间的对话，由孔子

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录下来。由成书

的方式可知，其“辑而论纂”或许只是

依各家记载大体组织，其间并无一个

可以顺藤摸瓜的逻辑结构，这对于记

忆和理解都非常不利。大多数人没有

充裕的时间去向古人求索、与生活印

证、于内心涵咏，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框

架，把《论语》的“碎金”重新熔铸成一

个较易把握的整体，让所有对《论语》

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找到打开《论语》之

门的钥匙。

这个问题不只是我希望在教学

时为学生解答的疑惑，其实也是我自

己的疑惑。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背

诵《论语》，背完过不了多久就开始遗

忘和混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

四百八十余章内容互相之间没有严

密的关系，学习者容易顾此失彼。这

种顾此失彼其实还只是浅层原因，更

重要的是，《论语》的许多表述只是在

一个具体的时间或地点作出的，只是

针对特定的弟子或事件，并不能据此

推衍——若仅据此切入，便会失于偏

颇。更妥当的方式是把《论语》的大

量相关论述视为一体，互相补充、限

制、修正、润色，这样才能在更宏大、

更深刻的层次理解《论语》。

2010年我曾出版过一本叫《论语

全解》的小书，第一次尝试把自己阅

读《论语》的体会整理出来；后来，我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

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

文化史》等课程上，逐渐落实对于《论

语》框架的思考；如今，我把讲座的录

音稿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

《读懂〈论语〉的六堂课》为名出版，希

望能为《论语》的学习贡献一点力量。

古人有以人或物比喻抽象理论体

系的传统，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

说文“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

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之推《颜

氏家训》中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

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

冕”，这是以人体作为逻辑体系的喻

体；再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诗

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是以树

作为喻体。这一传统很好地将不易理

解的抽象体系用人或物本身的体系来

统一，从而为抽象体系建构易于掌握

与理解的逻辑层次。借鉴这一思路，

我把《论语》的理论框架比作一棵树，

从而把《论语》一书中四百八十余章零

散的内容条分缕析地归纳在不同的逻

辑框架之下，在每一个大的框架之下

再根据其内在的逻辑分列小的层次。

我们先要理顺《论语》本身的体

系，再比附到喻体之上。儒家文化的

核心之一是仁德，《论语》的根基也是

仁德，以仁德为核心又会延伸出几个

重要命题：一是德如何修来，二是德

如何维护、体现，三是德如何完成，四

是德的效果。最后的效果部分又分

为两个层面，即在“向内的家庭”与

“向外的社会”两个维度上的表现。

具体来说，《论语》这棵参天大

树的“根”就是仁德，我们依次列出

何者为仁、仁者如何、不仁者如何、

仁德的意义、仁德的辨析、仁德如何

培养几个专题。仁德修养的路径又

是什么呢？这就是《论语》这棵树的

“干”，答案就是学习，只有经由“学

习”这个主干才能去连接“仁德”与

其他内容。关于学习的核心观点恰

在《论语·学而》的第一章，从而细分

出学习的三重境界，再辅以孔子标

举的学习最终境界，以及学习隐含

的另一重逻辑——教育。

通过学习培养了仁德，儒者在对

外与对内两个层面就有所表现：在社

会层面的表现是政治，可以将其比为

《论语》之“枝”，因为枝是一棵树最庞

杂的部分，而政治同样是人的社会属

性得以彰显的部分，这一部分从治

国、治民、治人三部分论列；在家庭层

面的表现就是孝悌，可以将其比作

《论语》之“叶”，叶是供养树木养分的

重要来源，孝悌也是仁德的营养之

源，分别从如何孝、敬与顺、孝之辨

析、出与入、丧礼等层面切入。

仁德由礼乐来维护并体现，礼乐

可以比作树木的“花”，花是一棵树最

美的部分，而人的仁德是抽象而无从

体现的，礼乐则可以将美具象化。仁

德的最终成品是君子，可以将君子比

作树木的“实”，儒家的理想就是养成

一个完美的君子形象，所以最后所结

的果实就是君子，分别从君子如何、

君子与小人、君子的境界、君子的名

与实、君子的具体表现等方面来论

列。君子之德又会迁移、扩散，就像

果实会重新生长出一棵新的参天大

树一样，使整个体系循环往复、始终

不辍。大树既定，《论语》中四百八十

余章的“碎金屑玉”便可分门别类、各

有所归了。

当然，《论语》是一个非常庞杂

的思想体系，面对这个体系，稍微换

一个角度就可以重新梳理出不同的

框架。以“树”为框架是因为觉得这

样比较好把握《论语》的思想，其实

每一个读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

梳理出其他框架，通过自己的框架

体会《论语》更丰富的内涵。每一个

框架都不是为了设立而设立，而是

为了更好把握孔子的思想，具体到

对孔子每一个表述的解读也是一样

的道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

阅读去理解，阅读不仅要用眼睛还

要用智慧，进而用自己切身的经验

去“折射”。

所有可以自圆其说且有意义的

新解释，对于孔子和《论语》都是一种

贡献，每一个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都

能够构建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孔

子，这个孔子未必与专家讲的一样，

但对每一个阅读孔子的读者来说，却

是属于自己的孔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讲高中课文《齐桓晋文之

事》，中间有一句“百姓之以王为

爱也”，这里的“爱”是“吝啬”的意

思。学生很奇怪：“爱”不是喜欢、

喜爱吗，怎么变成了“吝啬”呢？

我就给学生展示了“爱”的

字形演变，然后开始讲解。

不论是金文还是战国文字，

“爱”最初的字形都是由“旡”和

“心”组成的。“旡”的意思是“一

个人回头张开嘴出气并发出声

音”的状态，后来演变为专指人

吃饭打嗝时的样子；下面的“心”

则表明是一种心理活动。上下

两部分合起来表示，人心里对另

外的人或物喜欢而不敢正面表

达的样子。

小篆在战国文字的下面添

上了“夊”，这个部首本指脚趾向

下方行走，引申出缓慢行走的样

子。从隶书开始，“爱”字演变为

由爫（“爪”的部首化演变，意思

是向下抓东西的手）+冖（遮盖

事物的东西）+心+夊组成，合起

来表示拿着自己遮盖的心送给

别人，就是“把我的心送给你”。

到了现在，简体字只是简化

了字形，并没有改变文字本身的

意义。于是，“爱”自然就有“喜

欢”“爱护”“对别人好”“珍惜”等

意思；但是心只有一份，送给别

人当然会舍不得，于是又引申出

“吝啬”“舍不得”等意思。其实，

“爱”还有一个“隐蔽、躲藏”的意

思，比如《诗经·静女》中的“爱而

不见，搔首踟蹰”，不过这是因为

“爱”与“薆”的字形相近而导致

的通假用法。

听了这个解释，学生恍然大

悟，都开始笑着用手给我“比

心”。我知道，他们是在表达爱

意，要把他们的“心”也送给我。

（柴海军/文）

爱
把我的心送给你

说文解字

金文 战国文字 篆文 隶书 楷书 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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