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茶座 J33Fang Cao Di

周
刊教育

责编：孙恩妹 美编：陈 娟 E-mail:pttimes@163.com 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上联：画上荷花和尚画
下联：书临汉墨翰林书
陈雅琅（女，平潭人，福建师范大学书法篆刻

专业在读硕士）书

李调元妙对经典对联

对联故事对联故事

据记载，有一天唐伯虎到山中一寺
庙游玩。刚好寺庙中有一幅荷花图，是
长老师傅所画。老和尚就请他在画上题
字。唐伯虎就提笔写下了一句题词：画
上荷花和尚画。

写完后对老和尚说：“我走之后，若
有人能对出下联，此人必是当今奇才！”

细看这上联，属于回文对联又兼用
谐音，字的读音反读正读完全相同。因
其讲究颇多，这副对联，也被称为千古绝
对。

直到清代蜀中才子李调元到山中寺
庙游玩，发现了这上联的妙处，之后，提
笔写道：书临汉墨翰林书。这七个字反
过来读，字的读音和正读完全相同，与唐
伯虎的上联珠联璧合，长老拍手称奇。
从此，这幅画成了这座寺庙的镇寺之宝。

【解释】
滥，失实的，假的；竽，古代的

一种吹奏乐器，像笙；充数，凑数。
不会吹竽的人混在吹竽的队伍里
充数，比喻无本领冒充有本领，以
次充好。有时也用于自谦。

【出处】
《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

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
为王吹竽，宣王说（yuè，悦）之，廪

（lǐn，米仓，也指储藏的米）食以
数百人。宣王死，湣（mǐn）王立，
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释义】
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

吹竽。他手下有 300个吹竽的乐
师，个个都是高手。齐宣王喜欢热
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
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
候，总是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

给他听。
有个南郭先生跑到齐宣王那

里去，吹嘘自己说：“我是个有名的
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
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
舞。”齐宣王听了十分高兴，把他也
编进了吹竽队中。从此，南郭先生
就随着那 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
宣王听，和大家一样享受着优厚的
待遇。

其实南郭先生压根就不会吹

竽，每逢演奏的时候，他就捧着竽
混在队伍中，装腔作势、蒙混过
关。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南郭先
生不劳而获地白白拿着薪水。可
是好景不长，齐宣王死了，他的儿
子齐湣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也
喜欢听吹竽，可是他不喜欢听合
奏，而是喜欢听独奏。他让300人
轮流一个个地吹竽给他欣赏。混
在队伍里冒充行家的南郭先生只
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原文】
颜渊喟①然叹曰：“仰之弥②

高，钻③之弥坚，瞻④之在前，忽焉
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⑤，博我
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尔⑥。虽欲从
之，末由⑦也已。”

【注释】
①喟：音ｋｕì，叹息的样子。
②弥：更加，越发。
③钻：钻研。
④瞻：音ｚｈāｎ，视、看。
⑤循循然善诱人：循循然，有

次序地。诱，劝导，引导。
⑥卓尔：高大、超群的样子。
⑦末由：末，无、没有。由，途

径，路径。这里是没有办法的意
思。

【译文】
颜渊感叹地说：“（对于老师

的学问与道德），我抬头仰望，越
望越觉得高；我努力钻研，越钻
研越觉得不可穷尽。看着它好
像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老
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
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
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使我想
停止学习都不可能，直到我用尽
了我的全力。好像有一个十分
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虽然我
想要追随上去，却没有前进的路
径了。”

【原文】
子 疾 病 ，子 路 使 门 人 为

臣①。病间②，曰：“久矣哉，由之
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
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
之手也，无宁③死于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纵不得大葬④，予死于
道路乎？”

【注释】
①为臣：臣，指家臣，总管。

孔子当时不是大夫，没有家臣，但
子路叫门人充当孔子的家臣，准
备由此人负责总管安葬孔子之
事。

②病间：病情减轻。
③无宁：宁可。“无”是发语

词，没有意义。
④大葬：指大夫的葬礼。

【译文】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派了（孔

子的）门徒去做孔子的家臣，（负
责料理后事，）后来，孔子的病好
了一些，他说：“仲由很久以来就
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我明明
没有家臣，却偏偏要装作有家臣，
我骗谁呢？我骗上天吧？与其在
家臣的侍候下死去，我宁可在你
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这样
不是更好吗？而且即使我不能以
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被丢
在路边没人埋吗？”

【原文】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①

而藏诸？求善贾②而沽诸？”子曰：
“沽 ③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
也。”

【注释】
①韫匵：音ｙùｎ ｄù，收藏

物件的柜子。
②善贾：识货的商人。
③沽：卖出去。

【译文】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

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
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
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
着识货的人呢。”

滥竽充数

陶渊明在世的时候，文名并
不显赫，他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
终变为第一流的作家，经历了一
个各种机缘相继成就的过程。

陶渊明在世时就是著名的
“寻阳三隐”之一。大隐士的声名
大大帮助了陶渊明诗文的传播，
为其获得被推崇的机遇奠定了良
好的人缘基础。所以南朝宋梁间
沈约所撰《宋书》有一篇专门的
《陶潜传》，这是其《隐逸传》中最
长的一篇隐士传记，形成了后世
读者把陶渊明看作高尚隐士的基
本印象。之后唐修《晋书》《南史》
中的陶渊明传记基本继承了《宋
书》，陶渊明主要作为一个高士、
隐士的形象而被传播。这个印象
在北朝隋唐时代并没有多大的改
变。如贺襄、王绩效仿陶渊明，看

重的是他的好酒与放达。唐
人虽然同样喜欢渊明饮酒放
达的魏晋风流，但因为积极
进取的时代风气影响，并不

理解陶渊明隐逸避世的选择，所
以李白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
群”，杜甫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
达道”。这个印象一直到宋代才
完全改观。宋人因心性学说的浸
润，评价古人轻形迹而重本质，轻
事功而重道德。所以，陶渊明成
为闻道忠义之士，经由朱熹、真德
秀等理学家拉入符合“大伦大法”
的儒家来。又经韩子苍、汤汉等
人的文本阐释，陶渊明“不事二
姓”的忠义思想受到 读 者 的

普遍认同。
陶渊明诗文得以逐渐被人接

受和喜爱，与相对理解陶渊明作
品的先行者密不可分。宋代以
前，值得一提的是钟嵘、萧统和白
居易。钟嵘《诗品》虽将陶诗列于
中品，但对陶诗艺术成就的评价
极高。这与刘勰等论者对陶渊明
的忽视相比已经显示了超拔俗流
的文学史评判眼光。梁代昭明太
子萧统是使陶渊明进入一流作家
的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萧统

“望陶以圣贤”，不但在为人上给
陶渊明以崇高的赞扬，而且在诗
文上给他以前所未有的极高评
价。他为陶编集、作序、作传，并
于历代文人学子必读必究的《文
选》中选录了陶潜诗文，为陶渊明
的被接受开通了重要的渠道。尤
其是他编订的《陶渊明集》成为后
世陶集最原始的学术祖本；萧统
《文选》成为后人接受陶渊明的一
个重要而特殊的途径，这在陶渊
明诗名未盛而《文选》广为人知的
唐代尤其如此。可以说，唐代文
人士子接触陶渊明首先得益于
《文选》的普及。白居易很喜爱陶
诗，他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
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
把陶渊明诗标举为一种典范，开
启了宋人尊陶的先河。

随着宋诗追求平淡风尚逐渐
形成，陶渊明进入一流作家的契
机也终于到来了。这要首先归功
于宋诗的先行者梅尧臣和苏轼。

在宋代，首先打开陶渊明接受史
新局面的是“变晚唐卑陋之习，启
盛宋和平之音”的梅尧臣。他是
第一个大力倡导并深入学习陶诗
的宋代诗人，第一次对陶诗的平
淡美学价值有清醒的理性认识，
并奉之为诗美的极致，从而开启
了陶渊明接受史的新局面，为苏
轼全面而深入地接受、解读陶渊
明奠定了直接基础。陶渊明接受
史在一代文坛宗师苏轼手里被推
向高潮，苏轼在晚年几乎遍和陶
诗一百多首，倾其精力学陶、崇
陶，并以陶自许，不仅为世人描绘
出一位代表宋人理想人格、任真
飘逸的陶渊明形象，而且对陶诗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美学价
值首次作了明确而深入的理性揭
示，把陶诗推到了诗美理想的典
范地位和无人能及的诗史巅峰，
从而牢固地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
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开辟了陶
渊明接受史的辉煌时代。

钱钟书《谈艺录》指出，“渊明
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
明文名，至宋而极”。纵观接受
史，我们不难看出，随着陶诗价值
的凸显，明清时期几乎每一个诗
歌流派都把陶诗作为创作学习和
诗论阐发的典范之一。陶渊明是
一位影响力巨大、再生力强盛的
优秀诗人，一千多年来，已经广泛
影响到中国文学、文化和艺术等
领域，不断激发中华民族血液中
的生机和活力。 光明日报

陶诗：从不入主流到第一流
■李剑锋

论语三则论语三则

古诗鉴赏古诗鉴赏

山园小梅·其一

[宋]林逋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注释：
暄妍：明媚美丽。
霜禽：一指“白鹤”；二

指“冬天的禽鸟”。
合：应该。
狎：亲近而态度不庄

重。
金尊：同“金樽”，指豪

华的酒杯，此处指饮酒。

赏析：
林逋，字君复，北宋著

名隐逸诗人。宋仁宗赐谥
“和靖先生”。其隐居西湖
孤山，终生不仕不娶，唯喜
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
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
鹤子”。

梅花在严冬迎着寒风
昂然盛开，美丽动人的景
色占尽了小园风光。其独
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
的性格和引人入胜的风

韵，无一不让人钦佩。
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
边漫步，静谧的意境，
疏淡的梅影，缕缕的清
香，使人陶醉。白鹤爱
梅之甚，飞行着还迫不
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
粉蝶更是因爱梅而至销
魂。人呢？在赏梅中低声
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
分雅兴，根本不用音
乐、饮宴那些热闹的
场景来凑趣。写的
是梅，又何尝不是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