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的“二笑” ，反映了诗

人天真甚至幼稚的性格特点，却

也包含深刻的辛酸。 夸大点讲，

可谓一部生命的辛酸史，可以作

为一部人生悲剧来读。如果知道

李白求仕的经历及其悲剧性人

生，我们就能理解李白的得意忘

形， 就能够理解李白为什么要

笑，就能够感受到他笑里藏痛的

辛酸。

光宗耀祖、建功立业，是唐

人的价值观， 也深为社会所推

崇。唐人也毫不掩饰地在诗文中

表达“要做官” 的人生理想和价

值观。 但像李白这样，以做官为

人生目标且近乎疯狂追求的，于

唐代知名诗人中还真不多见。

李白的一生，就是漫漫的求

仕长途。 这种强烈的追求，也成

全了他的诗歌。 他的大部分好

诗，皆与求仕有关；最有价值的

诗，就是抒发政治不遇的苦恼忧

愤。特别是，求仕的挫折，让他饱

尝了政治失败的苦涩，陷入痛苦

的矛盾中，胸中鼓荡着磊落不满

之气，于是便有“安能摧眉折腰

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的羞

愤，便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金散尽还复来” 的傲岸，也多了

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的幻想。

李白的诗歌是心理失衡状

态下生命痛感的灵魂呻吟，是一

种纵情自适而志兴所至的精神

狂飙。 虽然不时有“平交王侯”

的幻想， 但更多的是叛逆不羁、

愤世嫉俗的超然与绝望，具有一

种横冲直撞的内在张力。王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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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二笑” 皆因得意？

李白是个情绪化极强的诗人，他的喜怒哀乐往往与求仕相关。 严格来说，诗仙一生有过几次

“入官” 经历。 眼看“兼济天下” 的夙愿就要实现，李白得意忘形的程度可想而知。 最著名的便是他

的“二笑” 。

天宝元年，时年 42 岁的李白接

到玄宗之诏， 即与南陵家中儿女告

别，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是蓬蒿人” 。

诗中表现出的这个笑， 是扬眉

吐气的笑，也含有对“会稽愚妇” 的

讥笑， 将其踌躇满志的形态表现得

淋漓尽致。

他怎能不仰天大笑呢？

李白第一次进

长安，先是向玄宗献

上《大猎赋》，希图

“大道匡君， 示物周

博” ；后又通过关系，

以诗向玉真公主献

媚。 但在长安活动了一年，没有获得

什么机会， 便唱着 “行路难， 归去

来”而走离长安。

当时，玄宗诏其入京，李白当然

以为机会来了， 以为自己能够像汉

代的朱买臣那样大器晚成而 “直上

青云生羽翼” 。

二进长安，李白得以供奉翰林，

成为皇帝和贵妃的诗词侍从， 并有

机会通过赠诗交结王公大臣。 他写

给杨贵妃的《清平乐》，被认为“几

乎没有比这更陈腐的赞美女性美的

话了” 。

还有不同的观点认为， 无论在

宫廷内外， 李白的狂诞行为是有所

选择的角色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如

同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 是蔑视权

贵的真实表示。 李白渴望被赏用，乐

于进入宫廷， 并非有意地要对皇帝

挑战。

第二次大笑，发生在天宝十四年冬入李璘幕

之际。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此后便没有回

过长安。 李白太想在政治上发展了，以至于后来

连“附逆” 也不顾。据说，李白连续三次收到李璘

的聘书，获得了极大的面子。此时，四处流浪的李

白已到晚年，以为可以抓住这最后一次成为诸葛

亮的机会，便又大笑不止：“但用东山谢安石，为

君谈笑静胡沙。 ”

李白所任“江淮兵马都督府从事” ，类似于

“掌书记” 一职，比巡官、推官等低级文职似乎要

高一等。尽管李白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迫胁” 的，

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 ，但闻一多直

言，其“在乱中的行为却有作汉奸的嫌疑” 。

日前， 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

讲座 2018 年第五期（总第二十四期）

讲座在孔学堂明伦堂开讲， 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义桅应邀作《“一带一路” ：再造中

国 再造世界》的主题讲座。

讲座中， 王义桅教授以精深的专

业知识从“丝绸之路” 起源，什么是

“一带一路” 、为何要建“一带一路” 、

如何建设“一带一路” 多个层面对“一

带一路” 倡议进行丰富深刻的案例剖

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 指出 “一带一

路” 的要旨就是拓展中国的发展空间，

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其核心

是互联互通，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实践平台。 讲座既有深刻的理论

阐述，又紧密结合实际，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和实用性， 对提高我省领导干部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能力和水

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据了解， 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

化讲座是由贵州省委组织部、 贵州省

委党校主办，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

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

特别支持。 自 2016年 3月 4日开班以

来，已举办 24 期，讲座以突出治国理

政能力建设为主题， 选题融汇古今中

外，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学、法律

等，受到广大领导干部好评。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学者畅谈“一带一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做客孔学堂

日前， 由贵阳孔学堂文化传

播中心与修文县委宣传部共同主

办的第五期“孔学堂—阳明洞会

讲” 在修文县中国阳明文化园举

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

南大学首席教授樊和平， 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焦国成， 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继红

等专家齐聚一堂，以“小康文明

的伦理条件” 为主题进行会讲。

三位专家谈古论今， 深入分

析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伦理观和

“三纲五常” 对于当今时代“小

康文明” 建设的指导意义，为中

国“小康文明” 可持续发展提供

战略指导和理论依据。 他们一致

认为，只有经济与伦理相结合，才

能保证小康社会及小康文明实现

可持续发展。

“听了三位专家的主题演

讲，我深深感到‘小康文明’ 建设

不仅需要经济支撑， 还需要伦理

指导，受教了。 ” 市民张先生表

示。

据介绍，“孔学堂———阳明

洞会讲” 是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

中心与修文县共同打造的区域性

文化品牌，自创办以来，已成功举

办五期， 今后还将继续推出主题

会讲。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专家共论小康文明的伦理条件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二笑”背后

刘福芳 1997年作《李白行吟图》

第五期“孔学堂—阳明洞会讲” 举行

神秘的“五”

说文解字

五源于手， 人手就是数字五的象

形。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曾

考据说：“数生于手， 倒其拇指为一，

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

拳为五。 ” 中国古代开蒙，素有屈指为

数说。

五源于中，五就是午。 在古文中，

五是代表四方的两线相交。 甲骨文中

的五也意含着“阴阳在天地之间交为

午”的意思。 先人在世界混沌之初，有

了东西南北的四方感之后， 产生了

“中间” 的意识，便从四的概念中过渡

到五。

据《同文举要》说：“五位，天地之

中也。 ” 人在把周边前后左右四方认

定后，自身便是中了。 中就是五。 古代

商、周出于对世界神话般的幻觉，把自

己的位置视为世界的“中央” ，并由此

产生了“中华” 、“中国” 之称，它的本

源就是从数五产生。

还有一种“天六地五，数之常也”

之说，尽管与“天三地四” 说相比，人

为的色彩加大，但仍可从《国语》、《左

传》中找到根据，即：“天有六气（阴阳

风雨晴晦），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

为五声。 ”

中国的五，用得最多的便是五行。

据说诸多的五的用法中， 有一千多种

与五行有关。五行学说贯穿中国武术、

医学、天文、文化等各个方面。

五行的说法也很多，俗家将五常：

仁、义、礼、智、信，视为五行；佛典将

“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 也

视为五行。

数五的泛用，除五行外，还有世生

五谷：稻、麦、稷、黍、菽说；天生五虫：

倮虫、毛虫、羽虫、鳞虫、甲虫说；土分

五色：黄土、红土、黑土、褐色土、黑褐

土说；以及“人生五官、五脏、定五味、

五情” 说。

《本草纲目》载：有一种五香的青

木香，天生出五，“一株五根，一茎五

枝，一枝五叶，叶间五节” ，每部分都

生在五上，这种植物与人有些相同，一

手五指，一足五趾，面有五官。

阎泽川

直通孔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