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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诗话》专栏之十一

王阳明龙场悟道是贵州学术发展史的辉煌篇章，也是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巨大转折。阳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弘扬阳明文化既有深远的学术价值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目前阳明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对于阳明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与文学成就之研究尚显薄弱。 有鉴于此，本报特邀赵

永刚博士开设王阳明诗话专栏，以王阳明诗歌为中心，采用诗史互证、诗思互鉴的研究方法，呈现王阳明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叙

写王阳明波谲云诡的传奇人生，论述王阳明超凡入圣的心学智慧。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孔学堂

编辑／版式 贺孝瑚 校对／ 陈颉

14

此心还有尔能知

正德十五年（1520），从泰和远

道而来的杨茂是一位聋哑人， 他口

不能言， 耳不能听， 交流起来很困

难。 王阳明只好采用笔谈的方式与

其交流， 杨茂则以表情和肢体动作

回应。

王阳明首先问：“你口不能言

是非，耳不能听是非，你的心还能不

能分辨是非？ ” 杨茂点头，意为心能

明辨是非。

需要注意的是， 王阳明所问之

是非， 虽然不排斥科学认知上的是

非正误， 但是主要是指道德上的是

非善恶。相对于科学认知来讲，儒家

更为重视道德实践。

王阳明接着问：“既然你的心

还能明辨是非，那么，即使你的口不

如人，耳不如人，但你的心还是与常

人一样。 ” 杨茂连连点头，起身作

揖，感谢王阳明，杨茂冰封已久的内

心开始升腾起自信。

王阳明又说：“人有四肢五脏

六腑，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颗心。此

心若是长久保存天理， 是个圣贤的

心，虽然口不能言，耳不能听，也是

一位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 相反，

若是心无天理，是个禽兽之心，即使

口能言，耳能听，也无非是个能言能

听的禽兽。 ” 杨茂手指苍天，用手掌

拍拍胸脯，神态很是自信，意在告诉

王阳明天理就在其心中。

王阳明继续指点杨茂说：“从

今以后，面对父母，就尽你的孝心；

面对兄长，就尽你的敬心；面对乡党

邻里、亲戚朋友，就尽你的谦和恭顺

之心。 别人怠慢你，不要嗔怪；看到

不义之财，不要贪图。牢牢把握住内

在的良知之心，以此为标准，不要随

波逐流。 ” 杨茂内心的阴霾逐渐散

去，对于王阳明的指点，首肯拜谢。

王阳明最后说：“即使是口耳

健全之人，假如不能善用其口耳，也

会惹是生非，滋生烦恼。凡是口谈是

非，搬弄是非，必然是惹是生非。 口

中出善言称赞别人， 自然会引起别

人的好感。 可是要是口出恶言诋毁

别人，轻了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严重

的话，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耳能

听毁誉之言，也要心有所主。如果心

无所主，不善用耳，听到别人称誉自

己就喜形于色， 听到别人批评就垂

头丧气， 就会滋生出无穷无尽的烦

恼。 你现在口不言是非， 耳不听是

非，省了多少闲是非，省了多少闲烦

恼呢。你比起那些不善用口耳之人，

反倒是快活了好多， 还有何自卑

呢？ ” 至此杨茂的奋发之心彻底被

王阳明唤醒，杨茂喜不自胜，感谢王

阳明的点拨，满怀自信而去。

王阳明直指人心的点拨之法，

无疑受到禅宗的启示， 当然最主要

的智慧还是来自儒家， 尤其是孔子

启发式的教学方式，比如“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等。

王阳明点拨杨茂， 一是强调良

知之心是道德实践的准则， 以良知

之心为指导，积德累仁，自然会成就

完美人格； 二是修身处世要谨言慎

行，正如《周易·系辞》所言：“君子

居其室， 出其言善， 则千里之外应

之，况其迩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

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

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

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

也，可不慎乎？ ” 言论与行为是导致

荣辱祸福的关键，岂能等闲视之？

与杨茂的交流， 发生在王阳明

四十九岁时。此时王阳明学问纯熟，

臻于化境， 对杨茂的指点自然是游

刃有余。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其老师

身份的确立， 最早可以追溯到弘治

十七年（1504），王阳明当时三十三

岁，被聘为山东乡试主考官，录取了

山东举人穆孔晖等七十五人， 按照

明代社会的科举习俗， 这批举人可

以被王阳明视作门生。

王阳明三十一岁疏请回原籍养

病，在家闲居了两年，登山临水，诗

酒逍遥，颇为惬意。王阳明早年原本

就对佛教、道教有浓厚的兴趣，这两

年没有父亲王华的管束， 王阳明又

重操故业，往来于绍兴、杭州之间，

出入寺庙道观， 与方外人士交往密

切，也曾一度在阳明洞打坐，甚至萌

生了出家的念头。 只是心中割舍不

下祖母与父亲， 最终放弃了出家的

念头。王阳明点化了西湖僧，自己也

回归到儒家。 王阳明开始反省两年

以来的生活，心想自己正当壮年，赋

闲在家，虚度光阴，终究不是了局，

于是又起了用世之心。

王阳明刚好碰到了一次再度出

仕好机会。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

科乡试恰好有重大改革， 礼部建议

用京官赴各省担任主考， 于是浙江

就聘请了南京光禄少卿杨濂， 山东

聘请了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 王

阳明获聘山东乡试主考官， 直接原

因是受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举荐，这

陆偁与王阳明是同年举人， 后来又

曾一同参加会试，同为浙江籍官员，

两人交往甚笃， 陆偁钦佩王阳明的

道德学问，礼部有此建议，陆偁就举

荐了王阳明。

王阳明欣然受聘， 离开绍兴北

上济南赴任。山东是孔孟故里，儒风

大雅，泽被久远，人文荟萃。 王阳明

很是重视此次山东之行， 还未到济

南， 就郑重其事地撰写了山东乡试

程文范本。 所拟试题，质量很高，涉

及礼乐制度、用人之法、军队管理、

边疆治理等现实问题。 试题公布之

后，获得诸多赞誉，有识之士也根据

试题察觉到了王阳明的雄才大略。

泉城济南风光秀美， 王阳明本

来就有烟霞癖好， 初到济南就游览

了济南名胜趵突泉。 济南又是诗词

渊薮之地，宋代词学大家辛弃疾、李

清照之故里，王阳明诗才超群，不甘

人后，泉城之行，岂能无诗？ 公务闲

暇之余， 王阳明创作了很多优秀的

诗篇。其中有两首诗非常有趣，其一

题为《文衡堂试事毕书壁》，诗曰：

棘闱秋锁动经旬，事了惊看白发新。

造作曾无酣蚁句，支离莫作画蛇人。

寸丝拟得长才补，五色兼愁过眼频。

袖手虚堂听明发，此中豪杰定谁真。

此诗首联大意是说， 乡试从八

月初九开始，八月十七结束，将近十

天， 王阳明与考生同样被封闭在考

场内，因为考务繁冗，十天辛劳，竟

然长出了白发。其实，王阳明这两句

诗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或者说是诗

歌创作中常见的套路。

笔者何以断定如此呢？ 且看阳

明夫子自道，他说：“诸君以予白发

之句，试观予鬓，果见一丝，予作诗

实未尝知也，漫书一绝识之。 ” 王阳

明说，考生称颂“事了惊看白发新”

是秀句，写得非常好，可是王阳明本

年才三十三岁，不至于有多少白发，

考生不太相信这句诗是写实， 纷纷

凑到近前，仔细端详王阳明的鬓角，

还果真发现了一根白发。 王阳明也

很惊讶， 说我写此句时确实不曾知

晓头生白发，此事端的可罕。 于是，

王阳明又写了一首绝句，其诗曰：

忽然相见尚非时，岂亦殷勤效一丝？

总使皓然吾不恨，此心还有尔能知。

这首诗的境界很高， 远远超出

了上面的那一首。 首句是说年齿不

算老，不应该是头生白发的年纪，既

然如此， 何以这一根白发莫名出现

呢？第二句以诘问的口吻质问白发，

难道你如此殷勤着急生出来， 是为

了迎合我“事了惊看白发新” 这句

诗吗？这一句写得真好，古来都是因

白发而有诗，还未曾见到先有好诗，

白发殷勤为诗而生的例子。 该句新

颖诙谐， 充满谐趣。 第三句笔锋一

转，由一根白发想到满头白发，王阳

明说即使将来白发苍苍，也无憾恨。

第四句给出答案，“此心还有尔能

知” ，尔字所指应该不是白发，而是

参加山东乡试的考生。 王阳明是说

为国选材，是人臣职责所在。得天下

英才而育之， 是身为师长者难得的

人间至乐。 师生同心，以道自任，慧

命相接，即使为师者白发皓然，年华

老去，但弟子卓然自立，薪尽火传，

文明之光，灯灯相续，又何憾之有？

王阳明慧眼识才， 在山东录取

的七十五位举人名至实归， 穆孔晖

等均有较大成就， 王阳明的这根白

发，既滋生了两首好诗，又培育了一

批高足，实在是值得的。

乡试公务结束之后， 王阳明由

济南南下，游览了东岳泰山，拜谒了

曲阜周公庙、孔子庙，这一场朝圣之

旅，坚定了王阳明的儒家信念，他在

《泰山高次王内翰司献韵》 中说：

“也来攀附摄遗迹，三千之下，不知

亦许再拜占末行。 ” 此时王阳明的

人生理想是做儒家弟子， 或者说是

做圣人之徒。

本年九月，王阳明回京复命，改

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三个月之

后， 南京御史王蕃弹劾王阳明在托

病居家期间，接受山东乡试聘请，是

不忠不孝之举。这个弹劾，是王阳明

遭受的来自大明官场的第一次沉重

打击，而更大的艰难也在慢慢逼近。

赵永刚

古时候没有现代科技通讯，那么古人

是如何相互传递信息的呢？主要有以下几

种方式：

狼烟直上：据唐代兵部《烽式》（关

于烽火的操作细则）里记载“每岁秋前，

别采艾蒿、茎叶、苇条、草节，皆要相

杂，为放烟之薪。” 这是“狼

烟” 的主要材料，当然也可

以 加 点 狼

粪调味。 而

之 所 以 叫

狼烟，是因

为唐末突厥、鲜卑这些民族崇拜狼，唐朝

统治者也把他们比作狼，狼烟的意思就是

狼来了。 “狼烟” 这个词是唐末才在文献

里出现。 段成式说：狼粪烟直上，烽火用

之。

飞鸽传书： 据五代文人王仁裕著的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张九龄少年时，

家养群鸽。 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

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 ” 这是飞

鸽传书最详尽的描述。

竹筒快递： 隋文帝年间南方叛乱，大

将史万岁孤军深入剿匪，那时没有快递公

司，只好把战报放进竹筒里顺水而下。 据

说“邮筒” 就是这么来的，但多少有点牵

强附会。

鸿雁传书：“鸿雁传书” 的典故出自

《汉书·苏武传》，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扣

押后安排放羊，一放就是十多年。 昭帝即

位后派使者来匈奴，希望放了苏武。 单于

说苏武死了。 汉使知道苏武没死，

便诈说， 天子在上林苑射到一只

大雁， 腿上系着一封信写着苏武

没死。 单于一看瞒不过去，只好把

苏武放了。 阎泽川

古人的联络方式

●国学趣闻

端午的仪式感

●国学解读

农历五月初五，仲夏时节，石榴花

开，中国人迎来入夏后第一个重要节日

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民俗

活动最丰富的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

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

端午作为民间佳节，仪式感很强。

从“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

蒲青翠，天淡纸鸢舞。 粽叶香飘十里，对

酒携樽俎。 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

江诵君赋”（苏轼 《六幺令·天中节》）

到“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

髻， 艾束著危冠”（陆游 《乙卯重五

诗》），再到“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

草踏初回”（汤显祖 《午日处州禁竞

渡》），古代诗词里记载了各地裹香粽、

饮雄黄、赛龙舟、挂菖蒲、浴兰汤等端午

习俗。 这些独特的民俗活动，传承着千

百年来中国人别有情趣的生活方式。

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最隆重的活动，

沈从文在小说《边城》里细细描述了他

的老家湘西端午日赛龙舟的盛况。 “船

只的形式，和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

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

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

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才拖下水去。 每

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

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 桨手每人持

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

向前划去。 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

裹着红布包头， 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

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 擂鼓打锣的，

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蓬

蓬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

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 一船快慢既不得

不靠鼓声， 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

鼓声如雷鸣， 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

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鹳河时

水战擂鼓种种情形。 ”（沈从文 《边

城》） 边城端午的热闹景象跃然纸上，

书里描绘的龙舟竞渡活动盛行南北，成

为端午节重要的文化符号。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 ”（文秀《端午》）相传，吃粽子、赛

龙舟等端午习俗，都与战国时期楚国诗

人屈原忠直遭谗、投江自尽有关。“他们

像潮水一样涌到屈原投江的地方想去

救他。 人们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驾着

小船沿江打捞。 他们捞哇，捞哇，可捞了

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捞到他的尸体。 万

分悲痛之下，他们把船上的大米、鸡蛋

等食物投到水里祭奠他，也祈祷江里的

水族吃了这些东西后，不再伤害屈原的

尸体。 有人还把雄黄酒倒进水里，想药

昏江中的蛟龙，使它无法张口……流传

到今天， 人们已不再往江里投粽子了，

但有一些活动依然保留了下来，逐渐演

变成端午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等习俗。 ”

（《端午节的由来》）

一枚粽叶、一江龙舟、一个爱国诗

人，端午节将自然、礼俗与情感融合在

一起，演变为中国人流传千年的衣食风

俗、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文化滋味余

韵绵长，精神力量生生不息。 方莉

苏武牧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