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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诗
□ 蒲苇（巴中）

我赞美过锦绣如画的山川湖泊
赞美过春华秋实，天长地久
赞美过诚实的劳动，开心的收获
也赞美过身残志坚，苦尽甘来的熨帖
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身披冬日暖阳
聆听河水的低吟浅唱和寒风呼啸
树林里的麻雀扇动淡绿的光晕
叽叽喳喳的叫声，证明它们活得喜悦
路在脚下延伸，我们牵着光阴的手
漫步岁月的长堤，寻常的日子
平添了一些调味品和小惬意
生活不再是一团乱麻，泥沙俱下
珍惜当前，给过往写一段回忆录
温柔以待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新年的邮车正在配送欢乐运输祝福
每个人的眼里，都饱含着
对未来的热爱，对和平的赞颂

冬至
□ 高秀群（成都）

太阳直射始回归，日转乾坤夜正肥。
数九寒天冰雪冷，生三广宇朔风威。
谁家过节煨羊肉，大众宰猪备黍醅。
冻死蚊蝇藏瑞彩，皮裘紧裹待春晖。

注：生三，指天地。

刘道平诗二首

安岳柠檬

非枳非橙个性牛，殷勤结子在荒丘。
腹中有货谁欺软，输你牙巴硬到头。

忆豪饮

酒垆轰饮壮年时，岂为消愁而纵姿？
莫道无人观醉态，与生唯不越雷池。

对父亲，我的叛逆期来得有些晚，大约是
十八岁以后。此前，是莫名的冷漠。

父母多年在一所古庙改建的乡村中学任
教，困难岁月里，凭藉微薄的薪水养育我们四
兄妹，日子熬得大不易。父亲在与子女情感交
融方面显得缺乏情商，远不如母亲那般温润
亲和。下班回家，他总是慵坐在变形的旧藤椅
上，独自守着蜂窝煤炉，煨一壶水，冲泡一大
瓷盅碎末花茶，边啜饮边叭着自卷叶烟，在缭
绕的雾气里望着窗外一角天空发呆。与我们
相处，他从没有亲昵之举，板着脸不苟言笑，
过早的满头银白和嘴角两括深深的法令纹更
是放大了他的古板。中学时代，他是我的语文
老师和班主任，这处境让我非常难堪，我害怕
与他交流，不知道该称他老师还是父亲，只有
尽量缄口沉默。课堂上，我努力将眼神避开，
下课后，与他绕着道走。

长时间的冷漠终于酿成针尖对麦芒的叛
逆。高中毕业，我背上行囊，奔赴农村成为一
名“知识青年”。知青点距家并不算远，我却很
少回去，青春浮华的我开始嫌弃父亲的迂腐，
看不惯他的某些生活积习，排斥与他作坦荡
的心灵沟通。那年冬季征兵，我满怀希冀要穿
上绿军装万里赴戎机，不料却最终因一个莫
须有的理由在定兵终审时被刷下。我为此痛
苦得彻夜无眠，泪水湿透枕席。父亲闻讯骑着
自行车风风火火赶来劝慰。可他的话语我听
起来全是空洞说教，从心里一句句全部顶转
去。我不想再听他唠叨，使劲抹干眼泪，故作
无所谓之态：算个啥啊，招兵名额有限，谁上
谁下都正常。你没事回去吧，我要下田干农活
了。父亲无奈摇头叹气，笨拙地骑上自行车，
消失在迷雾中的机耕道上……

下乡满两年要返城就业，父亲去找当教
育局长的老同学说情，想安排我做教师，我却
直白回话：一辈子呆在农村也不愿当教书匠！
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初交女友颇不顺。偶尔遇
上动心的，带回家却遭遇父亲冷待，说人家打
眼就不像会过日子的主。而他让亲戚给我介
绍的女孩，穿着横袢布鞋一副老实巴交模样，
我一见心就透凉，坚决拒绝。父亲责骂我“浑
眼珠”，发誓以后再不管我婚恋之事。我硬生
生顶撞：谢天谢地！

四兄妹相继参加工作离开老家后，日渐
衰老的父亲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对子女格外
牵挂依恋起来。那时没有手机，联系很不方
便，到了周末，父亲就早早守在校门口，盼着
几个孩子回家。有时候这个回来那个没踪影，
他心有不甘，还要在校门口留守许久，似乎要
把那条通往远方的乡村公路望穿。

孩子们周末不约而同回归的日子，是父亲
心花怒放的时光。他颐指气使安排母亲去厨房
备办我们最喜欢吃的回锅肉烧肥肠一类家常
饭菜，饭前先招呼我们围坐在大圆桌旁。自己
稳坐上席，捧着内壁起了黑垢的大茶盅，呷着
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开个周会，各人谈谈近
段时间的工作收获。然后指着我：你是老大，带
个头。起初，我对此事又是心生反感，觉得父亲
真是乖谬，一家人过周末还弄得这样正襟危
坐。于是草草应付两句，寻个借口离座躲进里
屋闲翻书。父亲没吱声，脸却黑得要拧出水。

有一回，这一幕被母亲瞥见，她跟进里
屋，细声对我说，你该懂事了，不能这样对你
爸。他生性内向，不善表白，其实心头在乎你
们得很。自从你在县委宣传部当了新闻干事，
他天天去等邮递员为学校送报纸，拿过手先
翻看。一见到你的文章就欢天喜地，舞着报纸
四处向熟人炫耀：我大儿子的文章又发表了！
有一阵你加班许久未回来，他忍不住借学校
座机电话打到单位找你，其实就想聊几句，听
听你的声音。可你完了还告诉他以后没要紧
事不要占用工作电话，你不晓得他为此郁闷
了好久。为了这个家，他吃苦耐劳大半辈子，
他是真心唯愿你们都好好的……母亲的一番
话，猛一下戳到我的软肋，内疚之情像温泉一
样从心底汩汩泛出。那个晚上，我因忏悔而辗
转反侧。此后，父亲召集周会，我恭顺地带头
向他禀告工作生活的细枝末节，满足他的挖
根挖底。傍他而坐，我主动靠近一点点，再靠
近一点点……

父亲最后一次召集周会，是在县医院他
的病床前。那个周末，老人已是胃癌弥留之
际，却硬撑着依床坐起，听四兄妹噙泪挨个汇
报。他最牵挂的二娃刚刚从远方漂泊归来，破
例率先发言，告慰老爸：几年江湖闯荡，一切
安好。其实二弟在外谋生举步维艰，颇吃了些
苦，但此时怎忍心倾诉？接下来个个都报喜
讯：我有文章获了省级大奖，妹妹新晋了职称
涨了工资，年轻的小弟刚拿到任命书，荣升厂
党办副主任。父亲枯瘦蜡黄的脸庞闪现出久
违的笑容：太好了，太好了……

是夜，父亲溘然长逝。

冬至节后，进入寒冷时节，我突然想起故乡
大巴山深处乡村流行的俗语“小寒大寒，冻死懒
汉。勤勤快快，热火过年”。当然故乡也流传着俗
语“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石头冻朽”，
或者说“三九四九，冻死老狗”，也说“三九四九，
凌冰上走”。那时深山里的故乡一到十冬腊月，
确实是寒风萧萧，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故乡的
人们用勤快的双手，在辛勤的劳动中产生热量，
产生温暖，驱走严寒。他们闻鸡起舞，勤劳勇敢，
不坐以待寒，人人积极参与劳动，确实不冷，说
话吐出的热气在寒风中更加显眼，更加明了，热
气腾腾。

在严寒的日子里，我们平时在家里或者在
学校的玩耍中，分成几组要么做逗兵短跑的游
戏，要么做互动挤油渣的游戏，同时也斗鸡、踢
毽子等。父母亲鼓励我们做这些运动游戏，产
生热量，抵御严寒。这样下来虽然身上衣衫单
薄，但也会浑身热气腾腾，暖暖和和的。还有一
个寒冷的游戏，就是将冬水田里一卡厚的凌
冰，划成比一本书还大或者有半张报纸那么大
一块，将谷草用手指掐成五寸长，在冰块的中
间或黄金分割处，用谷草细秸吹冰块，用人吹
的热气渐渐暖化，在冰块中吹成一个小孔，穿
上棕树叶子，吊起提上前后摇晃，看谁的冰块
大，凝固得久，过程中一点都没有寒冷的感觉。
儿童们做这些游戏时，大人们在劳动的间歇，
要么帮忙言传身教，要么鼓励助阵。儿童们兴
趣越来越浓啊，在寒冷中比个输赢，寒冷全无，

喜笑颜开。
在大山深处，放寒假时最冷。我们几个小学

同学一大早背上背夹儿，拿上弯刀，披上棕搭
搭，互相喊着走进大山深处森林中砍柴，冰天雪
地，冰霜遍地，树干上、树枝上、树叶上，要么结
有冰柱子，要么裹上厚厚的雪，就像木桶形状的
冰糕、冰条、冰棍，横七竖八、井然有序地架在空
中。高年级的龙大州同学告诉我们这叫玉树琼
枝，还朗诵了陈毅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我们跟着吼，
玉树琼枝哦，大雪压树枝哦。在树林中，用弯刀
一砍树枝，积雪和冰凌齐刷刷地落在我们头上、
颈项里、耳朵上，但都因为我们劳动热和了，冰
寒的雪和冰块打在身上，或落在颈项里，只是寒
冷地一惊，冰冷的感觉立即被热量压倒和融入，
我们都只是哈哈大笑，十分惬意，而且还比赛看
谁个不怕严寒。有时候同学之间也会做恶作剧，
把一大块冰或者一捧雪，趁谁不注意时放在别
人的后颈窝，用体温融化，这时大家哈哈大笑还
问冷不冷，没有谁说冷，从来没有谁生过气，也
从来没有谁说做这些游戏时有人因背心里有冰
块或者有雪感冒了的事。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过年前几天，寒
风凛冽，天寒地冻，为了准备年货，母亲叫我翻
山越岭去用豌豆调换粉条，我认为这是母亲信
任我，相信我不畏寒冷。由于山高路陡，要走很
远的羊肠小道，因此需要早晨天刚亮就背着背
篼出发。外面的温度特别低，零下五度左右，屋

的四周不是结有冰，就是白头霜，或者打有桐
油凌（这是最寒冷的标志）。我刚一出门不适
应，打了个寒战，立即镇静一会儿就出发了。寒
风打在我的脸上，真如刀割锥刺一样，我想到
父母亲的信任，想到过年要吃粉条，我没有退
却，踏霜履冰，大步流星地迎着寒风前进。约十
五分钟后，全身渐渐暖和，越走越热，后来竟然
敞开衣服行进了。呼出的热气变成白气，在寒
风中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了靓丽的风景。边走
边吐出热气，成了我不惧严寒不断前行的目
标。到了打粉家，我受到了“这娃儿不怕冷，不
怕困难”的夸奖。回到家全家也称赞我“不怕冷
不怕苦”。心里无比高兴，恰似“高天滚滚寒流
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经历了家乡的寒冷，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就
没有“畏惧寒冷”一说。二〇〇五年九月，市政府
机关西迁后，一年四季，打霜下雪，我从不懈怠
地行进在仙鹤路、滨河路，在小寒大寒的日子
里，在美丽的州河边行进时，也遇到了寒冷的河
风和刺骨的寒风，路的两边铺满了白头霜。因为
小时候在大山里感受过比这更严寒的日子，所
以这点寒冷不值一提。数九寒天的季节没有阻
挡我早早出发、步行上班的习惯，快步行走一会
儿，便浑身热气腾腾精神抖擞，在温暖中愉快地
走进办公室，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天寒地冻的日子，像大巴山深处威严的父
亲和慈祥的母亲，鼓励鞭策滋养我，给我战胜困
难的勇气。

王晓阳先生的《论语读记》在四川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了，这部长达45万字的长篇巨制，可
谓凝聚了作者的勤劳与耕耘、心灵与智慧、能力
与才华。它是作者对于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的
一次系统性、全方位、多视角的阅读，是作者的
一种大胆尝试和富于成功性的释解，又莫不是
作者与孔圣人及其弟子们展开的一场隔着长长
时空的思想对话。

众所周知，《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论
道自由和言说方式的大汇聚，它关涉政治观
念、哲学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人生修养
和为人处世等十分丰富而博大的内容，是儒家
的经典著述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
和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代文化
人，应当如何阅读这部书，又应当如何释解这
本著述，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细细探究
的。王晓阳先生的做法是：认真阅读，辨识原
典，悉心领会，深彻参悟，尽力做到实事求是和
客观公允，然后再施与客观和主观的评价。这
正如王晓阳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孔子是人
不是神，《论语》不是每一句都是真理，不是句
句正确，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把孔子思想看
得一文不值，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肯定是
浅薄无知；把孔子思想看做是所有时代、解决
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包医百病，也是荒唐可
笑的。对于《论语》及孔子思想包括中华文化，
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学习，……然后联系现实，
联系自身，古为今用，让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
文化与个人契合，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与现实
接轨，使其焕发出时代的光芒。”这是作者对

《论语》进行解读的正确表达，是作者才情、才
气、才华的大释放和大展示。

王晓阳先生对《论语》的兴趣和爱好，其实
并非始于今日。早在西师读大学期间，他就对

《论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参加工作以来，
他更是对《论语》爱不释手，“除了时常闲翻之
外，隔上几年就要重温一次，每一次阅读都有
新的认知和体会”，而且，他还具有批注和写札
记的习惯，在一边阅读一边做札记的过程中，
断断续续地形成了若干心得体会，便有了把它

们整理成书的想法。与此同时，他看到坊间许
多注释解读《论语》的书，都显得太过随意和主
观，“甚至臆说乱解，联想发挥，把作者自己的
想法强加于《论语》之上，把一部忧国忧民忧人
类的伟大思想著作或弄成心灵鸡汤，或弄成管
理秘籍，或弄成谋略法则，或捧成处世宝典”。
在他看来，“这类的解读可以说离题太远，曲解
太深”，于是便有了写一本正解《论语》的冲动。
他为此参阅了大量有关《论语》注释注解的书
籍，包括朱熹的《论语集注》、何晏的《论语集
解》、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
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杨逢彬的《论语新
注新译》、孙钦善的《论语新注》、杜道生的《论
语新注新译》、李零的《丧家狗——我读》等。历
时五个春秋，他便有了这部皇皇大著的正式出
版。

笔者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对儒学经
典的现代解读》，可以说是经过充分斟酌和细细
考量的。其主要原因是王晓阳先生在这本著述
里散发出了浓郁而强烈的现代观念，即浸透或
贯穿着深刻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和现代理智、
现代认知。在这种现代观念的带动下，作者认真
而深性地透解《论语》中所蕴含的政治主张、哲
学意识、伦理道德观念、教育理论、人生修养思
想及其为人处世哲学，把《论语》视为是一种现
代人的思想的重要参照，将之看做是对于现代
人的一种精神引领，直接或间接地表述为古为
今用的主题意蕴或精神指向。当然，王晓阳先生
也深知，对《论语》原文的尊重，是他进行这种现
代性解读的前提。对此，我们不妨以王晓阳先生
在《1·1》《2·4》《15·39》等章节中的读记为例，来
加以论证。

《1·1》的原文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作者在对之进行了简要的注
释和译文之后，再在读记中阐明了自己对于这
段话语的理解和看法。在作者看来，要彻彻底
底地理解这段话的深刻内涵，并非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因为它连用了“说”“乐”“君子”这样三
个词语，讲述了三件值得快乐的事情。究竟是

哪三件快乐的事情？作者又暂且不表，而是将
笔锋一转，述说起孔子少年贫困、中年奋斗、老
年奔波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认为单从生活的
角度看，孔子的一生并不快乐。既然生活不快
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或她就势必要去
寻找和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快乐。于是乎，孔
子在“学”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快乐。在孔子的体
验和认知里，学习知识并经常复习和验证这样
的知识，不啻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学问做大了，
名气如日中天，志同道合的人会慕名而来，相
互之间切磋学问，同样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
情；一个人的学问做得再大，也有人不了解和
不认可，即便是这样，也不用气馁和恼怒，这才
正是一个君子应当的所作所为。作者认为，孔
子所说的这三种快乐，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种快
乐，那就是“学”的快乐；同时也指出，孔子在这
里所说的“学”的快乐，并非只是学习文化知识
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
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接着，作者又论述
了孔子所说的三个重要学习阶段，即“十五志
于学”“三十而立”和“五十而知天命”这三个阶
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又互为因果
的。作者的这一番解读，毋庸置疑是对原文的
尊重。

《2·4》的原文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者同
样是在简单的注释和译文后，在其读记里对该
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这样的论述里，作
者认为孔子的整个为学过程可以分成五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为十五岁到三十岁，在这个阶
段里，先是对学习发奋立志，明确基本的学习
知识的方法，然后是人格逐渐走向成熟，以及
充分掌握各种各样的礼仪；第二个阶段为四十
岁，在掌握了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对外界一切
事物渐渐明白了它们的外在、内在及其运行的
原理之后，就没有多少生命或人生的疑问了；
五十岁为第三个阶段，孔子既看到了自己一生
的来路和归途，明白了事物自有其自身的发展
规律，也懂得了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可能性和

有限性，甚至可以同上苍与地神、自然法则与
规律进行有益的对话；六十岁为第四个阶段，
孔子认为，外在的各种说法或意见，无论它们
与自己相同或相异，也不管它们是对自己赞成
或反对，都能够加以正确地对待，明白它们的
是非曲直，所以听起来感到耳顺；最后一阶段
为七十岁，这是进入最高境界即“圣人”境界的
重要阶段，在孔子看来，他不用刻意地去检点、
管束自己的欲望，但其一言一行都不会违背礼
制规矩，因为圣人的内心自由与外界的一切法
度已是自然融洽，达到了很高程度的合一。作
者指出，一般人的为学只能停留在“志学”“立”
和“不惑”的阶段，而孔子的为学却能抵达“知
天命”的最高境界。显而易见，这是作者对原文
表现出来的内涵的注重，又莫不是对这段话语
进行的现代性解读。

在《15 · 39》的原文里，虽然只有“有教无
类”这四个字，但作者的读记或论述却是由表
及里和由浅入深的。作者首先列举了李泽厚、
杨伯峻、钱穆这三位先生对于这四个字的不同
说明和注解，然后列举出子安宣邦在《孔子的
学问》里对这四个字的深入理解和阐释，最后
再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看法，认为子安宣邦的理
解和阐释更进一步，也更具有深度意义。在作
者看来，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
于他不单单提出了教育要平等，更为重要的是
他提出了教育或学习本身的重要性。这毋庸置
疑地是作者对这四个字的现代性解读。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笔者虽然只是有意识
地选择了作者关于学习知识、教育理念及人生
经历的例证来加以说明，但由此可见作者对于

《论语》的解读和阐释，无疑是充满现代性意味
的。这是因为，作者首先立足于现代性的宽广视
野，以回溯的方式方法来解读《论语》这部儒学
经典；其次是作者在解读和论述《论语》的过程
中，充满着一个现代文化人的思想认知和理性
判断，再次是作者对《论语》的这种解读和阐释，
富有一个现代思想者的智慧、才气、心性和灵
魂。因而王晓阳先生的这本《论语读记》是一部
充满现代思想意味的文本。

观九寨长海（外一首）

□ 郭定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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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经典的现代解读
——读王晓阳先生的《论语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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