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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

今天能读到唐诗 真幸运
□ 六神磊磊

说文距今大约四百年前，大明朝天启年间，
在浙江海盐县，有一位老人默默脱下官袍，
整齐叠好，自言自语：“再见了，官场！ 我要
回到家乡，去编一部最全的唐诗集！ ”他就
是胡震亨。那个年代没有搜索引擎，你要查
找一首诗，说不定要跋涉千山万水去抄。

在所有唐诗里，最牛的是哪一首？可能
不少人会回答：《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
唐”嘛，但张若虚只有两首诗留了下来。 这
种遭遇不是偶然的。李白写了一辈子诗，去
世前把毕生稿件托付给族叔李阳冰， 然而
失传了。 再说杜甫，40 岁之前的诗几乎全
部失传，而他只活了 58 岁，大半辈子的诗

白写了。
那时候， 唐诗正以今天物种灭绝般的

速度在失传。 于是 1625 年，老胡下定决心
编一本唐诗集出来。秋去春来，终于有一天
胡震亨放下了笔， 此时他已工作了整整十
年。这部巨著被取名为《唐音统签》，收录了
当时最完整的唐代和五代诗。

第二位牛人登场了， 他的名字叫作钱
谦益。今天你要是想研究杜甫，都没法不读
他的注。老钱也想编一本全唐诗，怎奈天不
假年， 没编完就去世了。 他的遗稿七零八
落， 幸亏另一个牛人季振宜发现了老钱的
残稿。 季振宜家的藏品很多， 一件神龙本

《兰亭序》，是王羲之《兰亭序》传世最精美
的摹本， 没有之一； 另一件是《富春山居
图》。 有机缘、有藏品、有斗志，季振宜挑灯
夜战，又十年过去了，终于编出一部宏伟的
唐诗集。

第四位牛人于是出场了， 他就是康熙
皇帝。 他对过去那些唐诗集总觉得不够满
意，他选定了江宁织造曹寅，也就是曹雪芹
的爷爷， 编出一本最牛最全的《全唐诗》。
1705 年， 曹寅督率十位饱学的翰林官，在
扬州开局修书， 可谓势如破竹。 仅仅一年
后，曹寅就把《全唐诗》放在了康熙的面前。
康熙给这部书写下骄傲的序言：“唐三百年
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
云大备矣！ ”

今天，每读到一首唐诗，我都觉得很庆
幸。因为他们，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唐朝诗人
们朝辞白帝、夜泊牛渚、暮投石壕、梦游天
姥；看诗人们记录下千里莺啼、万里云罗、
百尺危楼、一行白鹭；看他们漫卷诗书、永
忆江湖、哭呼昭王、笑问客来。

关于父亲
的记忆碎片

□ 姚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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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期间， 有好事者列出了两个名
单，一个名单是寂寂无名的清朝状元，一
个名单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大
有“读书无用论”的味道。那么，古代的状
元真的不行吗？

寂寂无名的状元
过去的状元都是全国第一名。 一个

状元最少要连闯童试、乡试、省试、殿试
几大关。 一旦状元及第，就会名震全国。
状元不仅意味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光
宗耀祖， 还会成为天下读书人学习的榜
样。

据统计， 科举制度沿袭了大约 1300
年，状元一共才 777 人。 以大唐盛世为例，
34 名状元中， 最有名的竟然只有王维、柳
公权、郭子仪这三位。

再看李白，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科考。
李白出身不好，老祖宗是流放的罪犯，老爹
还是不法商人。 出身这样的家庭就彻底被
挡在高考门外了。虽然输在起跑线上，但李
白反倒没有任何世俗的牵绊， 以超凡脱俗
的艺术成就流芳百世， 成为千古最伟大的
诗人之一。 杜甫倒是可以科考， 但屡次不
中，沦为资深落榜生。白居易老兄成绩也很
一般，最后不得不玩起了“高考移民”，将户
口迁到安徽去考试。

宋代更惨， 大众熟悉的只有那个过伶
仃洋的文天祥， 而声名显赫的唐宋八大家
却没有一个是状元。

状元就是考试机器
状元就是一台考试机器。 一个状元承

载着家族、社会，乃至朝廷的厚望，从中状
元那一天起，他便没有了任何自由，继续开
拓创新、奋发进取的动力便无从谈起，很多
时候，状元们放不下身段，脸面与尊严反倒
成为了他们继续进取的阻碍。

相反， 那些落榜生完全没有状元的这
些束缚。反正也是寂寂无名，完全可以放手
一搏。 比如蒲松龄、吴敬梓，两人都是屡试
不中， 开始怀疑科考制度， 继而抨击八股
文，最后专心写讽刺小说成为名家。那个著
名的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出现在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中。李时珍落榜后，能够安心扎
根农村，历经辛苦走遍大山，尝遍百草，终
于写就《本草纲目》。

现代人通常认为， 情商高才是混得好
的保证。 状元智商高无疑，但情商显然是
个短板。 光有学习能力没有社交能力不

行，光有考试能力没有社会洞察能
力也不行。 明代第一个连中“三元”
的状元叫黄观，时常当面顶撞燕王
朱棣，让朱棣下不了台。 如果拿状
元与落榜造反考生来对比，就更强
烈。 造反者聚众起事，率领千军万
马，攻城拔寨，最终成为领袖。 这些
不仅需要雄心壮志，还需要勇气魄
力、号召力、领导力、意志力，总之，
这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似乎有
一种“只认第一”的文化传统，第一与第二
的待遇就天差地别。 恰恰是这种文化害惨
了状元。 历数千余年来的状元，似乎只有王
维、文天祥为大众所熟知，确实很悲催。 更
尴尬的是，担任宰相的状元就有几十位，但
没有一位青史留名。

其实，科考最重要的职能是发现官员，
培养官员。 因此，那些另类的艺术生、特长
生是不可能走进考场的，即使考了，也不会
考出顶尖名次。 而历史经验证明，这些非状
元反倒成为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力
量。

状元及第后， 为何上天没有再眷顾他
们呢？ 哪有好事让一个人占全的，这说明上
帝也是很公平的。 说状元不行，并不是说状
元没用，更不是鼓吹“读书无用论”。 相反，
没有对知识的尊重， 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

古时的状元为什么普遍不行
周末的晚上，

窝在家里看电影，
父亲发来短信，问
是否有时间聊聊
天。

我颇为诧异。
印象中， 三十多年
来， 这是父亲第一

次提出想与我来一场轻松的对话。
在我记忆里， 父亲只是坐在桌子对面的

人，他说话时表情严肃，手指喜欢不停敲打桌
子，我对他喜欢吃的菜、爱听的歌、喜欢的颜
色、读过的书一无所知，不知该从何聊起。

你或许会笑话我这样的狼狈。 可是，你是
否有好好回想过与父亲的点点滴滴？ 他是像
《美丽人生》中的父亲一样拥有神奇的魔力，将
战争的残酷和阴霾解释为一场游戏，让孩子无
畏无惧地生存下去？ 还是像《大鱼》中的爸爸，
总爱夸夸其谈地讲述各种只会在童话里出现
的离奇经历？或许，他没有钱，也不体面，像《长
江七号》中的周星驰一样，在工地上打工，拼了
命要把你送到更好的学校上学……

小时候， 我们都喜欢在父亲身上贴上英
雄的标签，坚定地相信父亲是不会哭的。 可长
大了以后才知道，父亲也是普通人，心里也有
化不开的悲伤。 在电影《爸，你好吗》里，看着
握着瘫痪女儿的手，哭得那样伤心的爸爸；看
着为了送儿子上学，急得连衣服、裤子都穿反
了的狼狈的爸爸； 看着天天为生计喝得烂醉
如泥， 一大早坐在儿子身边流泪的爸爸……
我们才知道， 再英勇的父亲也有自己的无能
为力。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我们的爱。

父爱是一杯温热的白开水，很平淡，却是
一丝一丝温存的堆叠， 只是没长大的我们，往
往难以察觉。

那天晚上睡着后，收到父亲的短信，原来
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这恐怕是严肃的他这一
生说过的最煽情的话：“一直后悔自己很晚结
婚，很晚生小孩。如果不这样，和你在一起的时
间就能多一些。 ”

把老师称为“西席”，现在已不多见。 古人为何把
老师称为“西席”呢？

中国自古讲究“人有三尊，君、父、师”。《吕氏春
秋·尊师》中就说：“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
也。 ”既然把老师处处尊为上宾，上宾之位，当然就是
坐西面东的席位了。

《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
西乡，以南方为上。 ”古人席地而坐，西方的座位最尊
贵。宾主相见，让客人坐西方，以示敬重。这个座位称为
“宾席”，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客人就被称为“西席”。

古人对老师最为尊重，所以把老师称为“西席”。
而主人则在坐东面西的席位陪客， 这也许就是称主
人为“东家”的来历。

汉明帝刘庄堪称尊师的楷模。 东汉大儒桓荣是
刘庄的老师，刘庄即位后，仍将桓荣尊为上宾。 清人
梁章钜《称谓录》记载：“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
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 故师曰西席。 ”

“西席”一词，在中国古代较为常见，柳宗元《重
赠刘连州》：“若道柳家无子弟， 往年何事乞西宾。 ”

“西宾”如同“西席”，指老师。
这在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有的版本写道：“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 ”
而有的版本则写作：“因闻得盐政欲聘一西宾， 雨村
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且作安身之计。 ”

清钮琇《觚賸续编·琵琶》：“帐中人疑其奸细，困
缚入帐，识为金星西席，乃释而询其故。 ”邹韬奋在
《我的母亲》中写道：“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
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
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 ”

老师为何称“西席”
□ 刘绍义

□ 陈事美

“大禹治水”治的是什么水？“一问
三不知”是不知道哪三样？ 这些都是基
本的文学常识，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
贵遗产。

从本期开始，文化版陆续推出“中
国文化知识 100 题”， 请跟随我们的步
伐，领略祖国灿烂的文化。

1、现在我们常用“阳春白雪”和“下
里巴人” 指代高雅和通俗的文艺作品，
请问这两个成语最初指的是什么？（C）

A、文章 B、画作 C、乐曲
2、 下面哪个字常用作表示顺序的

第五位？ (A)
� � � � A、戊 B、戍 C、戌

3、古人的婚礼在什么时间举行？ (C)

� � � � A、早上 B、中午 C、傍晚
4、“大禹治水” 的故事家喻户晓 ，

“大禹治水”治的是哪个流域的洪水？ (B)
� � � � A、长江流域 B、黄河流域

5、 古代宫殿大门前成对的石狮一
般都是：(A)
� � � � A、左雄右雌 B、左雌右雄

6、“结发”在古时是指结婚时：(C)
� � � � A、丈夫把头发束起来

B、妻子把头发束起来
C、把夫妻头发束在一起
7、我国传统表示次序的“天干”共

有几个字？ (A)
� � � � A、十个 B、十二个

8、被誉为“万园之园”的是：(B)

� � � � A、颐和园 B、圆明园
9、“水” 字属于下列哪种汉字构成

方式？ (A)
� � � � A、象形字 B、表意字

10、“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描
写的是哪个传统节日？ (B)
� � � � A、中秋节 B、元宵节

C、端午节 D、七夕节
11、 道家思想在我国影响深远，请

问历史中的哪一时期最接近道家所主
张的无为而治？ (A)
� � � � A、文景之治 B、光武中兴

C、贞观之治 D、开元盛世
12、下列哪个不是北京的别称？ (C)

� � � � A、大都 B、中都 C、上都 D、燕都

中国文化知识 100题（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