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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生的游学

回不去了
□ 姚瑶

□ 李开周

游学这么热， 它是怎么兴起的呢？
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这股风是从欧美刮
过来的，起源在英国，发端于 17 世纪英
国贵族子弟的欧陆游学。 但是翻翻历
史，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游学
了，这个人名叫孔丘。
孔子游学，官府资助
话说孔子 31 岁那年， 正在山东曲
阜办私学， 大概给学生讲课遇到难题
了，在鲁国找不到答案，决定动身去一
—河
趟当时所有诸侯国共同的首都——
南洛阳。
从曲阜到洛阳，全程不到 500 公里，
但孔子生在春秋时期，交通落后，最先
进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 来回走一趟，
人吃马嚼，路上要住宿，还得带上礼物，
是笔不小的花费。
好在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南宫敬
叔，他爸爸和哥哥都是鲁国大夫。 南宫
敬叔听说老师要去首都游学，通过自己
的关系， 向鲁国国君申请了一辆马车，
还配了一个车夫，路上的费用也由鲁国
全包。
孔子带着南宫敬叔到了洛阳，拜访

了老子，请教了苌弘，考察了
一些名胜古迹，然后顺利返回
鲁国。孔子的这次游学经历见
于《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
家语》， 可能是我国有文字可
考的史上最早的游学。
诸葛亮游学，名气越来越大
诸葛亮游学， 主要在荆
州。
东汉末年，十几岁的诸葛
亮跟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
投奔军阀刘表，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
年的游学生涯。
刘表在荆州建有官学，诸葛亮的叔父
与刘表是旧交，得以进入官学读书，然后
诸葛亮结识了荆州官学的教授司马徽。
司马徽对诸葛亮说：“以君才， 当访
名师，益加学问。”以你的聪明才智，不应
该守在荆州读书，应该出去游学，向各地
的名师请教。 于是诸葛亮去汝南拜邓公
久学兵法，学了两三年，才返回荆州。
按《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荆州读
书时，与徐庶、石韬、孟建三人是同学，三
个人都时不时地外出游学， 并在游学过
程中与诸葛亮成为好友。
大约 27 岁的时候，诸葛亮结束游学
生涯，躬耕襄阳，这时候他已经名声在外
了，因为通过游学，他既增进了学问，又
拓宽了人脉， 他拜访过的很多名师和名
士都向政治集团推荐他。 诸葛亮之所以
被称为“卧龙”，刘备之所以“
三顾茅庐”，
就是因为老师司马徽和同学徐庶的大力
举荐。
杜甫游学，为了人脉
事实上，即使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后，

游学仍然是儒生们得以进入官场的关键
渠道。
以杜甫为例，他出身世家大族，少年
时生活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可以请教的名师如车载斗量， 可是为了
做官，仍然不得不出去游学。
大约二十岁那年， 杜甫从河南洛阳
出发，过淮河，渡长江，去湖州、常熟、苏
州、绍兴、萧山、南京等地游学。 他在苏州
祭过阖闾墓，在萧山登过古驿台，在绍兴
泛舟鉴湖，登顶天姥山，在南京畅游瓦棺
寺，观景雨花台。 当时交通落后，行程迟
缓，杜甫边走边玩，边玩边写诗，边写诗
边交朋友，如此这般玩了大约四年，直到
二十四岁那年， 才回到他的老家河南巩
县。
杜甫回巩县参加科举考试，通过了
州县一级的考试， 到京城参加进士考
试，可惜落榜了。 于是杜甫再次出游。
他去了河北， 又去了山东。 他游过邯
郸、青州和兖州。 如此这般又玩了五年
左右。
杜甫前半生有过三次游学经历，每
次都长达好几年。 在此过程中，他访问的
名师并不多，学问也没有增长多少，但他
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官员。
按照唐朝制度， 考生参加进士考试
必须有五名以上考生互相担保， 必须有
三名以上在职官员推荐， 考中进士后再
参加吏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 又必须有
五名以上在职官员推荐。 杜甫多次科考，
始终没考中进士，但他最后还是当了官，
就是因为有熟人向唐玄宗推荐了他，给
了他一个直接向皇帝展示才华的好机
会。

趣谈

张爱玲的《半生缘》写
得最动人是最后一章。 相
隔 14 年未见的世钧和曼
桢在街头重新相遇。 曾经
设想过多少重逢的场面，
等到那一刻到来， 却仍然
没有准备好。
14 年未见，他过着富
足温吞的生活， 她受人欺
凌结婚再离婚。 上海繁华
的街角，曼桢快速跑开，误以为世钧匆匆的步伐是在
追她，却不料他追的是公共汽车。 她忐忑不已，按捺
激动，而他根本没在人海中认出她来。时光不能改变
爱情，却改变了很多。
年少时看《乱世佳人》，不明白为什么瑞德最后
不能接受已经改变心意爱上自己的思嘉， 长大才知
道这种“回不去了”的感情比恨更苍凉。不是不爱，而
是不愿捡起那些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的过去，所
以只能朝前走，对你说声抱歉。
曾经单恋张艾嘉未果的李宗盛多年后在台北举
行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 身为嘉宾的张艾嘉在台上
忽然发问：“你有没有爱过我？”当时台下坐着李宗盛
的前妻朱卫茵，前妻林忆莲，还有他的知己陈淑桦。
李宗盛被问得顿时口吃，最后用一首《爱的代价》来
回应。
在茶馆的隔间， 曼桢对世钧说：“我们回不去
了。 ”书里说，她那种颤抖的眼神是一种穿透岁月的
决绝。 是啊，在决定性的三年五载他们错过了，便错
开了一生，人生能有多长，谁又能经得起几次错过呢
……

纯属瑶言

说文

“
孺子牛”到底指什么？
□ 大园

背心的文化
□ 韩浩月
一女网友发微博, 反对一位身穿背
心大裤衩的男性“
混”进了上海一家豪华
酒店的意大利餐厅。 在评论区里,支持和
反对的声音都有。 一件背心能引起这么
大争议并不奇怪, 毕竟我们是一个即便
是背心也有文化的国度。
背心最早出现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
时期, 只是那个时候不叫背心， 而是叫
“裲 裆”，用现在的话说叫“两裆”——
—前
面挡住一片，后面挡住一片。
在中国古代, 穿背心可不像现在这
样容易被人当成油腻男,有段时间,它竟
然还是身份的象征，比如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种正胸处镶嵌 13 颗纽扣的“巴图鲁
(满语勇士)坎肩”,只有朝廷要员才可以
穿着,普通官员看着眼红,纷纷效仿之,再
到后来,便发展到了士兵人手一件。 物以
稀为贵, 当背心成为士兵也能享受的待

遇时,就降格成了“
号衣”。
传统意义上的背心,经历过历史变
迁之后,很可能衍变成为近代华北农民
—汗 褟 。 所谓汗
夏天穿的中式小褂——
褟 ,有着背心的功能:布料吸汗,可贴身
穿,对开襟,有袖子,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不能忘——
—为了凉快,腋窝间挖了一个
洞,以便凉风能钻进来,令穿着者为之一
爽。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 长达
三四十年的社会生活当中, 背心都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与大茶缸子、暖水瓶
等一道, 成为先进工作者的最佳奖品之
一。 如果穿上一件正反面都印着某某厂
或者获得某某奖的背心, 总会多赢来一
些姑娘们投射过来的纯真目光。
中国的文化人爱穿两种背心, 一种
是毛背心,一种是藏在衬衣里的白背心。

鲁迅就是毛背心爱好者, 他在收到许广
平寄的毛背心包裹后, 开心得像个孩子,
回信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
这样就可以过冬了,无需棉袍了。 ”
而白背心, 更是几十年来文化人的
标志性符号,在电影《无问西东》《山楂树
之恋》《归来》《唐山大地震》 等诸多电影
里都有出现。 当人们为有人穿背心进五
星级酒店而生气的时候,或许,看见知识
分子穿着白背心流汗受苦, 又会产生怜
惜之心——
—同一件衣服不同场景穿，作
用也不同。
但知识分子穿白背心也得讲究场
合,不能随便走动，比如在《唐山大地震》
中,陈道明饰演的父亲,穿着背心裤衩在
夜里走进了张静初饰演的女儿的房间,
就被夫人揪了出去, 夫人还低低地送了
他两个字：“
流氓”。

解读

中国文化知识 100 篇（八）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这句话是谁最早提出的？
（B）
A、孔子 B、孟子
2.成语“咫尺天涯”中“咫”“尺”都是
古代计量单位，其中“咫”和“尺”哪个更
长？ （B）
A、咫 B、尺
3.草书、行书、楷书、隶书四种字体
当中哪一种是其余三种的起源？ （D）
A、草书 B、行书 C、楷书 D、隶书
4.吃年糕的习俗与下列哪位历史人
物有关？ （A）
A、伍子胥 B、范蠡 C、屈原

5.甲骨文最早是在哪种物品上被发
现的？ （B）
A、青铜器 B、药材
C、墓碑 D、竹简
6.以下哪个字不含“黑色”的意思？
（D）
A、玄 B、皂 C、青 D、苍
7.《三国演义》中有关羽“单刀赴会”
的故事，历史上也确有“单刀赴会”的事，
赴会的是：（D）
A、赵云 B、张飞 C、周瑜 D、鲁肃
8.以下几位历史人物谁在家排行老
大？ （C）
A、孔子 B、诸葛亮

C、班固 D、程颐
9.“双簧”是我国一门独特的曲艺艺
术，它得名于：（A）
A、初演的两个人都姓黄
B、表演者使用的乐曲叫做簧
C、表演者巧舌如簧
10.在白族姑娘的头饰上，蕴含着一
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语，它就是：（B）
A、阴晴圆缺 B、风花雪月
C、梅兰竹菊 D、春夏秋冬
11. 我国很早就有了穿木屐的相关
史书记载， 下面的鞋就是东晋时谢灵运
发明的“谢公屐”，它当时的用途是：（C）
A、舞鞋 B、上朝穿的朝鞋 C、登山鞋

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孺子牛”来源于鲁迅的《自
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
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
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首诗最早是鲁迅写给柳亚子的。
《鲁迅日记》1932 年 10 月 12 日记有“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
幅”，并录下本诗和跋语。
其实，“
孺子牛”一词早已经出现。在古代，“
孺子”是指小
孩子的，尤其是指幼儿。“孺子牛”最早是出自 《左传·哀公六
年》：齐景公有个小儿子名叫荼，齐景公非常溺爱他。有一次，
齐景公和荼在一起嬉戏，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口里衔根
绳子，扮着牛的样子，让小儿子骑着、牵着玩花样。不料，小儿
子一不小心跌倒，把齐景公的牙齿拉折了。
齐景公临死前遗命立荼为国君。 齐景公死后，荼继承了
王位。 但是陈僖子要立公子阳生，并在齐国大臣田乞协助下
阳生篡位，将荼流放后害死。在拥立新主的时候，齐景公的大
臣鲍牧对陈僖子说：“
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
也！ ”
鲍牧的意思是陈僖子你忘了君王给荼做孺子牛的时候
折断牙齿的事了吗？ 今天你违背了先王的遗命啊！ 从这个典
故来看，那时“孺子牛”的原意是表示父母对子女的过分疼
爱。
按此理解，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本意并非是为“大
众”无私奉献，而是泛指“
后辈”，对后辈“甘为孺子牛”。 但后
人的揣测分析越来越多，渐渐将“孺子牛”精神升华和拓展。
郭沫若在 1962 年 1 月 16 日 《人民日报》《孺子牛的质变》一
文中提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
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郭沫若指出“但这一典故，一
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
了。 ”现在我们常常用“孺子牛”来比喻心甘情愿为人民大众
服务，无私奉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