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史
名著该这样欣赏

什么是名著？名著就是这样的书———哪怕
只是一瞬间，它都会使你从中感受到一部分生
活的意义。 名著是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书，是
世界上亿万读者多少年来为从中得到特别启
迪而阅读的书。我常听到人们说：“名著太难懂
了，我啃不进去。 ”让我出些主意，帮助你打开
这个奇妙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尔玛卓夫兄
弟》一书中抛出了五十个主要人物。 托尔斯泰
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一章中用了二十二个又
长又复杂的名字，使你脑袋发麻。这时，不要急
着往前翻，坚持看下去。渐渐地，这些人物就会
变得清晰。 你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和你
的老朋友在一起一样。 你会想起你的许多朋
友，在结识前也是陌生人。

我们读名著时， 不要过早地说“我看不
懂”，要坚持读完。我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共
读了三遍才看懂。如果你认真看了但确实看不
懂，你把它放到一边，搁一天或一年，先去读另
一本书。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作者读的书。 任何
一个作家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了解
当时的历史、作家及其他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他
们的态度会帮助你理解作家的观点。

所有名著都经得起反复读。你读完一本书
后，如果很感兴趣，又不完全懂，那么立即重读
一遍，你会发现更多的东西。 如果几年前你读
过一部名著并且喜欢它，就再读一遍。 书里还
有那么多新的东西要告诉你，你简直不会相信
这是同一本书。

□ 张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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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考状元有哪些加分项
世相

□ 王左中右 “诶， 你说，《龟兔赛
跑》中，如果兔子一开始就
在奋力奔跑，那，乌龟还有
什么比赛的必要？”坐在咖
啡店里，朋友小 A 望着窗
外，冷不丁地问我。

小 A 是个有“失败情
结”的人，小时候因为胖，
上体育课被同学笑话；离
开县城，到市里念高中，因
为口音以及内向的性格，

成为全班男生的出气筒； 到了大
学，一直以学业自豪的他发现，有
些学霸的智商， 是自己一辈子都
无法企及的；如今工作了，看到身
边一大波牛人， 他陷入了平庸的
沮丧，觉得自己就是《龟兔赛跑》
中的乌龟，一开始就没有希望，不
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努力下去的意
义。

看着情绪低落的小 A， 不知
怎的， 心里竟不合时宜地想起了
小时候看的《灌篮高手》。 那是樱
木花道学习投篮时， 安西教练对
他说：“从现在开始， 好好盯着流
川枫的姿势，尽可能模仿他，然后
用 3 倍于他的训练量训练。这样，
你才有可能在高中阶段超越他。”

彼时的流川枫之于樱木，何
尝不是兔子之于乌龟。 但我想樱
木的幸运也在于此， 能够早早知
道世界上还有“兔子”的存在，并
且看到了兔子能跑多快。 就像那
句广告词：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
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知道差距有多大， 才能准确
地定位自己， 这是件十分不易的
事。当兔子奋力奔跑时，乌龟要做
的， 就是盯着那只兔子的每一个
动作，能学多少学多少，然后以他
3 倍的训练量训练。 要知道，兔子
一定会打盹的， 不是每个科比一
样的天才， 都知道洛杉矶凌晨 4
点的样子。

这样，到了最后，即便你还是
追不上兔子， 你可以是乌龟里跑
得快的那一个。 就算成为不了天
才， 你也是每天都比昨天好一点
点的人。

纯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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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露，
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之
所以被称为“大喜”，是因为实现起来难度
大，物以稀为贵，导致我们以为那时考个
状元好像比登天还难。 然而，这是一个大
大的误解，因为古代考状元加分项很多。

都说现代是看脸的社会，其实古代考
状元也看脸。

大明朝第一次全国考试的时候，草民
郭翀轻轻松松答了个笔试第一，就等着面
试了。 朱元璋看着他的笔试卷子，心潮澎
湃，吩咐公公让郭走上殿前。

卷面成绩满分的郭翀听到公公喊自
己的名字，骄傲地抬起了头。 这一抬头，了
不得，丑出风格丑出水平的郭翀把朱元璋
吓了一跳。 没等郭翀开口，朱元璋就给了
他三个字：你走开。

之后，太祖走下龙椅让其他考生排排
站，一张脸一张脸瞅过去，亲自挑选了颜
值担当———吴宗伯， 定为当年的新科状
元。

除了颜值，老祖宗们还有另一项清奇
的加分项目：名字。

清光绪二十九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
大寿。 考官们发现，考生中有个叫王寿彭

的，于是跟捡到宝似的拟定他为状元。 他
们在慈禧面前说出了理由： 他名为王寿
彭，寿比彭祖，也祝老佛爷您福如王母三
千岁，寿比彭祖八百春。慈禧一开心，就钦
点王寿彭为状元。

名字不仅要取得好， 还要写起来好
看。

明永乐年间，孙曰恭抱着远大的读书
志向，一路杀到了殿试，成为“高考”第一
名。 然而，当考官们按名次码好卷子，经朱
棣审批后准备拆封填榜时，天上一道闪电
劈中了孙曰恭同学。

“第一名：孙曰恭。 ”主考官刚落笔，朱
棣就怒了。 因为古人竖着写字，“曰恭”连
起来写，就成了一个“暴”字。

朱棣一下子就有小情绪了：“暴”字岂
不是在讽刺我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我要是
聘他为状元，岂不为天下人所耻笑？

于是孙曰恭被这样无情地剥夺状元
权利终生。

那颜值不够，名字还土气的话，是不
是只能理直气壮地自暴自弃了呢？ 也不
是，实在不行，你可以考了又考，一考再
考，成为“复读机中的战斗机”，凭借击败
99%的工龄逆袭而上， 获得金榜题名的机

会。
为了让更多的复读生感受到皇恩浩

荡，北宋特别推出了科举限时特惠：考龄
和考试次数达到标准， 就能获得特奏名，
直接面见皇上，参加殿试。 这个就叫“特奏
名殿试”，第一名也叫“状元”。 只要过了特
奏名殿试，就能当官了。 这个特奏名殿试
的难度，怎么说呢？ 基本相当于让一个正
在学高数的大学生解一个二元方程式。

宋神宗元丰年间，一位七十余岁的老
儒，在特奏名殿试中摸着试卷，还没来得
及掏出老花镜看题就犯起困。 主考官殷切
地跑过来点醒他， 名字和准考证号写好，
答题卡你就随便填填吧。 老人家提起笔，
洋洋洒洒地写下：臣年老了，看不懂题目，
也不想看懂。 只愿皇上长命百岁，世界和
平。

就是这 26 个字， 开启了老人家以一
杯茶、一张报纸度过一天的终身制公务员
生活。

上面这些科举考试的故事，充满了魔
幻主义后现代色彩。 实际上，这些只是特
例，科举考试大体还是公平的，给了很多
读书人机会，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
的作用。

趣谈

假如兔子奋力奔跑
□ 姚瑶

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 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
别的雅号———“李三瘦”。 所谓“三瘦”是说
李清照喜以“瘦”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
个含“瘦”字的千古名句。

第一个含“瘦”字的名句：“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女词人突破常
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动物的“肥”
“瘦”移用到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
惜花的情感，叹花的情态：语新意隽。 李清
照擅长寻常言语谱新声， 赢得了历代文人
的褒扬、赞赏。南宋文学家胡仔赞叹：“近时
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
红瘦’，此语甚新。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六十卷） 清代词学家黄苏说：“而‘绿肥红

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
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 ”（《蓼园词选》）

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新来瘦，非
干病酒，不是悲秋。 ”（《凤凰台上忆吹箫》）

“诗犹文也，忌直贵曲。 ”（清·施朴华《岘佣
说诗》）才力华赡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瘦”
的缘由， 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 作暗
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含蓄蕴藉。 对“新来
瘦”这个名句，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

“写出一种临别心神，而新瘦新愁，真如秦
女楼头，声声有和鸣之奏。”（《草堂诗馀隽》
卷二评语）当代词学家唐圭璋认为：“‘新来
瘦’三句，申言别苦，较病酒悲秋为尤苦。 ”
（《唐宋词简释》）

第三个含“瘦” 字的名句：“莫道不消

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醉花阴》）
“人比黄花瘦”的“瘦”字，与首句“薄雾浓云
愁永昼”的“愁”字相呼应，以花喻人，形神
相似，物我交融。这样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
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
菊，佳人兴叹，怜花自怜的画面：意境极美，
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
认为，“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中的“瘦”字
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 凝聚了
“全词精神”。（《唐宋词欣赏》）

李清照“三瘦”词句一写伤春的心绪，
一抒离别的哀怨，一描独处的孤寂。它们从
不同角度书写“幽愁”，奇俊新颖，语意工
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名传千
古。

李清照缘何叫“李三瘦”

“青青子衿”
与爱情无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
《诗经·郑风》里的诗句，曹操后
来引用此语，表达求贤若渴的期
望。 但在《诗经》里，这首诗表达
的含义，很久以来却一直被解释
为年轻女子思慕情郎的故事，说
那个男子一身青色的服装和玉
佩都深深印入女子的心灵，女子
每天都在思念他， 诗的结尾说：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
这是后人的误读，它其实是

一首批评乱世废弃学校教育的
诗。那个时期的学子都穿青色领
子的服装，“青青子衿”一般被用
作指代学生，因此那首诗歌表达
的是老师对学生的殷切期望。在
诗中，老师对不来上学的孩子叹
气：“看你轻佻又放荡，没事就去
城阙上逛， 要知一天不见礼乐，
如同荒废三个月一样！ ”这里“一
日不见，如三月兮”不是情人相
思， 而是老师强调礼乐不能荒
废。

今人却想当然地把这首忧
思学生荒废学业的诗当作情人
相思的诗，真是谬中有趣。总之，
“青青子衿”原本不是指情郎，而
是指学子。

□ 曾昭安

□朱永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