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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

我国古代的“朗读者”
□ 赖 晨
近些年，央视的《朗读者》节目吸引
了众多观众，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其
实， 我国古代许多文人墨客也是著名的
“
朗读者”，如韩愈、司马光、朱熹等文人。
唐代韩愈提出了著名的“四到”读书
法——
—手到、眼到、口到、心到。 他认为，
在翻书的同时，要把阅读、朗读和思考结
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专心致志，提高
读书效率。
北宋司马光推崇“诵读法”。 他认为，
要大声朗读阅读过的文章， 一边朗读一
边思考其内容要义，如此才会有所收获。
南宋朱熹提倡“熟读精思”的读书方
法。 他说：“
大抵观书先需熟读，使其言皆

若出于吾之口。 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
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 ”朱熹认为，
书读得多了，自然熟知；想得透彻了，自
然有所得； 读得多和读得少有很大的区
别，读十遍与读一遍不一样，读百遍和读
十遍也肯定不一样； 朗读和思考是互相
促进的，如果既能熟读，又精于思考，自
然就能理解透彻，永远不忘。
明末清初的陆世仪提出了“阶段读
书法”。 陆世仪把读书的过程分为 3 个阶
段，即诵读（5 岁～15 岁）、讲贯（15 岁～
25 岁）、涉猎（25 岁～35 岁）3 个阶段。 他
认为，人在 15 岁之前，记忆力好而理解
能力差，所以要多朗读、背诵经典名著；

15 岁以后， 理解能力渐强而记忆力不如
以前，要进行分类研究；25 岁以后，要广
采博览，有所成就。
清代郑板桥推崇多朗读以探研精
义。 他说：
“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
济事。 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
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
与我何与也？ ”他主张书要多朗读、读熟，
追求过目成诵对求学无济于事。 多朗读、
熟读的目的是能够探究书中的思想观
点，把握书中的主旨内容，“微言精义，愈
探愈出，愈研愈入”。
清代曾国藩提出“看、读、写、作，不
可缺一”。 他认为朗读古文的时候，
“
非高

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咏恬
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而朗读文章如
坚守所得之地，然后要经常写作，否则就
不能学到古人的方法， 领会不到古人的
思想。
有道是：朗读背诵解千愁。 古人提倡
用朗读、背诵来学习经典古文，以提升记
忆力、培养语感、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
而提升创造力， 这对今人学习古文很有
借鉴意义。

世相

说文

生意人被称为“商人”在我国
由来已久， 商人在当今的社会经
济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
“商人”这一名词是怎么来的呢？
这得从商朝说起， 商朝的商
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
之极”之称。 以肉食品为例，从黄
牛的养殖、贩运、屠宰、加工到销
售的全过程， 都已经形成一个相
当成熟的产业。 商朝以贝作为货
币，在市场上流通。 商代农业和手
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
展， 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
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 到商代后
期， 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
交易的商贩，吕尚( 姜 子 牙 )就曾在
朝歌以宰牛为业， 又曾在孟津卖
饭。 而且商代数位君王都修驰道，
来便利天下物通。
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
商人”。 如今日河南的商丘
人称为
“
就有中国商业、商人、商朝起源地
之说，被称为中国
“
三商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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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今参考》

趣谈

梅兰芳“
不务正业”
□ 侯美玲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20 岁的
梅兰芳开始学习绘画。
一开始， 梅兰芳临摹家中珍藏的画
谱，后来他拜师于王梦白。 王梦白是与齐
白石、吴昌硕齐名的画家。 在王梦白的悉
心教导下，梅兰芳的绘画水平不断提高。
此后，他又受到陈师曾、金拱北等画家的
指点。 在众多绘画大师的点拨下，梅兰芳
的绘画技能突飞猛进， 一些作品甚至得
到绘画界的肯定。
渐渐地， 梅兰芳开始沉迷于绘画之
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画画，或者研
习绘画方面的书籍。 那段时间，梅兰芳俨
然成了一位专业画家。 平日扇子不离手，
改为毛笔手中握， 清晨雷打不动的吊嗓
子，也改为观摩名画，来往的朋友也由戏
曲界转为绘画界。
一天， 朋友齐如山来访， 梅兰芳兴
冲冲地拉他到书房。 书房中到处是梅兰
芳的作品，许多还被他装裱后悬挂在墙

上。 他一边展示自己的得意之作，一边
不忘自我夸耀一番， 得意之形溢于言
表。 齐如山见梅兰芳兴趣盎然，并没有
打断他，而是坐在一边闭口不言。 梅兰
芳很扫兴，问齐如山是不是有什么不愉
快的事要说。
齐如山开门见山， 他指着屋子中梅
兰芳最喜爱的一套贵妃戏服说：“你是一
名京剧演员， 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舞
台上，而不是画桌上。 ”此话一出，梅兰芳
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良久，他抬起头，
对齐如山说：
“你说的对。 ”
至此， 梅兰芳终于明白一个靠戏曲
生存的艺人，舞台才是自己的天地，唯有
舞台才能让自己大放异彩。 除此之外的
东西，无不是为戏曲添彩，为戏曲服务。
懂得其中的道理后， 梅兰芳潜心研究戏
曲艺术， 苦练基本功， 仔细揣摩人物特
点，钻研表演技巧，最终成为一代戏曲大
师，开创京剧
“梅派”。

中国十大传奇状元（上）
唯一可考的
驸马状元——
—郑颢

自古以来，民
间就经常把驸马与
状元这两个词联系
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
可以做驸马，实际上中国历代可考的驸马
状元只有郑颢一位。
郑颢是唐会昌三年的状元。 本来他早
有婚约在身，中状元后打算迎娶卢家的千
金。 可是这位年轻英俊的状元被皇上看中
了，非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
给他，郑颢偏偏不爱公主，非要娶与自己
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唐宣宗便让宰相白
敏中说服他，白敏中费尽口舌，又多方威
逼利诱，终于迫使他娶了万寿公主，婚后
两人生活得并不幸福，后来郑颢多次弹劾
白敏中，幸好唐宣宗自知理亏，替白敏中
压下了弹劾的奏章。

脸皮最厚的状元——
—裴思谦

这次再得罪仇士良不会有好果子吃，就
既然如此，我要见裴秀才。 ”裴说：“
卑
说：
“
吏便是。 ”不得已，只好让他当了状元。 自
己去要功名，而且非要个状元，此君脸皮
之厚，状元中无人可比。

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掌权，朝臣的
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裴思谦当
时只是一个秀才，但他巴结权贵的功夫十
分了得，很快便与仇士良打得火热。 这一
相扑扑出的状元——
—王嗣宗
年，裴思谦心血来潮，想
当个进士，便向仇讨
宋太祖赵匡胤坐
了个帖子， 去找当 天下的第十六年，
年的主考官高 锴 。 太祖亲临讲武殿举
高锴为官清正 ， 将 行殿试。 考生王嗣
他轰了出去。 裴思 宗、陈识最先完卷，
谦气愤之际， 声称 一同上呈， 且二人
明年非状元不要。
的试卷均为上乘之
第二年，裴思谦又拿着仇士良的帖子 作。 谁为第一？ 太祖实在
来找主考官高锴， 对他说：“仇大人有信， 犯难：最后马上得天下的太祖让二人角力
荐裴思谦为状元。 ”高锴早把裴思谦忘掉 （即 相 扑），胜者为状元。 王嗣宗便与陈识
了，对他说：“状元已经有人了，状元以外 在大殿上扑斗起来，结果陈识倒地，王嗣
的可以按仇大人的意思办。 ”裴思谦厚着 宗夺得了当年的状元。
摘自《档案春秋》
脸皮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 ”高锴知道

宽厚与刻薄
□ 姚瑶
朋友 V 是我们这
群朋友中性格最好的
一位男士。对任何人都
客客气气， 温和体谅，
哪个朋友有困难，他出
钱又出力，可这样一个
好好先生在情路上却
走得不顺，屡次被发好
人卡。
仔细想想看，“好
人”在这个社会上并不
吃香。电视剧里常有这
样的情节，一世勤勤恳恳的人
如果犯了一次错误，周围的人
就无法原谅，而作恶多端的人
偶尔的一次善心，却能博得无
数褒奖，让人马上“黑转粉”。
再看名著《红楼梦》，宝钗是大
家公认的好人，从未见她与谁
有过龃龉，但朋友们却更愿意
围在说话有点刻薄的黛玉身
边。 这是为什么呢？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里面
的文学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说：
“在当下阶段， 我宁愿你们有
深刻的偏激，也不愿意你们有
肤浅的客观。因为肤浅的东西
留不下任何印象，反倒不如哪
怕偏激但深刻的观点，起码可
以在石头上凿下痕迹。 ”
这个理论有时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性格宽厚的好人常
常会被拒绝。 在现实生活里，
好人往往被普遍视作平庸的
标志。 他们因为宽厚随和，而
显得缺乏决断与魄力，在别人
看来也是不容易具有魅力的。
但是有点刻薄或是性格上不
那么完美的人，所表达的态度
总会激起或好或坏的激烈反
应，在日常交流中具有更大的
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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