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刘芬
版式：姚慧 校对：杨嶷飞

2019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文化07

《周易》云：“蒙以养正，圣功也。 ”
对蒙昧无知的小孩子进行教育， 首先
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若能如此
便是立了一件大功。 蒙昧无知的小孩
子， 还不能分辨善恶， 在发蒙的过程
中，不仅要让小孩子学习知识，也要藉
此让小孩子能够区分善恶并能从善拒
恶。 幼年养成的道德情感，将成为一种
习惯， 对成年之后的人生历程起到关
键的作用。

因此， 古人十分重视对小孩子的
教育，对于教育的内容要精心选择。 孔
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论语》中记载
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孔子的儿子孔
鲤从庭院中快步走过，被父亲叫住，父
亲问他学《诗》了吗，“不学《诗》，无以
言”。孔鲤于是去学《诗》。又过了几天，
孔鲤又被父亲叫住，父亲问他学《礼》

了吗，“不学《礼》，无以立。 ”孔鲤于是
又去学《礼》。 我们常说的“诗礼传家”
便是源于此。

孔子有一回还说过学《诗》具有很
多好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
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
所谓“兴观群怨”，后来理学集大成者
朱熹有自己的解释：“感发志意” 谓之
兴，读《诗》能激发我们对美好的意绪
与志趣；“考见得失”谓之观，读《诗》能
使我们得知民意并藉此知道政事之得
失；“和而不流”谓之群，读《诗》能使我
们如君子一样仁和友善， 但又不像小

人一样同流合污；“怨而不怒”谓之怨，
读《诗》教会我们在批评社会的不公正
时恰到好处，避免情绪激烈。

以诗礼教育小孩子是古人的一项
悠久的传统， 古人认为教育小孩子要

“正”，不仅身体上要“正”，心灵上也要
“正”，并且身正与心正是紧密相连、相
互影响的。

古人如何给书斋取名

古代文人墨客常常给自己的居室
或书斋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 这个
名字就叫室名。室名有着悠久历史，历
代文人室名背后体现出的也是一种有
趣的文化现象。

据《晋书》（卷 85《刘毅传》）记载：
“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
上，号为盘龙斋。 ”这或许是古代可考
的最早室名。

古代文人的命名方式， 它们大致
可以分为几大类：

第一大类是以所居之室的本身情
况命名。 这种命名方式可根据居室环
境、 形状、 建筑时间等多种情况来命
名。明代著名出版家、藏书家安国的居
室后面种有二里地的丛桂， 他便取名

为“桂坡馆”；明末书画篆刻家胡正言
因自己斋前植竹十余竿， 取名“十竹
斋”。以居室形状命名者如唐代宰相李
林甫，他有一室似偃月之形，便取名曰
“偃月堂”。还有以建筑时间命名，如唐
代书法家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 在浙
江乌程西南杼山造亭， 其建筑时间是
癸丑年（大历八年）癸卯月（十月）癸亥
日（二十一日），因命之曰“三癸亭”。

第二大类就是以所寓之志命名，
这也反映了书斋主人的志向。 宋代范
仲淹《岳阳楼记》 云：“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人卫泾因取
此句之意，名其室曰“后乐堂”，寄托忧
国忧民之心。 元代遗民丁鹤年入明不
仕，名其室曰“贞素斋”，寄托洁身自好
之志。 明代大臣戴金以力行、责己、克
终为三件难事，因名其室曰“三难轩”，
寄托征服“三难”之心。

第三大类是以所藏之书命名。 其
中又可分为藏书目的、藏书方法、藏书
内容等。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多藏野史，
因此取名“野史亭”。 清代黄丕烈藏宋
本百余种，名其室曰“百宋一廛”，后又
藏北宋本《陶渊明诗集》和南宋本汤氏

注《陶渊明诗集》，将书斋取名“陶陶
室”。后来他又购得宋严州本和景德官
本《仪礼》（一名《士礼》），遂取名为“士
礼居”。 清代学者周春，因为藏有宋本
《礼书》和《陶渊明诗集》，名其室曰“礼
陶斋”。后来，《礼书》不存，书室易名为

“宝陶斋”，最后，连《陶渊明诗集》也被
迫卖掉，书室不得不改为“梦陶斋”。

还有以藏书目的为命名的， 比如
清代学者徐乾学筑楼藏书，一日“与其
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
哉？ ’因指书而欣然笑曰：‘吾传者唯是
矣！ ’遂名其楼为‘传世’”（《 藏书纪事
诗·徐乾学》）。 可见，“传世楼”之名表
示徐氏为传后代而藏书。

第四大类就是以所敬之人命名。
宋代大儒程颐曾流传有“程门立雪”的
故事，清人程大年尊程颐为师，遂名其
室“立雪斋”。 宋代文学家虞俦钦佩唐
代诗人白居易，便名其室曰“尊白堂”。
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极为推崇唐代白居
易和宋代苏轼， 为书斋命名为“白苏
斋”。清代书画家许友师法宋代书画家
米芾，为自己的书斋取名“米友堂”。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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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文人除了读书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生活的
品味， 重视生活里面怎样喝茶，
不追求权利与财富，知道自己生
命的意义在哪里。

《竹林拨阮图》现藏于台北
故宫博物院，画的作者已经无可
知晓，但是这幅画很好地反映了
宋代文人生活中一种美学风格
最好的范例。

一位文人坐在家中榻上，手
中拿着书卷， 书童在为他倒茶，
身后的屏风描绘的是江边景色。
沙洲上高长着芦苇，芙蓉花下有
一对鸳鸯， 远处大雁振翅飞过，
反映宋代文人向往山水，向往自
然。

画中屏风挂着的是主人自
己的画像，当一位文人将自画像
挂在家中，代表自己懂得重视自

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找到属于自己的悠闲
自在。

宋代文人士大夫很多就是艺术家，不仅
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
成就斐然，世所公认。面对纷扰的外部世界，
他们还多存野逸之心，热衷于园林山水。

《槐荫消夏图》描绘一位文人躺在藤编
的凉床上，半敞衣襟，双脚架高，闭着眼睛仿
佛倾听鸟的叫声，悠然自得。 为什么宋朝的
三百年里产生了这么多的文人，因为他们懂
得生活，他们是真正“慢活”的老祖先。 生活
要走得很慢、很悠闲、然后很丰富。不沉迷追
逐权利与财富，生活可以很简单，很单纯。

宋朝文人始终坚持自己生活里面的某
一种品位，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在整个社会
世俗趋向当中，大家越来越觉得这样的一种
生活品位，别人会不耐烦，会觉得你是不是
太曲高和寡，但是我希望我的知己是宋朝的
文人。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很多东西正在被逐
渐遗忘，至少我们还可以通过宋朝文人的画
对自己做一点点的警惕， 也做一点点的鼓
励。

离开是另一种陪伴
□ 姚瑶

贝利叶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都是听障人
士，只有女儿宝拉是健全的，所以，这一家
人与外人的交流， 基本上都要靠女儿进行
手语翻译。

贝利叶夫妇是农场主， 原本过着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养牛，做奶酪。 有
一天， 一名音乐老师发现了宝拉的歌
唱天赋，开始鼓励她去参加歌唱比赛，
并且去巴黎进修。但女儿一走，其他三
人的生活可能就会发生巨大改变，父
母一方面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变得不方
便， 另一方面也确实舍不得女儿远走
高飞。 影片《贝利叶一家》的故事就此
展开。

大多数涉及残障人士的电影，要
么描述他们的苦难， 要么赞颂他们的

坚韧，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在着力表现这
群人的“异质”。 而《贝利叶一家》不同，其中
的三个听障人士从一开始，就只是把自己听
不到也无法说话的残障当做一种“特点”，从
未有过自卑，更未曾要博得同情。

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工作、谋生，遭遇小
麻烦也享受快乐，甚至，在他们所在的这座
小城选举市长的时候， 因为不满现任候选
人，作为聋哑人的父亲还精心准备参选。 女
儿宝拉提醒他，“你说不了话。 ”父亲开玩笑
地比划，“奥巴马长得那么黑，不还是当了总
统。 ”父女俩笑作一团。 镜头拉开，他们坐在
一辆像玩具一样的、萌萌的挖掘机上，行驶
在自家农场的夕阳下。

如果说影片前半段的关键词是温情，那
么后半段的关键词就是抉择。宝拉本身的性
格有些内向， 但唱歌让她变得自信而快乐。
原本，她就像所有青春期的孩子对待父母一
样，觉得他们亲密又厌烦，但当她发现自己
真的要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才第一次发觉
父母作为残障人士，是多么需要自己。 到底
该追逐自己的梦想， 还是该做一个好女儿，
这个抉择开始变得残忍起来。

与此同时，父母也必须面对这个重大的
改变。一开始，他们耍小孩子脾气，故意表达
一些气愤，想让女儿改变想法。最终，他们想
通了。 女儿有自己的人生，让女儿放心地离
开故乡，才是父母能给予的最深的爱。

在赛场上，宝拉一边唱歌，一边用手语
向台下的父母述说着歌词中的含义，“亲爱
的父母，我要走了。我不是逃避，而是飞翔。”
她最终唱着歌，离开了故乡，无论能否成功，
都不会再有遗憾。

而那首歌的歌词，代表了我们每个人想
向父母说的话———即使在远处，我们的心仍
然陪伴着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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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

何为蒙以养正
□ 陈彧云

菊花石雕刻技艺是流传在浏阳地区的一种传统石雕技艺。 以
在石头上雕刻菊花等纹理而著称， 是一项独具特色的雕刻技艺。
该技艺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浏阳菊花石是湖南省传统石雕原料之一，因其形成似天然之
菊花而得名。

晓晓

菊花石雕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