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
斗量”是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一
句古语，那么，这句话里那个

“不可貌相”的人是谁呢？
其实， 这个人复姓澹台，

名灭明，澹台灭明是春秋末期
的鲁国武城人。 他天生异相，
面貌丑陋，据说长得“额低口
窄， 鼻梁低矮， 不具大器形
貌”，所以，当他去拜孔子为师
时， 孔子虽然为了信守自己
“有教无类” 的理念没有拒绝
他，却总对他爱答不理，让人
家坐冷板凳。澹台灭明对孔夫
子以貌取人的态度颇为失望，
毅然决然离开孔子，开始了漫
长刻苦的自学历程。

以貌取人的孔子没把澹台灭明当回
事儿，但是他非常喜爱的弟子子游却对澹
台灭明颇为欣赏。 子游从武城宰任上回到
曲阜看望孔子时，孔子问他：“你在那里得
到什么人才了吗？ ”子游借机赞美了澹台
灭明的高尚品格：“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
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用现代
话说，就是“做事从不投机取巧走捷径，没
有公事从来不到我屋里来。 ”但固执的孔
子依然不为所动。

澹台灭明自学成才后，独辟蹊径，南下
吴楚游历讲学，积极传播儒家学说。 知识渊
博、道德高尚的澹台灭明在江南地区受到了
人们的爱戴， 当地跟从他学习的有三百多
人。他在几十年内为江南地区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他的名气
也传遍了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孔子听到这些
消息，幡然悔悟，不胜感慨：以容取人乎，失
之子羽（澹台灭明字子羽）；以言取人乎，失
之宰予（凭长相判断人，看错了子羽；凭语言
判断人，看错了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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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古地名命名是
有所谓“水北山南为阳”之
说，以此推之，浏阳，因古
时位于浏水北岸而得名是
符合这一命名原理的。“但
是，浏阳，建县之初并不叫
浏阳，而叫刘阳。 ”

翻开《三国志·吴书》，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
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
陵为奉邑，屯据江陵”赫然
在目。 这是东汉建安十四
年（209）的事，头一年，周
瑜率江东孙氏集团军队与
刘备军队联合， 赤壁之战

大败曹军。 无独有偶，《晋书》在地理
下篇记载“长沙郡”统县十，“刘阳”
是其一。

而最有力的证明是文物的佐
证。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是
三国东吴关于长沙地区的档案文
书。 走进长沙简牍博物馆，迎面序厅
展出的木牍《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
私学文书》中就出现了“长沙刘阳谢
达”字样，反映的应是置县之初的客
观情况。

据专家考证，“刘阳” 之名在长
沙吴简中大量出现， 仅在吴简壹、
贰、叁中就出现 30 多次，而且还有

“刘 阳 侯 ”、“刘 阳 县 ”， 如 编 号
1-6718“入刘阳县还价人李绶米卅
四斛”。 这不但说明此“刘阳”作为奉
邑即《三国志·吴书》之“刘阳”，乃湖
南地名确定无疑， 而且可以肯定是
县级政区地名。

至于何时将“刘阳”改为“浏阳”？
《晋书》地理下篇为“刘阳”，到《宋书》
州郡“长沙”所领县七，“浏阳侯相”是
其一，《南史》卷五十四载“浏阳公大雅
字云风，简文第十二子也。 ”刘旁均有
水。 清嘉庆戊寅年《浏阳县志》卷三所
载沿革“三国吴”、“晋”代均为“刘阳”，
而“宋”、“南齐”、“梁”、“陈”及以后各
代均为“浏阳”。 1962 年出版的《湖南
省志·地理志》 总结为：“《晋书·地理
志》载县名为‘刘阳’，南朝（宋）改‘刘
阳’为‘浏阳’。 ”

至于为什么命名“刘阳”？ 有待
考证。 可能与“刘氏长沙国”有关也
未可知，因为“刘阳”当时即位于国
都临湘以东； 抑或现在的浏阳河最
先就称刘水，后来才改成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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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有人说，他能在三日内，将一片沙漠
变作绿洲，我们会不会很期待？ 别高兴得太早，
且看他狡黠一笑，说：“人工降绿漆！ ” 假使有
人说，只有身价 5000万的富豪才配娶自己，我
们会不会觉得肯定是位绝世美女加才女？ 别惊
艳得太早，且看她痴痴一笑，说：“我就是喜欢
大款。 ”面对这样的人，围观者往往是哈哈一
笑，然后四散而去。

哗众取宠，算不上手段，更不是箴言，就是
一种尖锐的讽刺；但说取宠，有人怕会飘飘然，
忘乎所以，认为真的可以求宠。 不如将“取”改
成“失”，更有醒世作用。

哗众取宠隐透着哗众诸君的三观问题。 但
是以自损形象为代价，无异于挖肉补疮。 金大
师笔下有一套“七伤拳”，出拳时声势煊赫，敌
人很难抵挡住这源源不断的劲力。 但练此拳有
个先诀条件，内力须臻化境，否则对自己的脏
腑有着很大的伤害，实是先伤己，再伤人。

投机取巧的小丑伎俩，无处不在，令人不

齿。 在将来某个时刻想起，说不定就会觉得羞
愧难当。 俗话说得好：“人叫人，千声不应；货
叫人，不请自来。 ”与其矫揉造作，不如脚踏实
地；与其金玉其外，不如耐下性子，潜心苦修，
将内功练至顶峰。 到时练不练七伤拳已不重
要了， 因为普通的一拳一脚， 也将是威力无
穷。

哗众诸君或许也晓得个中道理，此非长久
之计，我就想博个惊鸿一瞥。 恐怕还是估错了。
欢呼、鼓掌，并不意味着荣宠、尊敬；仅这短暂
的认可，说不定还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成分。

在一个四处充斥着哗众取宠的环境中，对
于本无意邀恩求宠的人也是一个考验吧。 哗众
倚仗浮夸的言论，去攻击人的某个弱点，迎合
某个思维，就像刮动着我们的神经末梢。 只要
稍不留神，就会落入人家的陷阱里。 也许就为
着这一刹间的兴奋，作践了自己，助长了歪风。
一个人影响一群人，进而左右一个时代，完全
有可能。

哗众失宠
□ 江咬根

国学

和同事一起回家，望着窗外道路两旁的
树，她忽然惊呼：“看，是银杏耶！明年秋天该
有多惬意。 ”她的眼神中带着雀跃，我仿佛也
看到了满地金黄、湛蓝的天，明快到了心里。

我是个植物白痴， 说五谷不分也不为
过，如果不是她提醒，窗外这一抹风景只怕
会被我无情过滤。忽然有点羡慕这个喜欢植
物的同事，路边寻常的小灌木，她能端详半
天饶有趣味，寻常人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却
多了许多盼头：“又到了木槿花开花的时候
呢！ ”在她眼里，似乎是以植物来计量时间，
别有不同又充满了生活趣味。

时常觉得人还是懂点什么好。 你懂历
史，就一栋普通的房子，别人看到的是破旧，
你看到的是张学良被囚禁时壮志难酬的抑
郁；你懂音乐，别人耳中耳熟能详的旋律，你
却能体会那些编曲、演奏的精妙之处。 你懂
生活抛给你这些惊喜，就像齿轮找到卡位发
出“啪”的一声，是其他人所不能体会的。

懂点什么，不需要太专业，太专业往往
显得理性有余而趣味不足。 半途而废也没有
关系。 我们有责任为自己的人生找一些活
水，学一些东西。 只要曾经领会过学习的快
乐，半途而废，我不会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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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众取宠
———《汉书·艺文志》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是教育理
论和主张的载体，是展示一个社会教育状况
的窗口，中小学语文教材尤甚，透过民国语
文教材这个窗口可以一窥当时的教育状况。

小学国语国文教材中没有一首古诗词
在那个时代，语文教材同样面临着“把

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 的尴
尬， 小学国语国文教材中没有一首古诗词。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反传
统的时代，文言文被认为是消磨反抗意志的
东西，不合进步要求。

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无外
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
道德、世界观、美育五者（“五育”），共和国教
育应该与皇权教育不同，要体现新的教育宗
旨。 在这些要求之下，新生的民国理想冲云
宵，“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 一律禁用”，以

“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着手编写自己的教
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在教材
内容上提出要符合和平宗旨和宣扬平等思

想，“国学内容”，尤其是忠君、崇满的思想内
容被赶出教材，用新的方法教新的东西。

基本常识进入语文课本
在“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下，民国教材

编得有趣味又实用，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
读本》表现尤为明显。 课文大量使用拟人化
的故事，寓教于乐。 比如课文《青蛙遇到蚯
蚓》：青蛙在田里做工，遇到蚯蚓说：“你是没
有用的东西，我要吃掉你。 ”蚯蚓说：“且慢！
你整天帮助农人，吃掉害虫，我很佩服，但我
也会做些小事情，把混土掘松。 ”青蛙听了笑
道：“我错了！ 朋友，你做你的工罢！ ”

“五育”中的实利主义（相当于现在之智
育）， 认为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以后发展实
业的知识和技能， 或是一定的职业训练，以
振兴国家经济，于是连语文教育也承载了这
项任务，十分重视日常知识、科学知识的介
绍。 学者雷实先生说，民国小学语文教材里，
日常知识、科学知识介绍的课文占全部课文
的 58.6%。

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进入教材
民国教材还颇有世界眼光，1912 年 6 月

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有课文“铁达尼（又译作泰坦尼克号）邮船遇
险记”，用十五课和十六课两课来介绍“铁达
尼克号沉没”事件。

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在 1912 年的 4 月，
而这本教科书出版日期是 1912 年 6 月，泰
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就进入教材。 这说明
一方面当时编写教材颇能与时俱进，紧跟重
大时事新闻，另一方面编者对这一事件表现
出的美德给予了肯定。 在灾难面前，在生死
一线之间，船长以及很多船员、游客保持镇
静自若的绅士风度， 把生的希望留给妇孺、
把死亡留给自己。 把这一事件编进教材，可
陶冶孩子们的心性，学会爱人、爱生命、爱弱
者。 这样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生命教育、道
德教育、公民教育。 站在一百年后再看这样
的教材，不能不敬佩编者的良苦用心，并对
民国语文教材多一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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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常常听到、 且印象深刻的民间传
说故事之一， 是长沙河西岳麓山蟒蛇洞的故
事。 相传有大蟒化作道士在长沙城内作怪，称
有神仙在湘江边搭天桥来引渡凡人。 许多百
姓踏上天桥，再也没有回来。 主人公陶侃断定
是妖孽“吐舌为桥”，于是在江边筑起一座高
台，射伤大蟒眼睛，并传令全城各家药店，凡
有伤了一只眼睛的道士来买眼药， 一概卖给
溃烂之药，终将大蟒毒死。 陶侃，这个与古长
沙、与岳麓山密切联系的名字，如今的少年郎
们还有多少人知道？

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职八州都督，曾
被封为长沙郡公。 陶侃本为鄱阳郡枭阳县（今
江西都昌）人，却在湖南影响甚剧。 陶侃的母
亲叫湛氏，是历史上有名的贤母之一。 她那个
把头发剪下来卖钱换酒菜， 招待陶侃朋友的
故事有一个名字，叫“截发留宾”。 传说长沙天
心区的礼贤街就是因陶侃和母亲住在这里而
得名。

陶侃留下的更大影响， 还在于他表现出
来的强烈的经世致用、 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
神。 他急公好义、敢作敢为、开拓务实、任事不

辞辛劳、不畏艰险，严谨、庄重、温厚兼而有
之。 陶侃的种种精神文化特征，都作为一种十
分突出的精神遗产， 沉积在湖南的历史文化
传统之中， 成为湘人文化性格特征的重要源
头之一， 在后世诸多湖湘名人的基本性格中
不断传承和再现。

去找杉庵吧。 有记载说公元 313年，腥风
血雨。一个叫杜弢的人盘踞长沙作乱。陶侃作
为东晋荆州刺史率部入湘，大破杜弢部，使乱
了四五年的长沙城安定了下来。 据说，陶侃最
初在河西没找到住的地方，只好自力更生，在
岳麓山上“种杉结庵”，好在他出身寒门，对居
住环境不是很计较，反而钟情于山风松涛，挑
灯夜读。 他以身作则，城东的老百姓也以读书
为荣。

这个杉庵现今在哪里？ 一查在岳麓书院
内。 御书楼右边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告示牌

“杉庵旧址”，寻迹而至，看到的竟是理学鼻祖
周敦颐的廉溪祠。 对 1673 年前的陶侃来说，
杉庵不在，但在他种杉结庵的地方，后人建起
了这样一个偌大的书院，当拈须微笑吧。 追根
溯源，他算是岳麓书院最早的读书人呢！

古诗词曾被请出民国教材
□ 廖保平

陶侃：岳麓书院最早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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