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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瓮

当我蹲在一簇正萌生芽苞的火棘前
面，指着枝杈间镶嵌的形如雀蛋的虫茧大
呼小叫的时候，在暗处，古人早已掩嘴
胡卢而笑了。古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
惊异的，他们早就习惯于蹲身或者俯身
体察生命的精微之处，像这些精巧的椭
圆形虫茧，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早有记
载。《蜀本草》把这石灰质的坚硬茧蛋称
作雀儿饭瓮，缘由是当茧蛋顶部的盖子
打开之后，剩余的部分就是标准的瓮
形，而嘴刁的雀儿极喜欢啄食瓮中之
蛹，于是有了雀瓮之说。

但我是孤陋寡闻之人，唯有以大呼小
叫来表现我初见雀瓮的惊异之情：那一簇
火棘貌不惊人，孤零零生在草地中央，正
憋足了劲让那些芽苞鼓突出来，以表达春
又来的欢喜。我俯身下去，是准备察看那
些嫩红小苞的，冷不丁地，却发觉许多颗
精巧的椭圆形雀瓮点缀在火棘枝杈上。
多数雀瓮空空如也，瓮口是丝毫不差的标
准圆形，灰白底色，褐色条纹，纵直径约在
1.0厘米—1.3厘米之间，横直径约0.8厘
米。但也有不知何故未破茧的雀瓮，牢牢
镶在细枝上，轻轻摇一摇，里面似有硬物
滚动碰撞之声。

我采了一支破茧的雀瓮，又采了一支
未破茧的，一同插在书房的笔罐里。我还
是惊异，那些个蠢笨肥大的黄刺蛾，竟有
这样精准的神工！刺蛾的幼虫几次蜕皮
老熟之后，选择自己喜欢的榴棘类植物
攀上，在选址处一番啃除清理，便开始
吐丝裹住自己，这层丝网便是雀瓮建造
之初的框架。接下来，它开始排泄一种
灰白色液体，一边排泄一边匀速旋转胖
乎乎的身体，吐丝，排泄，蠕转，加
固，一个浑然天成的微型雀蛋就形成
了。刺蛾的幼虫大功告成，将不再肥硕
的身体蜷紧开始呼呼大睡⋯⋯

还有更惊异之处，不知古人是否已探
知。为何所有雀瓮的裂口之处都是如此
精准的圆形？它是如何裂开的呢？是被
顶开的？但我仔细观察敲打按捏了那浑
圆的茧蛋，坚硬，没有裂痕，没有预先留置
的机关，靠一只没有筋骨的肉虫之力似乎
无法企及。那么，是被咬开的？从那茧子
里爬出来的艳丽毛虫有“洋辣子”的别名，
背着一身耸动的刺毛，若无意触到，其毒
性会导致你皮肤瘙痒并红肿，而且，这毛
虫的嘴巴也很厉害，啃啮之力尤甚，但不
可思议的是，它怎么会咬出那么平整光滑
的边缘呢？而况，在光滑的蛋形雀瓮内
部，应该也没有下口之处啊。

连一贯被人类视为低等蠢笨的毛虫
也给我们出这么一道高等的难题，这又是
一惊异啊！

建造雀瓮的毛虫艳丽有毒，人唯恐避
之不及；由毛虫变化而得的黄刺蛾肥硕多
鳞粉，也遭人厌恶；但那些神工而来的雀
瓮却因沾了土火木之气，性甘平，无毒，是
治疗小儿惊风的良药。

突觉，以人类眼光来定论的高级或低
级、有益或有害、可爱或可怕、美或丑⋯⋯
应该有一厢情愿的嫌疑。

斑蝥

让鲁迅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一个小女
孩把他的“百草园”背得滚瓜烂熟后，就开
始像寻宝一样，将他眼里看来寻常而她眼
里看来神奇的生物，一样一样攻克掉。鸣
蝉是一样喜欢直着嗓门大喊大叫的同翅
目昆虫；黄蜂属膜翅目，生着苗条的细
腰，刁钻狠辣的心肠；云雀都有着高昂
悦耳的鸣声，跟百灵鸟同属一科；油蛉
有个好听的俗名，叫金钟儿，还有些地
方干脆叫它金琵琶，说明它叫声铃铛样
清脆好听，属直翅目；蟋蟀跟油蛉同属
一目，《聊斋志异》里有一篇文叫《促
织》，指的就是它；蜈蚣是可怕的毒虫，
有人叫它“钱串子”或“百足虫”，是五毒里
的一毒⋯⋯可是，我一直没弄明白斑蝥的
来历，几乎成了心病。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鲁迅先
生这样写斑蝥：“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
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
一阵烟雾。”先生没有谈及斑蝥的体貌颜
色，他的描述先是让我想到磕头虫，用手
指按住它胸腹间的合页处，便会听到

“啪、啪”的弹动声，可是，磕头虫的跳
高本领高强，却不会“喷出一阵烟雾”。
后来，我又想到椿象，椿象是有名的放
屁虫，但是，怕是没有人肯用手去按它
的脊梁，而况，它的身体构造，也不会
在按住后发出“啪”的响亮一声。两样
类似体都被推翻，我无从下手。

接连几个夏天，我都在一些菊科植物

或野花上发现一样中型甲壳虫，橘红色鞘
翅，上面布有黑色斑点。它的胃口很好，
而且取食选择很有审美性，它喜欢食用花
朵，尤其喜欢鲜明的黄色，咀嚼器一定非
常发达，一朵直径两厘米的花朵，它抱入
怀中不出一分钟就吃光了，这种饕餮的特
性使得它黑色的小脑袋看起来又滑稽又
可恶。有一回，我在拍它的时候实在是靠
得太近了，镜头无意间抵住了它的脊背，
它受到惊吓，只听得“啪”的一声响，像是
平空里炸了个微型手雷，一股硫磺味儿的
臭气扑来，我忙不迭地闪开，而那只漂亮
的甲壳虫哗哗地打开鞘翅和内翅飞走了。

那一刹那，我眼前似闪过一道亮光，
光线将“百草园”里的斑蝥罩在正中。

我赶忙去一家昆虫网站上翻看鞘翅
目昆虫的所有图片，终于找到了它——黄
黑花芫菁，它的俗名就叫作斑蝥。而这种
昆虫在中医里竟很有名气，它们体内的
斑蝥素具有很好的抗癌疗效，于是人们
大量收购这种昆虫来制造抗癌药物。在
一家网站我看到一张图片，一些干硬的
斑蝥拢翅缩头地蜷曲着，暗淡无生气，
跟我拍下的精神饱满的饕餮之徒迥异。
原来，鲁迅先生笔下的童年小玩物，终
究还是人类的牺牲品。

牧场

天是放晴的，连一丝云彩都没有，我
站在一棵梨树下面，仰着头，寻找隐藏在
叶子之间的青涩果实。蓦地，手背微凉，
低头看，一滴水渍泛着亮光，惊异间抬头，
额上又凉了一瞬，用手指抹一抹，微黏。
心下明白是某样昆虫在淘气，便扶了枝，
细细在树枝和叶背上察看。果然，几根青
翠枝条的骨节处，有一些棕色的凸斑密密
集中在一起，它们的动作很细微，几乎叫
人无法察觉，而这些斑点附近，无一例外
地有一两只巡视的蚂蚁。我心下暗喜，原
来，这些个枝条就是蚂蚁那逼仄的牧场，
而那些聚集在一起微动的凸斑，正是“传
说”中的蚁牛。

蚁牛，其实只是个形象化的说法，可
以扩句成为“蚂蚁的奶牛”，它真正的名字
是尽人皆知的“蚜虫”。可是，如果蚜虫们
呈自然野生状态，那也不过是普普通通
的、可被天敌瓢虫任意消灭的、以数量和
繁衍速度取胜的一样昆虫而已；但蚜虫若
有幸或不幸被蚂蚁选中，它们就会被驱使
到“牧人”以为适当的地方去，被集中起来
牧养，从此变身为“家养”的蚁牛。蚂蚁熟
练地驱使和掌控着这些小小蚁牛的动向，
它们只需挥动触角在正吸食树液的蚁牛
腹部敲一敲，受到刺激的蚁牛马上有了反
应，从肛门里分泌出一滴明晃晃的液体
来，这蜜液，便是蚂蚁们的最爱。

被牧养的蚁牛虽然不幸被剥夺了自
由，但也是能得些好处的。比如，当蚂蚁
发现蚁牛聚集的牧场树液不够丰富时，就
会另选丰饶之地，将蚁牛驱赶或者搬运过
去。而一旦蚜虫们被蚂蚁牧养，专职消灭
蚜虫的瓢虫卫士惧怕蚂蚁的威力，便马上
逃之夭夭，再也不敢近前侵犯，于是，蚜虫
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这样看来，蚁牛和
蚂蚁似乎成了互利互惠的关系。但也不
然！看究竟，蚂蚁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
者，它们为了保证蜜源充足，防止“奶牛”
们脱逃，会咬断某些蚁牛已生出的翅膀，
而且，还会将擅自离开聚集地行之不远处
的蚁牛吃掉，以示惩戒！若此，便能想见
蚁牛们步步自危的惶恐之状了。

当然，蚂蚁并非仅仅使用武力来控制
蚁牛，最有力的秘诀还在于天赋的玄机。
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蚂蚁的足迹散发着一
种可以迷惑蚁牛的味道，若蚜虫经过蚂蚁
曾爬过的树叶，马上感觉迟钝起来，步履
缓慢，甚至停驻于此。而蚂蚁们就利用这
天赐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将蚜虫们收服为
可供任意驱使的“家畜”，蜜罐手到擒来，
常满常鲜。

再回头看看那牧场上的情状吧！一
只褐色的蚂蚁在“奶牛”群中巡视一番，轻
摇触角，这里点点，那里敲敲，按摩完毕之
后，迅速离开去另一群蚁牛处察看。待那
蚂蚁再次回转，但见被按摩过的蚁牛尾部
个个沁出透明的液体来，有些蚁牛分泌力
极为旺盛，晶莹的一大滴摇摇欲坠，若蚂
蚁不过来及时收取，便有滴落在地的可
能。而方才，偶然滴在我手背和额头上的
液体，便是过于丰沛的蚁牛分泌物了。

我眼望这蚂蚁伏在蚁牛背上贪婪啜
饮的模样，不知该叹蚂蚁的智慧、蚁牛
的幸与不幸，还是该叹自然造化环环相
扣的机巧。总之，只觉得朗朗晴空之下
的逼仄牧场里，时时都是风起云涌，暗
流涌动啊！

（作者系甘肃省庆阳市教学研究室教
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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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

周公“制礼作乐”：中华德治的奠基石

中华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传说时代（黄帝、颛顼、
帝喾、尧、舜）之后，进入历史时代，最初是历时约
500年的夏朝，末代夏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
弗堪”，于是汤兴师伐桀，建立了历时约600年的商
朝。殷商经济发达，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而其
文化传统却是迷信鬼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
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末代商王纣“淫乱不
止”，“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公元前1046年，武王
克商，建立了历时约800年的周朝。

牧野之战后，以武王、周公、召公为代表的政治精
英，总结夏、商两朝亡国的教训，提出了“德治”的执
政理念，作为制度保障，又“制礼作乐”，使中国走上
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周人认为，夏、殷两朝都曾“服天命惟有历年”，
长期承受天命，享有漫长的国祚，为何“不其延”，都
走向了灭亡？原因无他，“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对道德没有敬意，故昏庸腐败，暴虐无道。召公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希望成王得到小民拥戴，永远
享有天命，“不可不敬德”。

周人相信民意一定能上达天听，天对下界的了解来
自民的所见所闻，“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
我民明威”；天的意志与民的意志完全一致，所以，“天
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
之”。周人将民意提升到与天意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
确立了“民惟邦本”与“德治”的理念。

周人认为道德最能感动神明，“至治馨香，感于神
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将道德视为维护社会稳定
的“压舱石”，希冀作为执政的精神资源，永远流传。

武王伐纣，除暴安良，解救万民于倒悬，他们抚恤
受到纣王迫害的殷商贵族，广施恩泽于天下，释放囚
犯，将纣王掠夺的粮食与钱财发放给民众，褒封神农、
黄帝、尧、舜、禹之后，以示德政，并且“纵马于华山
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
复用也”，立誓放弃暴力，告别战争，其意义非同一般。

对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
“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之制度、典
礼，乃道德之器械”，其终极目标是，“纳上下于道德，
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
体”，达到天下大治。毋庸置疑，这是思想领域里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两千年的德治思想由此奠定。

周人之“德”，意境高尚，遗憾的是，它仅仅是抽象的
范畴，由于不具备操作性，无法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这
一问题若不解决，就有可能流为凌虚蹈空、无补于事的空
谈。有鉴于此，周公起而“制礼作乐”，将道德理念转换成
政府的典章制度与举国上下的行为规范，使之能真正落
实到每个人身上，贯彻到社会的所有层面。

仁与礼是表里关系。儒家所谓道德，可细分为很多
德目，但以“仁”为总目。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

“仁者，爱人”，人是有爱心的动物，宋儒形象地将它比
作花生、核桃等的“仁”。没有了仁，花生、核桃就失
去了生命，成为无用的躯壳。人亦是如此，不仁，则谓
之非人。

人有喜怒哀乐，在婚丧嫁娶等不同事件面前，如何
正确表达内心的情感，做到“发而皆中节”，并非易
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礼就是因应这类社会需要而出
现的，所以，古人说：“礼缘情而作。”

许多人提到礼乐，满脑子就是仪式或者玉帛之类的
礼器，钟鼓之类的乐器，这完全是误读，当年孔子就反诘
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仁在人的内心。内心有仁之人，外在的仪式才有意
义，才能称为礼、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
而不仁如乐何？”可谓一语中的。

德音之谓乐

音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但凡一个民族的文明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出现音乐生活。就世界上绝大
多数民族而言，音乐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自娱、群娱，
或者是娱神。而中国的先哲赋予音乐以教化功能，不仅
将它与修身养性、引导社会走向和谐紧密连为一体，而
且详密地论述了音乐的起源、功能等，创建了独树一帜
的东方音乐理论。

《礼记·乐记》中说：“德音之谓乐。”意即能体现
道德教化的音，方能称之为乐。

中国古人将今人所说的“音乐”，拆分为由低到高
的三个层次，分别称之为声、音、乐。其中“乐”是最
高层次，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就涌现出不少纯正而高雅的乐
曲。相传，舜治理天下有方，万民赞美，《韶》就是民
众歌颂舜的乐章。孔子的音乐修养很高，他在齐国听到
《韶》乐，感觉尽善尽美，因而深深陶醉其中，居然三
个月都吃不出肉的美味。他感慨地说：“想不到《韶》
乐感人至深，能达到如此境界。”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

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这样说声、音的缘起。
意思是说：但凡音，都是由人心而生的。人的喜怒哀乐
之情感动于内心，所以会通过发声表达于外。声经过文
饰，就称之为音。

儒家音乐理论中的“声”，包括人声在内的自然界
的所有声响。声没有节奏、旋律，没有审美情趣，层次
最低。音，相当于今人所说的音乐，是人用七声音阶，
以及旋律、调门等文化元素创作而成的曲子，其所表达
的情感远比单纯的“声”来得生动与深刻。但是，音的
范围太大，良莠不齐，对人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故儒家
区别对待，将其中能体现道德教化的部分称为“乐”。

“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
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记·乐记》认为，连声都
不懂的人，是没法与他谈音的。连音都不懂的人，是没
法与他谈乐的。懂得乐的人，就非常接近礼了。

声、音、乐三分，是儒家音乐理论的基础。禽兽知其
声，而不知五音之和变；众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乐之大
理；唯有君子为能知乐。故声、音、乐三者，也是区别禽
兽、众庶、君子的标尺。古人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听乐
而知为政之得失，故能正君臣、民事、庶物之礼。

孔子学琴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传说孔子向鲁国的师襄子学习弹琴。师襄子教了一

首曲子，孔子每日弹奏，已经过了十天，依然没有厌
倦。师襄子说：“可以学习新的内容了。”孔子说：“曲
子，我已熟悉，但演奏的技巧还不够。”过了一段时
间，师襄子说：“你的演奏已经很熟练，继续往下学
吧。”孔子说：“可是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志趣。”又过
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曲子的志趣你已明了，再继
续往下学吧。”孔子说：“曲子这么好，我还没悟出作者
是谁。”于是，孔子沉潜往复，涵泳其中，似乎看见了
一位穆然深思、内心怡然、高望而有远志的人，终于豁然
开朗，说：“我知道乐曲的作者是谁了，他肤色黝黑，体形
颀长，目光深邃，远望深思，正领导着四方之国。除了周
文王，还有谁能作出这首乐曲！”师襄子听了，连忙离开座
席，对孔子拜了又拜，说：“太对了！我当年学琴的时候，
老师曾告诉我，这乐曲就叫《文王操》。”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
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礼
记·乐记》）这说的是乐与声之间的本末关系。

乐，由心动而生。声，是乐的形象。文采节奏是声
的装饰，使之有美感。君子以心之动为本，按照乐之
声，然后饰之以文采节奏。

心动而表现于声，声成而成为乐，所以说乐由心动
而成。乐本无体，由声而现，所以说声是乐的形象。声
本素朴，无曲折，缺乏表现力，所以用文采节奏装饰
之，使之具有审美价值。

乐者天地之和

在中国文化中，上古帝王特别重视各地自发产生的
音乐，定期到各地“采风”，挑选内容纯正、风格高雅、节奏
明快，能给人以道德启示的乐曲，予以记录，带回京师，通
过行政体系予以推广，因为它可以使人心性和谐，使人翩
翩然有君子风范，又是移风易俗的最佳方式。

音乐能体现政治是否清明。所以先审识其声可以知
音，先审识其音可以知乐，先审识其乐可以知政，这样
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具备了。

乐由音、声相生，声感善恶而起。若能审乐，则知
善恶之理，行善不行恶，习是不习非，则知为政化民。
政善乐和，音声皆善，社会安宁，则治道大备。

《礼记·乐记》又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
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
也。”意即礼乐之教，旨在正人道。

由此可见，礼乐的核心作用不是娱乐，而是教育民
众走正道。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
之谓也。——《礼记·乐记》

这说的是，乐通达之处则怨恨消失，礼通行之处则
争斗消失。能做到揖让而天下治的，说的是礼乐啊。

乐主和，乐行，故民众无怨。礼主谦敬，礼行，故民众
不争。无怨无争，则君上可揖让垂拱，其功皆在于礼乐。

《礼记·乐记》还认为，天地、阴阳、四时、日月
相和，则百物化生。乐和人心，就好比天地之和万物。
地气上升至天，天气下降向地，阴阳二气相互摩擦，天
地之气互相激荡，再以雷霆鼓动，风雨奋厉，生命随四
时生长，而以日月温暖之，如此则万物化生。如此，则
乐效法的正是天地之和气。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人类社会生成的道理与宇
宙万物滋生的道理完全一致，天地阴阳之气化生万物，
而礼乐的交互影响可以孕育和谐社会。

（摘编自 《礼乐中国》，彭林/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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