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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透明的乡村

■

赵建仁

沐浴着暖暖的阳光，披着柔柔的风，呼吸

着淡淡的泥土气息， 悠闲地坐在属于自家的

院坝里，品着从老式大茶壶里冲出的茶，啃着

老玉米，吃着大西瓜，说着开心的话，聊天南

地北之事， 即使在炎热的中午也不觉得热

……这种清幽淡雅的生活方式对于我这所谓

的都市人来讲已经久违了。 我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孩子， 是双脚沾着黄泥艰难地走进城市

的。虽然我现在身处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但我

依然像一只风筝， 拴我的线儿仍系在老家的

土地、庄稼和父母的心坎上，乡村那些老的、

旧的、土的、俗的人和事总是如此刻骨铭心，

遥远而又潮湿。

在乡下，天空高远辽阔，任你骋目纵览；

空气清新洁净，任你自由呼吸；田野如精美的

组诗，百读不厌……没有无休止的喧闹，没有

嘈杂的空气，没有压抑的空间。面对如此和谐

曼妙的图画，此刻，种种烦恼和郁闷，种种牢

骚和不安，都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心情也一

下子豁然开朗，感觉也变得甜美舒畅。

乡村的白天是鲜亮而明朗的， 青山绿水

与庄稼村舍在万丈光芒照射下，天空亮堂堂、

蓝悠悠的，像乡下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坦诚、乐

观、爽朗的禀性。 乡村的夜晚是静谧温柔的，

尤其是夏天的夜晚别有一番风情。 晚风习习

吹来，在田间地垄劳作归来的人们的笑语

声、牛羊入圈的欢叫声、鸟雀归巢时的啁

啾声，一时间相互交织缠绕，使黄昏欢快、

生动如一曲民乐的合奏；次第而亮的灯火

点燃乡村的黑夜，月光融融，流萤遍野，一

切都透明、纯净、和谐、坦然。 院坝里，大人

们乘凉，聊家常，话农事；孩子们捉迷藏，

数星星，缠着爷爷奶奶们讲故事……没完

没了。 在宁静的夏夜听蛙鸣更有一番情

调， 每当莲花般素洁的月亮爬上树梢，蛙

的歌声便从稻田池塘边远远地飘过来，最

初是“呱呱”的一两声，不久便鼓点疾雨般

响成一片，此起彼伏，或远或近，或高或

低，或独奏或合唱，或粗亢或清越，疏密有

致，意趣天成，如此美妙的乡村音乐充斥

于原本寂寥的乡村夏夜， 随着暖暖的水

温、水气铺排开去，和着偶然传来的一两

声犬吠，很容易让人沉醉心动。 思想之泉

尽情流淌，潮湿的心在感受生活美好的同

时，也会体悟到人生的几许真谛。

乡下人勤劳朴实， 双手紧攥四季，两

脚伴着花开花落， 抢收抢种追着日出日

落，心中恋着的始终是那些熟悉的山水和

自家的那份承包地。 乡下人和庄稼土地一

起葱郁，一起金黄,春秋两季是他们最忙

的季节，播种时唯恐不能种满种尽，收获

时担心成熟的庄稼被野兽糟蹋。 土地是乡

下人的命根子， 他们对土地就像对待自己的

孩子一样。 有了土地，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就有了一点点希望，就有了靠山。 他们知道，

有土地的人只要不当懒人， 就饿不着也冻不

着。“我什么都不怕，我有土地！ ”多年来种庄

稼的母亲都一直这么虔诚和固执地说。 每到

秋收结束， 我母亲都会带上自己含辛茹苦收

获的红薯、大米匆匆忙忙到城里转上一圈，儿

女几家都要分上那么一点点， 那一份满足和

自豪洋溢在脸上，让儿女们既心疼又羡慕。

乡下人不善言辞，不矫揉造作，喜怒哀乐

在自然融洽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流露， 即使

两家人偶为一件小事吵得面红耳赤， 过个三

五天火气一消， 彼此再见面时相互递个笑脸

又和好如初，从不耿耿于怀。乡村锻炼了乡下

人的大嗓门，只要想喊、想唱，无论是走在街

上或正在家里干着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可

以随心所欲地喊几声、唱几声，甚至什么词都

没有也行，用不着担心别人说是神经不正常。

乡村嘛，喊喊唱唱要什么规矩？一个在乡村长

大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时不时露出“尾

巴”，以至于不入时的我进城这么多年至今也

没有改掉大嗓门的传统“陋习”。 在城里的居

民区、商场、剧院等场所，凡高声粗嗓喊叫的，

城里人一概斥之为“乡下人”。其实，这没什么

不好， 那是因为乡下人在没有约束的声音中

生活惯了，只有在乡村，才有痛快地敞开喉咙

放逐声音的自由。

乡下人热情好客。客人一进屋，主人笑口

便是：“这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接着便是扶

凳携椅请座，然后不分冬夏，必有一盆洗脸水

送到你面前，紧跟而上的是香烟、瓜果、糖、扇

子或火炉。当你正应接不暇之时，一碗鸡蛋面

条又端上来了，让你两手不空。到乡下人家做

客，桌上一般都摆有几大盘、几大碗，尽是些

当地的土特食品`。 你必须样样都尝，样样吃

够，否则主人便是一连串的赌气话：“怎么，味

道不好？ 里面有毒药？ 煮得不合胃？ ”一边说

还一边往你碗里垒，“今天没啥菜招待” 之类

的客套话一箩接一箩。盛情难却，只好吃得肚

子梆梆硬。厚道的山里人还兴劝酒，酒自然是

当地的白干，先是男主人陪你饮，然后便是家

庭主妇或其他人来催杯，他们依次出场，一个

接一个搞车轮战术， 除非客人上桌时申明原

委，否则一旦动杯，不喝个酩酊大醉才怪。 而

当客人要走时， 全家老少都要将客人送一段

路程， 并反复说那些普通而朴实的话：“慢慢

走，二回又来耍嘛”。

乡村最热闹喜庆的要数冬腊月。 乡下人

把每年的冬腊月视为吉月， 男婚女嫁爱选在

这个时节，因为这期间农活不多，饭菜也不会

馊。 迎亲的队伍，像一条长龙越过山岭，锣鼓

声、唢呐声此起彼伏，悠扬婉转，喜庆热烈。亲

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倾巢出门帮忙张罗，气氛

跟过年没有两样。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大家

都要前来“吃酒”，主人家便十桌八桌一轮一

轮地开流水席，“吃酒”的人远的是要住下的，

一般来去三天是规矩。客多了，晚间只有搭地

铺，楼上楼下草堆里都铺满被子，睡满人，像

在庄稼地里下红薯种一样， 小孩子们打打闹

闹、你争我嚷，好一番热闹景象！乡村七月，男

婚女嫁之事悄悄隐退， 自觉让位给与城里人

相通的一个共同主题———高考。 城市是乡下

人的远方， 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

们祈盼儿女靠知识改变命运。 小村每年都有

三两个有出息的孩子告别脚下这片土地，走

出大山、走进高校、走进都市去寻梦。 昨天还

是一个缠着奶奶要糖吃的鼻涕孩儿， 今儿个

一步跨进了全国名校，好像才一眨眼的功夫，

就成了个堂堂的男子汉了， 全村人一下子刮

目相看。小小乡村载不动太多的惊喜，一个人

的成功便是一家人的喜悦和荣耀， 很快蔓延

为全村人的喜悦和荣耀。金榜题名，整个小村

要沸腾好几日。“砸锅卖铁也要供娃儿读书”

的古训， 让父母们挖空心思去筹措不菲的学

费。

乡村的事就这样真实透明， 乡下人的日

子就这样纯粹平淡。从乡下走出的人，只不过

是一棵移植到城市的庄稼，乡村离城市远，离

我的心最近。

（作者单位：四川省巴中市教育局）

建水洞经音乐

■

干浥

彩云之南， 红河江畔。 建水， 这是

一座曾被称为“步头” 的小城， “步头”

意思是中国最南之地。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遗世独立”的古

城， 却保存了一座占地面积在全国位列第

三的文庙。建水文庙自元代建立，至今已经

有700多年历史。 更令人称奇的是，建水文

庙中保存有一种古雅独特的洞经音乐，成

为建水文庙日常活动中最具特色的仪式。

洞经音乐是明嘉靖年间由四川传入

云南的一种大型宗教礼仪音乐。 这种音乐

传入云南之后，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相

融合，在演奏方式、曲调和节奏上，都带有

明显的云南当地特色， 变得更为轻松、活

泼。 而所宣读的文字内容，主要来源于古

代的善书，反映忠、孝、义等儒家价值。

洞经音乐最初的参与演奏者多为当

地官员和学子。 清末民初， 当地的作坊

主、 生意人也加入演奏洞经音乐的队伍，

洞经音乐成为了当时建水人生活中的重

要一部分。 节庆、 例会、 孔子诞辰等会

演奏， 爆发火灾、 旱灾、 瘟疫等祸乱也

会演奏以祈福消灾。 演奏洞经音乐、 操

练祭孔仪式的人们还组成了洞经会， 建

水的洞经音乐呈现出了一片繁盛景象。

到了民国时期， 由于抗战等原因，洞

经音乐不复繁盛，热闹喧哗的鼎盛气象如

同红河之水去而不返。 新中国成立后，祭

孔仪式更被视为封建迷信，不复举办。

1978年之后，传统文化和地方民族文

化重新获得重视，建水地区的洞经音乐也

得以重新发展、繁荣，洞经会也得以重建。

现在，每天洞经音乐都会表演两次，表演

者都是年长的老人。 他们身着古服，神色

端庄， 在古雅幽远的洞经音乐中喃喃而

读， 儒家经典之音在烟雾中徐徐环绕，弥

漫殿堂。 或许当地政府最初只是从吸引游

客的角度来“恢复”祭孔仪式，而洞经音乐

却由此获得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

祭孔仪式的成员也逐渐固定下来， 而且，

他们开始学习阅读儒家经典，把原先体现

道教色彩的念诵文稿改造为以儒家观念

为主的文本。

2005年，全球兴起祭孔仪式。 在世界

性祭孔活动中， 建水文庙也被国际儒学联

合会确定为主会场之一， 这极大地激发了

建水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标准”的祭孔仪

式与由洞经会参与组织的“建水特色”祭孔

仪式，在世界舞台上得到了充分展示。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散步的情致

倘要下起定义，散步是在熙熙攘攘生

活的边缘处或空白处自我放逐一回。 直白

地说，散步好似自己给自己放风。

窃以为，此解妙甚。

喜欢散步的人常常在被繁嚣搅得失

去宁静时，自自然然地，心会把脚步牵到

一条僻静的小径上，踽踽而行。 寂寞如影，

寂寞如随，正应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的旷世孤独。 所以散步无须有人相伴，

不知不觉，烦乱的心绪自会一缕缕地化解

开。 于是，步子变得轻快起来，仿佛是在与

清风白云的默然对话中作了一次暂时的、

诗意的逃避……

平静的日子里， 散步又是另一番情

致。 走出屋子，在阳光底下一步一步踩着

自己的影子，蓦然间顿悟：日子原来可以

这般清澈！ 生命像小孩的脸，滋润、丰盈。

惬意得让人不去想人心的险恶、处世的艰

难……这些拥挤的字眼远远地退去了，生

命还原出许多空白的间隙，像音乐中的休

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

“飘潇我是孤飞雁，不共红尘结怨”带

着这样的心境， 散步如同恣意的散文诗，

脚步便是精妙的句子。 悠然地走在小径

上，最好是两旁有树，树上有数点红苞；若

是大路，最好是无人，让你从繁华中一进

入这种境界，就有世界空旷、天地澄明之

感。 若在冬天，可将衣领子竖起来，让脸去

红，让鼻子去红。 走着走着，脚暖和了，瑟

缩的心渐渐舒张开了，万物仿佛皆因你而

生动起来，斑斓起来。 冬日漫步，虽然风是

萧瑟的，但孤寂的步履追寻的就是这种疏

朗的枝条、青苍的天空。 然后，从风里带点

蛮荒味儿，回到芸芸众生中，回到万家灯

火中那点属于自己的光亮中。 寻寻觅觅的

心找到的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以及远离功

名利禄，靠近慈爱与温馨！

散步的去处， 有时也不妨选择一条小

街小巷，一切只要随缘。漫步青石板上看人

来人往，随时可感受到生命的原始张力：小

孩儿骑着童车，飞快地跑，煞是神气！ 年轻

的父亲在后面又骄傲又担心地喊：“慢点

儿，毛毛，慢点儿……”小孩脸上那种粉红

的笑，纯真得总要使路人扭过头去，舍不得

将目光移开。买菜的家庭主妇提着菜篮子，

在街口遇见了多日不见的老相识， 惊喜地

相互扯了扯袖子，站在街中间，匆忙而愉快

地笑着、 说着。 菜篮子里的几片青翠的叶

子，在晚风中颤抖着，透出淡淡的烟火气。

要是赶巧， 还会不期然地碰上一对白发翁

妪，满脸皱纹，安恬地笑着，好似晚秋的霜

叶。 他们相携相扶，如同年轻情侣，走在小

街的夕阳里。谁说他们不是在爱呢？能够这

样相依相偎走到生命的最后季节， 该是怎

样一种幸运和幸福！ 恐怕没人不为这纯粹

的爱情所烛照的晚年而激动，于是，祝福的

目光直送他们蹒跚的身影， 且行且远地消

失在路的尽头……

有朋友把自己经常散步的小径、小

巷、小街叫做“我的小路”。 只因走在这路

上，沉思也好，默想也好，自由得如同一朵

飘荡的云儿。 和自己作些交谈，和路旁的

野花野草作些交谈，和房屋顶上的炊烟作

些交谈， 和那些童真的小孩作些交谈，都

有种心灵的释放与延伸的快感。 散步原本

就是有意无意地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跳

出自我来，朝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作一次观

望。 梭罗说过：“我爱使我的生命留有更多

余地—————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

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

许多，还超出了许多……”

散步也是给自己的生命留出更多的

余地，且是一次美好的奢侈的“余地”。

（作者单位：广东省兴宁市叶塘中学）

走进古诗“听” 蝉鸣

■

张前

中国古诗，浩如烟海，蝉作为其中的一个

审美对象，曾经博得众多文人骚客的厚爱，于

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无数次出现在古

诗中，和月亮、杨柳等，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

美学意蕴。

在平常人眼中，蝉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小昆

虫，蝉鸣甚至给人烦躁的感觉。但在才情出众的

诗人笔下，蝉却被赋予多种意象，寄托了诗人的

无限情怀。 今天，把味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我

们至少可以“听”出三种不同的蝉鸣之音。

昂扬清高之音。《唐诗别裁》说：“咏蝉者

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蝉栖于高枝，餐风

露宿，不食人间烟火，其人品自然清高。比如，

初唐诗人虞世南的《蝉》：“垂緌饮清露，流响

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此诗意境

合一，可谓佳作天成。 既赞扬了蝉的高洁，又

表达了自己的清高的志向， 回击了那些屑小

的质疑，尤其是后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

秋风。”真是一语双关，堪称神来之笔。虞世南

以蝉明己， 巧妙地借蝉表白了自己高洁的志

向和不俗的情操，此诗是咏物的经典，千百年

来为人们所吟咏乐道。还有骆宾王的《在狱咏

蝉》：“无人信高洁。 ”王沂孙的《齐天乐》：“甚

独抱清高，顿成凄楚。 ”他们诗中的蝉无不金

玉其质、歌声悠扬。

思乡念友之音。 白居易的咏蝉之作以写

淡淡的乡思乡愁为主，其《早蝉》诗云：“六月

初七日，江头蝉始鸣。 石楠深叶里，薄暮两三

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殊未起，秋

思先秋生。 忆昔在东掖，宫槐花下听。 今朝无

限思，云树绕湓城。”在这首诗中，诗人的感情

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乡恋是永恒的主题。《六

月三日夜闻蝉》：“荷香清露坠， 柳动好风生。

微风初三夜，新蝉第一声。 乍闻愁北客，静听

忆东京。 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 不知池上

月，谁为拨船行?”新月初上，诗人听到第一声

新蝉的鸣叫， 由此想到自己已经离开繁华之

地，心中颇为不快。

愁恨哀怨之音。 晚唐咏蝉诗是绝望的哀

吟和愁苦的海洋。 晚唐诗人多穷士， 如孟东

野、贾浪仙等，他们的心态普遍是对前途充满

绝望之感。于是，愁苦自然成了咏蝉诗的抒情

主题。 比如，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徒

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

犹泛， 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

清。”首句闻蝉鸣而起兴。“高”指蝉栖高树，暗

喻自己的清高；蝉在高树吸风饮露，所以“难

饱”，这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 由“难饱”而

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

声是白费，是徒劳，因为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

困境。 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

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

助， 最终却是徒劳的。 其他如戴叔伦的《画

蝉》：“饮露身何在？吟风韵更长。斜阳千万树，

无处避蝗螂。”高贵的形象已被无情的现实所

粉碎， 夕阳已至， 诗人似乎有了日暮途穷之

感。元稹的《始闻夏蝉》：“徂夏暑未晏，蝉鸣已

一晚。一听知何处，高树但侵云。响悲遇衰齿，

节谢属离群。还忆郊园日，独向涧中闻。”借蝉

鸣写年华己逝的哀愁，知音难遇的哀叹。

（作者单位：山东省肥城教育局）

书中有鱼

■

包光潜

许多人读过宋真宗赵恒的劝学

诗， 即“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

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 书中自有

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

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自有

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

窗前读”。 显然， 宋真宗是鼓励读书

人安心读书， 谋取功名， 然后造福社

会， 光宗耀祖。 所以， 古代读书人穷

经皓首， 埋头经卷， 无怨无悔———座

上读， 途中读； 月下静读， 萤火伴

读； 穷也读， 富也读……读取功名利

禄， 读得美人香车， 读得性情儒雅。

这些对于今人来说， 似乎不以为然

了。 今人读书更功利， 即能不能换来

金钱和职位。

最近， 我读到一幅有意思的画，

它是明代画家蒋嵩的 《渔舟读书图》，

又叫 《秋溪放艇图》。 这两个名字， 我

都喜欢， 但更喜欢舟中那个专心致志

的读书人。 因为稀缺， 所以喜欢， 今

朝为甚。 作者蒋嵩是明代江宁 （今南

京） 人， 他喜欢读书， 更喜欢画画，

特别喜欢江南山水。 在他的山水画中，

焦墨淡墨运用自如， 得心应手； 自然

景物随心入画， 情意表达准确无误。

兴致所至， 施墨纵横驰骋， 又在传统

的规范之中。 有纤细， 也有粗放； 近

可观， 远可看。 干湿并用， 浓淡相宜，

卷气飘逸如云霞， 意气淋漓似雾水，

堪称江南名家。

我一次又一次欣赏 《渔舟读书

图》， 似曾相识， 却在远乡。 整幅图

画， 危岩横空飞凌， 溪石参差嶙峋、

粗粝刚健、 雄迈有致； 倚石之树， 因

浓淡有别而层次分明， 枝叶轮廓或朦

胧， 或清晰， 阔叶如掌， 细叶如针；

溪中芦苇纵横交错， 纤毫毕现， 随风

摇曳， 瞬间定格———这些都是景物之

语， 人物之语尽在船上。 渔舟行于绿

溪， 霎然受阻， 以致搁浅。 船尾艄公

奋力撑篙， 船体摇摆不定， 溪水荡漾

哗然。 而那个端坐于船头的读书人，

安然无异， 仍旧闲适有度， 淡泊胜于

溪水。 不禁令人想起文章开头的劝学

诗来。

从图画中不难看出， 这个潜心研

修的读书人， 其实也是一个渔人。 他

刚才还在溪水之左执竿控纶， 并有所

收获。 眼睛累了， 心儿疲了， 他便将

纶系于竿上， 而竿斜插在船侧， 很快

进入了阅读佳境。 那些活蹦乱跳的鱼

儿， 正从绿波跃然纸上， 他不时逮着

鱼儿， 忍俊不禁。 摇橹的艄公不时摇

头晃脑地说， 这家伙真傻！ 傻得可爱。

这种可爱的傻， 才是读书人真正的乐。

舟中读书乐， 不知船已行。

看到这里， 我油然想起唐伯虎的诗

来:“烟水孤篷足寄居， 日常能办一餐

鱼。 问渠勾当平生事， 不弄纶竿便读

书。 ”更有意思的还是郭沫若先生的诗：

“闲钓茶溪水， 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

去，不识是何鱼。 ”是的，读书读得忘乎

所以的人是可爱的， 也是幸福的。

中年之后， 我也常到乡村行走，特

别流连秋浦河。 有几次，与朋友一起坐

于乌篷船，随波逐流，执竿垂钓———钓

翁之意并非渔。 累了，就躺在甲板上，或

靠在船舷旁，随心所欲地从行囊中取出

读物，漫不经心地轻抚汉字。 那种惬意，

只有有过亦钓亦读经历的人，方可感受

其中的大悦与微妙。 可惜，我已多年没

有如此逍遥过了。 今日再读《渔舟读书

图》，心犹戚戚。

取之于渔， 得之于读。 亦钓亦读，

书中有鱼。

（作者单位： 安徽省池州市秋浦西

路杏花村中学）

民国第一号“书痴学者”黄侃

■

李惠

黄侃是著名的国学大师、 语言文字

学家， 具有独特的治学之道。 黄侃平生

嗜好颇多， 其中读书占据了他生活的大

部分时间。

出生于1886年的黄侃，天资聪颖。 当

年， 年仅5岁的黄侃随父亲黄云鹄去成都

武侯祠游玩，回家之后竟然将祠壁上的绝

大部分楹联朗声背诵了下来，黄侃的这一

举动令父亲欣喜万分又惊诧不已。 其父亲

发现， 黄侃的读书天赋好像是与生俱来

的，他9岁时便能读《经》，日逾千言；10岁

便已读完四书五经，被人称为“神童”。

随着年龄的增长，黄侃的阅读范围也

越来越广。 尤其在研读自己研究专业的书

籍时，他总是要反复阅读数十遍，直到将

其篇、页以及行数了然于胸为止。 一次，黄

侃研读孙冶让的《周礼正义》，读之前他便

限定自己在180天之内读完。 在此过程中，只

要遇到需要计算的地方， 黄侃都要一一列小

算式加以推算验证。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

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一遍。如《文选》数十

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

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

详加圈点，绝不跳脱。黄侃对于随随便便翻阅

读书、 点读数篇浅尝辄止的读书方法很不赞

同，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杀书头”。 另外，黄

侃反对那种只读所需资料， 而不肯一句一字

认真读透全书的实用主义态度。有一次，黄侃

在与学生们闲聊的时候这样问道：“一个人什

么时候最高兴？ ”大家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

就乱猜一通。黄侃听后，连连摇头。最后，他自

己揭开了谜底：“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

一篇的时候最高兴。 ”

黄侃嗜书如命，常以购书为乐，有时将一

个月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 一次，黄侃购《四

部丛刊》2000余册，耗资430元（当时他的月

薪仅294元）；另一次，他一次斥1600元巨资

购买《道藏》而毫不心疼。因黄侃购书，其夫人

常常为生计发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

如此，黄侃还是不满足，他在诗中说：“十载仅

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他的老师章太

炎特地给他写了“寄勤闲室”四字挂在书房。

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仅他南

京的藏书就达三万卷之多。由于藏书甚多，黄

侃的书全散放在架上， 甚至地板和几案上也

一堆一堆地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

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

优厚，黄侃就是不答应。 别人问他为何不去，

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还

是不去了。 ”

黄侃读书极为认真勤奋，经常通宵达旦。

有说他精神超常，实际上为了提神，黄侃喜欢

饮极浓之茶，茶水几黑如漆。 每次读书之前，

必狂饮之。 另外，黄侃的读书习惯，从不因人

事、贫困或疾苦而改变。 有时朋友来访，与之

畅谈至深夜，朋友走后，他坚持在灯下研读，

直到读完才去休息。

1935年10月8日， 黄侃英年早逝。 就在

弥留之时， 他的一只手忽然指向一本书。 学

生们赶紧将书拿来， 他翻到一页， 手一点，

人便逝去了。 安葬完老师之后， 学生们想起

那本书， 翻开一看， 顿觉大惊： 前几日学生

们争论的一个问题， 老师没能作答。 原来，

老师最后手之所指， 正是答案所在。

黄侃曾说过，不到50岁不出书，然而他去

世时才49岁。一方面为了缅怀老师，一方面为

了继承学问，学生们整理了黄侃生前的笔记，

最后集结成书。于此，《音韵》、《集韵声类表》、

《尔雅略说》、《文心雕龙札记》 等惊世之作才

得以面世。

黄侃正是凭借着孜孜以求、 认真严谨的

读书治学精神， 最终成为了一代大师。

（作者单位： 山东济宁市霍家街小学）

驻守 刘鹏 摄

■

时代小札

■

人生三昧

■

行走天下

■

观画小语

■

文史小品

■

人物钩沉

古雅独特的洞经音乐， 成为了建水文庙日常活

动中最具特色的仪式。

散步是在熙熙攘攘生活的边缘处或空白处自我

放逐一回。

乡村的事就这样真实透明，乡下人的日子就这样纯粹平淡。 从乡下走出的人，只不过是一棵移植到城市的庄稼，

乡村离城市远，离我的心最近。

黄侃正是凭借着孜孜以求、 认真严谨的读书治学精神， 最终成为了一代大师。

中国古诗，浩如烟海，蝉作为其中的一个审美对象，曾经博得众多文人骚客的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