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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铜官山铜官山

提起五松山，铜陵人颇为骄傲。
唐代文学家、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
中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诗
仙、酒仙李白在南陵县丞、著名山水
诗人常建的陪同下，飘然而至，第一
次游历铜陵，便为五松山赐名。从
此，五松山声名远播，响彻古今，成为
铜陵文化地标，这是李白对铜陵的一
大贡献。请欣赏诗仙的五松山定名
篇：

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
安石泛溟渤， 独啸长风还。
逸韵动海上， 高情出人间。
灵异可并迹， 淡然与世闲。
我来五松下， 置酒穷跻攀。
征古绝遗老， 因名五松山。
五松何清幽， 胜境美沃洲。
萧飒鸣洞壑， 终年风雨秋。
响入百泉去， 听如三峡流。
箭竹扫天花， 且从傲吏游。
龙堂若可憩， 吾欲归精修。
前6句，诗仙表明游五松山如同

谢安石当年游渤海一样，景虽有异，
心迹相通，清心寡欲，与世无争。暗
喻南陵县丞常建，有学识，有才干，有
诗名，可是仕途并不通达，可谓惺惺
相惜。接来下 4句，明白无误，给五
松山赐名。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铜陵县志》记载：“五松山在县南
四里。《舆地纪胜》云：‘旧有松。一本
五枝，苍鳞老干，青翠参天，因名。’”
是故，历来引用五松山得名的出处，
多为王象之编撰的南宋地理总志《舆
地纪胜》或清乾隆《铜陵县志》的相关
记述，而忽略了李白的赐名诗句及其
深层次寓意。为什么赐名五松山？
即兴以松名山，一目了然，名实相符，
古今同理；但从他《于五松山赠南陵
常赞府》一诗前 6句：“为草当作兰，
为木当作松。兰幽香气远，松寒不改
容。松兰相因依，萧艾徒丰茸。”可谓
开宗明义，直抒胸臆，以此表明要像
松树一样挺拔、高洁和不畏霜雪严
寒，与常建共勉。再品定名篇，诗仙
还着意渲染五松山的美景意境，胜过
浙江绍兴的沃洲山；松涛流泉，宛如
三峡激流奔涌悦耳动听。在这样宜
居宜游的好地方，作者不禁感叹：“龙
堂若可憩，吾欲归精修。”

诗仙李白先后于天宝、至德、上
元年间三次游历铜陵，留诗12首，其
中提及五松山的独占8首，并在五松
山筑室读书，饮酒赋诗。其最受铜陵
人民喜爱的千古绝唱，当为《铜官山
醉后绝句》：“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
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仿佛
看到他载歌载舞，飘飘欲仙，将五松
山看成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深情表白
一辈子不想走了，一千年也不想离去
了。由此可见，诗仙与五松山结下了
不解之缘，成为传颂千古的佳话。

自唐宋直至明清，这一名人效应
非同一般。第一，开创了铜陵诗词文
化的先河。此后，无数骚人墨客追寻
诗仙的足迹纷至沓来，或凭吊诗魂，
或寻幽探古，诸如北宋的王安石、苏
轼、黄庭坚、梅尧臣，南宋的陆游、杨
万里、李纲，元代的宋旡、房芝兰，明
代的王守仁，清代的刘大櫆、姚鼐等，
都留下了诗词佳作，成为铜陵诗词文
化的宝库。第二，开启了创建书堂的
新风。唐有太白书堂，宋有荆公书
堂、陈公学堂，明有紫阳书院，清有五
松书院，为延师讲学，激励后进，促进
人才辈出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开
启了五松胜游新风。为后世提高铜
陵知名度、促进探幽览胜走出了一条
新路。

在当代，这一名人效应有增无
减。用做地名，市区有五松东村、五
松西村、五松新村，铜陵县（今义安
区）有五松镇，文化部门有五松山剧
院，市文联有《五松山》双月刊，文学
社团有五松山诗词学会，铜陵有色公
司有五松山宾馆，民间修谱有《五松
陈氏宗谱》《五松黄氏宗谱》，五松山
的文化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五松山现已不存，笔者历经查阅
铜陵有关文史资料，多次组织实地踏
勘，反复论证，目前尚无确认。据李
白《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诗下原
注：“五松山在南陵铜井西五里，有古
精舍。”另据清乾隆《铜陵县志》记载：

“五松山，在县南四里。”以此推测，五
松山大致范围可能在五松山宾馆至
三公里天桥一带。“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五松山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让它活在铜陵地名文化中，
活在铜陵人民心里！

□周大钧

铜陵记忆 —五松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岁月静好”
一词，似乎还很少有人用，更不会像今
天这样，被许多人挂在嘴边。

好像是九十年代以后，张爱玲的作
品一度又大为流行，张爱玲与胡兰成婚
书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一句话，也
广为人知。于是，“岁月静好”一词，就
渐渐成为了一句流行语，或者说“网络
语言”，并且，常常被一些人挂在嘴边。

就张爱玲与胡兰成而言，所谓的
“岁月静好”，也不过是胡兰成给张爱玲
的一场虚假的承诺而已。随着社会形
势的变化，汉奸文人胡兰成，最终也将
自己的承诺，变成一枚飘零的落叶，任
凭风吹雨打去。退一步说，若果真二人

“岁月静好”，也不过是两人构建的一座
“象牙之塔”罢了。在那样一个风雨飘
摇的动荡时代，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
他们，又何曾关心过民族危亡，关心过
社会发展？胡兰成，甚至背叛民族，成

为一个可耻的汉奸；纵是张爱玲，又何
曾有过民胞物与之心？她也只是把自
己关闭在“阁楼上”，写自己的小说，藉
此，追逐一己之名利罢了。

纵观今日之常谈“岁月静好”者，也
不难发现，这些人，多数是一些“小我”
者，“小安”者，乃至一些“利己”者。心
中，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美好生活，
是自己的一世安稳；视野不开阔，心中
无大局，不会放眼去看看周边的世界，
更不会把自己放到“低处”，看看那些生
活、工作，远不及自己的人。骨子里，缺
乏为了民族理想而去奋斗的决心和行
动。

这些人，大概更少考虑一下：“岁月
静好”，是如何得来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哪有那么
多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
前行。”如重磅锤击，发聋振聩，也直抵
问题的实质所在。

我们不妨，先从身边的诸事谈起。
没有快递小哥的奔走辛劳，你哪能享受
到居家购买的方便？没有外卖小哥的马
不停蹄，宵衣旰食，你怎能免除亲操庖厨
的繁琐？没有建筑工人烈日寒风下的劳
苦，你怎能居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没
有一个个职业工人流水线上的不停忙
碌，你怎能享受到物品的极大丰富？

你的安逸的生活，即所谓的“岁月
静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
的人，在为你操劳，在为你奔波，在为你
奉献。

放而大之，如果没有国家的和平安
定，你又怎能安安静静地生活，获得“岁
月静好”的享受呢？你的“岁月静好”，
本质上，是因为“国家机器”的不停运
转，为你提供了生活保障，提供了生命
安全保障。

最贴近现实的，就是当前的“抗
疫”。若然，没有众多医生、护士、军人，

环卫工人等人的舍生忘死的奉献，没有
党的统一领导，国家政府的统一调配、
指挥，又哪儿来的病人的痊愈？哪儿来
的人民的健康安全？寻常人，又怎能获
得自己的“岁月静好”？

尤为可恶的是，当全国人民在感恩
党，感恩政府的时候，极少数人，竟然数
典忘祖，身为中国人，竟然忘记了中国
人的传统美德：滴水之恩，当以涌泉报
之。我们中华民族，向来就是一个懂得
感恩的民族。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
只要他做了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我们就
要懂得感恩。彼此相“感”，才能两厢更
好，更谐。

生活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不
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你应明白，
要想自己“岁月静好”，要懂得感恩那些

“负重前行”者，进而践行“我为人
人”——让别人也拥有一份“岁月静
好”。

□路来森

“岁月静好”何处得？

绿岭葱翠 李昊天 摄

近读金性尧先生选注的《宋诗三百首》，
竟然读到宋代包公即包拯的一首诗，很是感
到新奇，因为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诗。现当代
的宋诗选本有影响的有钱钟书先生的《宋诗
选注》，没有包拯之名，既然包拯有诗作，以
钱先生之博学，不会不注意到，但他没有收
入包拯之作。但金性尧先生的选本却收了，
但是他在作者介绍中作了如此说明：“包拯
这样的历史人物，还是应当受到后人怀念
的。他的诗，就只有这一首，艺术性较差。
这里以人存诗，姑予留下。”原来包拯诗之收
入，还是因为他是名人之故，论艺术性是不
够的，难怪钱先生的选注本不曾收入。

但我读过一通，却感到这样的诗唯包公
可作，不是说文如其人吗？他是历史上一个
著名的清官，以严峻刚正处世，他写的诗当
然是直来直去，是不会有什么“情韵”的，但
我以为这不影响它是一首好诗，不妨照录如
下：

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为官清廉为本自不必说，且是没有争议
的，直道谋身却是人生大忌，这是包拯才敢
说敢做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官场，直道辱
身的事例太多。所以，很多人成不了栋，只
能作“钩”，而包拯是栋梁是精钢。“秀干终成
栋，精钢不作钩”，这是包拯的座右铭，写得
不是很精警吗？而正又反衬出贪图草料粮
米的鼠雀兔狐的可怜可悲，贻羞后世的正是
他们，万世褒扬的是直道为政、不为身谋的
包拯。从思想意义上说，这不是一首好诗
吗？包拯的名垂后世，是因史书的记载与民
间的传说，今天我们来读他这一首诗，不是
直接一窥他的内心世界吗？金性尧先生收
包拯的这一首诗，从客观上说，我觉得还是
有多重意义的，不仅仅因为包拯是著名的历
史人物。不从艺术性上说，就从史料价值上
说，从精神文化的意义上说，这首诗也不能
不选，不能不让它传之后世。

我将包拯此诗吟咏数过，只觉余香满
口，唯愿后世选注宋诗的专家学者，不要遗
漏了包拯的这首诗，它是形成我们民族直道
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吕达余

包公的一首诗

布谷鸣啭，江南的天色鸭蛋青，饱
满，柔和。乡下古旧而清凉的小院里，
几株肥硕的枇杷树，身缀栀黄、槐黄的
珠玑，斜倚墙头，筛风弄月，日子绵软且
悠长。

早年间，母亲在庭院一隅栽种的枇
杷树，今已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初夏
小院，蝉声如雨，空翠湿人衣。枇杷树
张开四肢，努力伸展，浓阴如幄。叶片
饱满瓷实，墨绿深蓝，经络分明。青绿
的枇杷染成赭黄、橙黄、金黄，灿烂地微
笑着，点燃了吉祥的村庄，淹没了宁谧
的小院。

每到黄昏时分，暮色清凉而欢悦。
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剥食刚
摘下的枇杷。枇杷黄灿灿，光洁如蜡。
捏一枚入口，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
配，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
中。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远，引得几只
鸡雏竞相追逐，生趣盎然，有写意风格。

喝着清凉黏稠玉米糁粥，撕嚼着祖

母的涨浆饼，把酒话桑麻。枇杷入口初
涩，继而酸甜，味蕾沦陷。枇杷的酸甜，
本真、妥帖，有一股春水般的澄澈清芬，
将夜色荡涤得通透且悠远。

小院的夏夜格外静美，氤氲着枇杷
淡淡的香味。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
色，是清简的素描。那份亲切、那份温
馨，静静地弥漫开来，笛声一样清远。

枇杷结子须过四季，累累金黄得益
硕大叶片，藏着花，护着子，直到摘尽枇
杷一树金。枇杷四季常青，霜寒时叶背
着毛绒，花梗、花枝裹一层茸毛，新绽的
碎白小花，也顶一篷棉絮。哪怕凄苦，
也要肆意绽放，绝不沉沦。

半青半黄的枇杷色调分明，嚼起来
酸溜溜的。熟透的枇杷，鼓胀似乳。轻
叩，爆浆的果汁迅速浸透味蕾，酸甜的
味道一路蔓延，在唇舌肺腑之间，缠绵
不已。“浆流冰齿寒”，心里有清凉的泉
水流过，空明悠远，弥漫柔软的乡愁。

枇杷黄熟了，弹指可破，经不起蹉

跎，风一拨弄，簌簌跌落，如赶赴一场愁
肠百结的相约。枇杷的酸甜，宛若女子
怀抱琵琶，风韵流泻；宛若新湿苇滩，踩
一脚渗出水来。

枇杷树下，藤椅清茗，竹影清风，读
归有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
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忧伤如潮水般
漫过。读苏轼“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
杨梅尚带酸”，体味俗世的清欢。读杨
万里“大叶耸长耳，一梢堪满盘”，不禁
踮脚聆听枇杷私语。读张岱“林下漏月
光，疏疏如残雪”，枇杷身披月光，如覆
残雪，冷艳凄绝。

有一年，我在苏州古镇徜徉。深巷
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枇杷，声音清如山
泉，双眸深如清塘。竹篮里的枇杷黄橙
橙、红彤彤，如襁褓婴儿，粉嫩，静美。
纤手弄枇杷，相得益彰，如妙手偶得的
水墨小品。夕光濡染，晚风清凉，盘桓
谛视，心生“枇杷晚翠，梧桐早凋”的惆
怅。

“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
水乡枇杷亮艳于庸常的平民生活里，姿
态温婉清美，在清浅时光里，恣意安然，
倚风自笑。枇杷苍黄，青苇萧萧，青秧
飒飒，约二三布衣，老屋古院，品咂枇
杷，咀嚼乡愁，尘世渐远，岁月静好。

□宫凤华

枇杷堆黄
说起喝茶，得感谢我的父亲，父

亲一辈子喜茶，如今已经八十多岁，
依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想来与喝
茶多少有些关联。在我小的时候，父
亲便教我如何洗杯泡茶和来客时如
何待茶，那个时候，父亲最喜欢喝炒
青，这是一种极普通的茶，我们那个
小镇上的人家，都喜欢喝这种茶，它
味淳耐泡，早上泡上一杯到了晚上还
有味。父亲也给我单独准备了一个
瓷茶杯，每天在给父亲泡茶的时候，
我自己也泡一杯炒青，喝着喝着就上
瘾了。

善于品茶的人古往今来大有人
在，北宋苏东坡对品茶有着自己独到
的见解，在他看来品茶的最高心境是

“静中无求，虚中不留。”对茶友和茶
具有着很高的要求，怎见得呢？不妨
看一看他的《扬州石塔试茶》，其中有
两句诗即体现了他的品味：“坐客皆
可人，鼎器手自洁”。坐在一起品茶
的朋友都是自己喜好的有情趣的人，
那茶器和品茶之人也应该是清清爽
爽、干干净净的通道。由此，足可见
苏东坡不愧为品茶达人。然而，毕竟
茶友和茶具对于品茶者来说是感觉
和品位，喝茶者关键还是要能品出茶
中妙味，在这方面，苏东坡较之王安
石，又略逊了一筹。相传，王安石听
说苏东坡服父丧期满，要顺江而下返
京复职，便捎信让他带点长江中峡瞿
塘的水回来泡茶，苏东坡自然不会推
辞，但却被一路景色所染成兴而返，却
忘记了王安石的托付，待到下峡时陡
然想起，便取了一瓮水带回交差，哪
知，王安石用此水泡茶，喝罢对苏东坡
道：“这分明是下峡之水嘛。”苏东坡见
被识破，老实承认，却又自忖是茶中高
手，怎么就不能品出其中奥秘呢，便虚
心请教：“怎么看出来的？”王安石捻着
胡须道：“品出来的！上峡水性太急，
下峡水性太缓，惟有中峡的水，缓急相
半，水性中和；此水烹茶，上峡味浓，下
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方才见茶色迟
迟未现，故知必为下峡之水。”一番话
说得苏东坡心服口服。

对于深谙茶中妙境的人来说，不
仅对茶很爱，甚至敬重，所谓：好水泡
好茶，此茶便是至美；好茶没有遇上
好水，此茶尚可为君子，虽有不甘，倒
仍不失君子之气；劣茶遇好水，此茶
乃是残羞，不如就喝白开水更好；劣

茶遇劣水，此茶是对口，正好算一对，
凑合着喝也未尝不可。由此看来茶
与水似乎就是一对夫妇，只有相得益
彰才是好茶。

喝茶关键还是在品，不管好茶次
茶，要有一个好的心境，有时候还要
有一个好的机缘，如此，品茶才有妙
趣。刚来矿上班时，我所居住的单身
职工宿舍附近有一座“三官寺”，主持
是一位老和尚。没事时，我喜欢到寺
庙里图个清静。老和尚人挺和善，邀
我去他的禅房品茶，点上一根檀木放
置香炉里，然后我俩坐在窗下品茶。
那茶是老和尚从湖北带来的，据说是
庐山脚下的茶，说不上是什么好茶，味
道清淡且有一丝苦涩，但是，在初冬的
黄昏，身在清静的禅房里，手捧着一杯
暖茶，一抹淡淡的夕阳穿窗而入，将室
内染成玄妙的金色，此时此刻，我陡然
涌起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再看坐在
对面的老和尚，他一脸平静地眯着眼
睛看着我，我不由地将杯子送到嘴边
又啜了一口茶，那茶便有了一丝甜甜
的味道，就像夕阳的光亮一般，将我的
身心浸润得通透温暖。

去年春天去上海女儿那，上海的
几位作家朋友邀我一聚，一位安庆籍
在上海工作的深谙茶艺的朋友，特地
带了茶和茶具赶来，他点上一根细
香，用非常娴熟而又非常精致的手法
给我们泡制了三种价格不菲都的名
茶，其中有红茶，绿茶，还有普洱茶。
每泡制一杯茶时，朋友都会双手捧茶
一一送到每个人的手上，让我们慢慢
地品一口，然后问“味道如何？”那品茶
的杯子只能称“盅”，比酒杯大不了多
少，不消一口就能将盅里的茶喝掉，我
只能浅浅地尝一口，在舌尖上细细地
品味着，那茶味一丝丝地弥散开来，让
舌尖发出一阵阵轻微得只有自己才能
够感觉得到的颤动，使人的神情总是
为之一振——三种茶，三种不一样的
品味，给人三种不同的享受。

对于爱茶的人来说，喝茶是一件
舒怡享受的事情，闲暇时，找一优雅
所在，寻三两个朋友在一起品茶，不
失为情趣。宋朝诗人杜耒有一首诗：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
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
同。”真正的以茶代酒，还有一窗的月
色，且有梅花暗香来袭，这样的夜间
品茶，真的很美，令人神往。

□杨勤华

茶 趣

有人说，饮茶益处很多，茶是水的
灵魂。但我是一个对茶无感的人，原
因有三：一是明知喝水益处多多却不
爱喝水；二是本人体瘦人轻，肚内的二
两油禁不住茶的搜刮；三则是懒，喝完
茶要洗杯，虽然不是一个特爱干净的
人，却也见不得杯壁上的层层茶垢。

去年谷雨时节，朋友们相邀去黄
山太平买茶，本想推迟不去的，但说那
里的风景秀美，高浓度负氧离子能让
人神清气爽，我顿时又来了兴致。

导航的目的地是黄山太平茶叶市
场，从高速上开车只有一个多小时车
程。朋友熟门熟路地开到了一家茶店
便开始挑选起茶叶，而老板娘则麻利
地拿出几个干净杯子，捻出不同的茶叶
一番洗茶泡茶让我们试喝。

尽管试喝的茶价格从几十到几百
不等，但对于一个吃瓜看客来说真是压
根看不出优劣高下，于是临时抱佛脚上
网搜索如何鉴别茶叶，但搜出来汤色透
亮、叶底鲜活两大标准看似简单，实操

性却难以把握，几杯颜色深浅不一、茶
味浓淡不一以及都在清一色袅袅舞动
的茶叶，委实让人难以品评，再看了一
番对茶具以及泡茶的水都有要求的评
论，更是泄了气，索性便去了一评高下
的心，听他们讨价还价选购，而我只乐
得喝茶，在茶市中闲逛，倒也自在。闲
逛中看到一箱的猴魁，叶片叶茎浓绿淡
绿摆放整齐，感觉很上档次，不料老板
说这是机器压制的，等级不行，没有手
工的好。新上市的猴魁入口据说有淡
淡的兰香，尽管也试喝了，但不知是否
是喝了太多的缘故，在偌大的飘着茶香
的市场中，我的味觉嗅觉已有些麻痹，
喝到后来也只会机械地点头附合。

午餐听从当地人的建议，不到景
区扎堆，只随机去了一家路边的乡间
小菜馆。简陋的小厨房里，全是徽州
山野的特色土菜，我们看菜点菜，不一
会儿功夫，几盘菜就上桌了，两条山区
的冷水鱼虽然小刺有些多，但肉质细
腻肥嫩无比，上好的刀鱼应该也不过

如此吧，一碟小青笋炒腊肉正宗的徽
式组合自不用多说，而最受欢迎的却
是我点的凉拌马兰头，生绿生绿中夹
着星星点点白干、蒜子和红椒，一筷头
下去满颊生香，真真正正春天的味道。

回程我们放弃了高速，沿湖一路
迤逦而行，路虽不宽但路况不错，两边
层层叠叠的树，新老交替的绿扑面而
来，时而又掠过一大丛映山红，还未来
得及细看就被匆匆掠过耳后，在这个
天然的大氧吧里，我们摇下车窗，沐浴
着春风，尽情地置换着肺里的空气。

太平湖边，我们停下了脚步，饶有
兴致地观看钓鱼，湖边的几位都是资深
发烧友，有的前一天晩上便来此夜钓，
身边还有一堆未燃尽的树枝。这里湖
大水深，钓上来的多是一种叫“黄尾”的
鱼，说话间，一位钓客急急拉杆，果然有
鱼吃饵，看钓竿的弯曲度，我们都猜是
条大鱼，然而钓者与大鱼的角力还未开
始，便听啪的一声，钓杆前端两节齐齐
折断，还未显露身材的鱼带着钓杆游到
了深水中，留下了岸上叹息的人们。

几个小时的春光一晃而过，品新
茶，尝徽菜，赏花看鱼，只观不思，尽享
春天的气息，此等悠哉，是我所求。我
想，爱好饮茶的朋友也是想收藏春天
的记忆吧！

□ 姜 蕾

春日看茶成语“不求甚解”原指有些人读书不善于
字斟句酌，后指读书不认真、不深入，只停留
在了解大意上。晋代文学家陶渊明在《五柳
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
意，便欣然忘食。”这便是不求甚解成语的出
处，也是陶渊明对自己读书方法的总结。

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好读书，不求甚
解”是陶渊明的读书状态，放到今天估计会受
到某些讲究字斟句酌的读书人的批评。但这
些心急的朋友只是看到了前半句“好读书，不
求甚解”；而后半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才是陶渊明先生所说的读书的关键。读书并
非只是咬文爵字、寻章摘句做些表面文章，这
样读书过于“薄”，而要读深读透所追求的应
该是“每有会意”，何为“会意”？《辞海》里解释
为也叫“象意，利用已有的文字，依据事理加
以组合，表示出一个新的意义。二是‘犹言会
心’，谓领会其意义”。依笔者拙见，陶渊明是
将读书看作“读与悟”的结合。读是前提，是
悟的基础，而悟是读的发展与升华，读与悟是
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读书不要在一字一句上过分纠结，不
因书中固有的微小瑕疵影响对整个一本
书的认识，这倒是与王柳先生超然豁达的
性格真正契合，将“会意”作为读书追求的
境界，注重整体而不深究细节，这就是五
柳先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殷修武

陶渊明“十六字读书法”浅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