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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义解三国

中华典故

文 / 刘如

在《三国演义》里，我们会吃
惊地发现，这部书中描绘的古代社
会，跟我们在电视剧看到的完全不
同。古人断事，德为核心，礼法和
武力，都是辅助，歪理无法立足。
即使胆小的人一时迫于武力，不敢
说话，但思想却不糊涂，绝不会轻
易被人洗脑和利用，这也就是邪恶
之徒，最为害怕的，因此，暴虐
的董卓才如此地惧怕明理的卢植，
要把他除掉。我们今天就卢植说的
话，仔细分析古人断事的智慧。

以伊尹之志 断董卓篡逆
我们先来重温卢植的那段话 ：
卢植曰 ：“明公差矣 ：昔太甲

不明，伊尹放之于桐宫。昌邑王登
位方二十七日，造恶三千余条，故
霍光告太庙而废之。今上虽幼，聪
明仁智，并无分毫过失。公乃外郡
刺史，素未参与国政，又无伊、霍
之大才，何可强主废立之事？圣人
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
则篡也。’”

卢植这段话的大意是说 ：（董
卓）您说的话（要废掉少帝）是
不对的，古时商朝的太甲因德行败
坏，丞相伊尹将他放逐于桐宫，令
他反省，自己暂时代理国政。（三
年后太甲醒悟改正，又把太甲迎回
恢复王位，成为一代明君）；汉昌
邑王登位才 27 日，就造恶三千多
条，因此，大臣霍光才会秉明皇室
太庙将他废掉。如今我们的少帝虽
然年幼，但聪明仁德，有才智，并
未犯下任何过失 ；而且您是都城外
郡的刺史，平日根本无权参与国
政，又没有伊尹、霍光的奉天命济
世的大才，怎可倒行逆施，强行主
持君主废立的大事？圣人说过，有
伊尹不图王位，教导帝王归正德行
的公心，怀抱济世安民的大志就没
问题，没有这样的大志就是篡位的
叛逆之举。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被废者
要严重失德，而执行者，负责主持
的人，必须出于公心，还要有代祖
先执行教导责任的资格和威信，还

必须获得天地神明的认可，才能做
这件事情。

伊尹是商朝开国丞相，辅助五
代君王，活了百岁，死后以王礼下
葬，是承天命下世的通天理合人道
的大才，是以尧舜仁孝的治国之道
教导历代商王的帝王之师。《三国
演义》中的诸葛亮，就是伊尹的象
征，三请才出山，具有不是普通人
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大智者，明天
理，知天命，顺天意而行，国运与
天下大事，了然于胸，根本不会对
权力王位产生兴趣。

伊尹放逐太甲的故事，出自
《史记》等诸多历史的记载。不少人
以一些完全相反的以宣扬恶为价值
观的另类史书来否定伊尹，否定传
统圣王与贤相留下的道德典范，这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企图魔化祖
先来毁掉后代子孙和整个民族道
德的事情，会成为千古罪人，
是魔鬼才会做的。如果孩子相
信了，就会彻底地嘲笑祖先，
嘲笑道德。做了这件事的人，就
会将后代子孙变成不择手段，为权
利可以为所欲为的邪恶之徒。我们
到底是在扬善，还是要毁人，要将
人变成禽兽呢？我们的所谓学问和
聪明，难道不是在被魔鬼利用和操
控吗？想一想都会毛骨悚然。将历
史反过来写或想要证实邪恶价值观
的人，千万要三思，我们的才智，
真的要用在毁灭民族道德上吗？我
们搞学问研究，我们的时光和人生
价值，真的是为了这个可怕的目的
吗？

乱世难题 唯德能解
卢植是东汉大儒，我们看他说

的话，针对废立帝王的国家头等大
事，毫不惊慌，也不回避，语言文
雅，但论点分明，直截了当地驳斥
了董卓的谬论。告诉他，选择帝
王，也就是判断谁有资格坐在那个
位置上，不是以表面的威仪为标准
的，而是以人的德行为标准的，历
史上发生过的例子，都是因为帝王
本身严重失德，失信于天下才被废
掉的，因此少帝不符合这个条件，
谁也不能这样做。

卢植的话，就是在讲德是判断
大事的核心原则，注意，卢植这里
并未一上来就给大家讲君臣或者立
长不立幼等长幼有序的礼法，那是
因为，真正懂学问的人，都清楚，
礼是普遍通用的日常规定，便于人
们正常地工作，交往和生活，是为
方便表达尊敬、问候、友谊和善意
等等人的行为的一个通用的规矩。
不同民族，不同朝代，会有不同的
具体的表达形式，因此，礼是外在
形式会变的，但它维护道德的作
用，以德为核心的原则，却是永远
不会变的，因此在非常时期，极端
的情况下，在帝王严重失德，危及
国家和百姓，失去资格的时期，君
臣之礼就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臣子

可以在帝王的宗庙面前，不是以臣
子的身份，而是以替帝王先祖教导
帝王的身份，非常正规地严肃地祭
告天地和帝王的先祖，来执行帝王
的废立。必须是堂堂正正的，当着
宗庙和天地以及众大臣的面来进行
的。因此，历史上在非常时期，的
确发生过这样的先例，臣子也可以
废掉帝王，但必须是严重失德的情
形下，而且一定是公开地、严肃地
执行。绝不能有丝毫的不公正和为
己的私心，否则都会被人看的一清
二楚。

因此，一个人仅仅手握屠刀，
就想瞒天过海逼人就范，随随便便
就要顺利完成这件天大的政事，再
笨的人也知道那就是篡逆。何况少

帝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失德行为。
因此，董卓的行为，毫无疑问，就
是违背君臣之义的谋逆之举，不管
他是否做成这件事情，都会被人骂
成倒行逆施的不义之徒。所以，尽
管董卓最后做成了此事，他也很快
就变成天下英雄举起义旗共同讨伐
的国贼，人人都会骂他。因为无论
人们是否敢怒而不敢言，整个社会
都以德为美从而自觉奉行义理，自
然断定出他的行为是不义之举。礼
和法都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但做人
的道理，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古
人活得明白。

董卓废帝后，日日提防，连
睡觉都无法安稳，随时要防范被
人刺杀，这样仅仅靠暴力得来
的政权，能长久吗？值得推崇
和效仿吗？肯定是不能的。
但是否因此就否定武力存在

的作用呢？当然不是，因此，
《三国演义》会在合适的时机，也
就是刘备入川时，通过庞统军师，
讲解以德用武、逆取顺守的非常之
理，为我们解答这个疑惑。

大家看《三国演义》，会注意
到，礼不是讨论问题的核心，德才
是核心，有学问的君子，都非常明
白这一点，只有回到德的原点来衡
量事物，才能说明白一切乱象和歪
理，才能破除谬论。这说明古人，
一直懂得灵活运用孔子“为政以德”
的教导来处理国家大事，明白道
德，才是根本判断一切事物、包括
礼在内的标准，才是一切政事运转
的核心。有这样的见识，不会流于
教条。现代诸多的法律、教育、社
会，和经济问题，只要用古人的善
恶道德观来衡量，就能抓到症结，
理出头绪。因此，读圣贤书，不但
不会迂腐，反倒能破除迂腐，还原
我们民族文化的真相。

那么卢植性命如何呢？书中
写道有谏臣阻止 ：“卢尚书海内人
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于是
董卓不敢动手。公然杀害代表天下
道义的君子，等于向天下人公开宣
布自己与道义为敌，会立即引发全
国各州郡对他的讨伐，反倒妨碍他
的废帝阴谋。◎

乱世难题 唯德能解

文 / 云开

张 巡（西 元 708 年 --757
年），唐代河南南阳邓州人，是

“安史之乱”时期著名的英雄。
张巡出生于河南南阳邓州，从
小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
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成
后有才干，讲气节，倾财好
施，扶危济困。

张巡于开元末年中進士第三
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天宝
年间，调授清河（今河北清河）
县令，政绩考核为最高等，任期
满后回京。当时，唐玄宗宠妃杨
玉环的族兄杨国忠执掌朝政，权
势显赫，留京待迁的官员纷纷走
杨国忠的门路。这时有人劝张巡
去拜见杨国忠，但被他拒绝了。
因不愿阿附权贵，尽管他政绩突
出也未能迁升高官。不久，他调
授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
张巡赴任后为政简约，人民安居
乐业。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西元
755 年），安禄山、史思明叛
乱。次年正月，太守杨万石慑
于叛军威势欲举郡迎降，逼迫
张巡迎接叛军。张巡却誓师讨
伐叛军。当时，今山东单县尉
贾贲也起兵拒叛，進兵至雍丘

（今河南杞县），与张巡会合，
共有兵二千人。贾贲、张巡据
城而自守。不久，叛贼令狐潮
引叛军攻雍丘，贾贲战死。此
后，张巡领导军民继续英勇杀
敌，从而赢得了军民的信任。

张巡率众坚守孤城四月，
每战克捷。后来迫于形势恶
化，张巡率众沿睢阳渠向南撤

退，当时他只有马三百匹，兵
三千人，退至睢阳与太守许
远，及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
县令姚阎合在一起坚守城池。

睢阳地当睢阳渠要冲，位
置非常重要。至德二年（西元
757 年），安禄山死后，其子安
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大批精锐
兵力進攻睢阳。面对强敌，张
巡、许远激励将士固守，虽然

守城的将士只有几千人，但大
家上下一心，苦苦坚守了十个
月，与占优势的叛军前后進行
了 400 余战，总共杀死敌将 300
人，士兵 12 万人。

张巡坚守睢阳，当时战斗
進行的非常残酷。张巡督战
时，总要慷慨激昂的大声疾呼
以鼓舞士气，竟使眼角崩裂，
牙齿都被嚼碎。最后，城内弹
尽粮绝，援军迟迟不来，睢阳
眼看就要陷落，张巡向西面朝
廷的方向拜了两拜，表示以死
殉国的决心。他说 ：我已尽了
最大努力，但未能阻挡叛军，
保住睢阳。我死后也要抗击敌
军，报答朝廷。

不久，睢阳陷落，张巡被
俘，叛将尹子琦很得意的问张
巡 ：听说你每次作战，总是激
动的眼角瞪裂，牙齿咬碎，怎
么会这么激动呢？面对反贼，
张巡怒火万丈，他愤怒的说 ：
我决心吞掉你们这群反贼，只
可惜力不从心。

尹子琦恼羞成怒，说 ：我
倒要看看你还剩几颗牙，接着
用大刀硬撬开了张巡的嘴，只
见他嘴里真的只剩三、四颗牙
了。尹子琦惊讶之余，感到张
巡果真十分英勇，就劝他投
降。张巡对着他痛骂 ：我将为
国而死，你依附叛逆，也休想
活的长。于是，张巡这位忠贞
英勇的将领，在被俘之日慷慨
就义。

后来“张巡嚼齿”这个典故
被用来形容将士奋勇抗敌，舍
生取义的壮举。◎

词义辨析

文 / 德惠

汉语词汇中有“国事”与“国
是”两个同音词，但意义却并不
相同。“国是”一词，大陆词典
一般简单解释为国家的“大政方
针”。然而其真正含义是什么？
笔者查阅古籍资料，在《说文解
字》里讲“是，直也。从日、正”；

“正，是也”；“直，正见也”。原
来“是”的字形，上面是“日”，
太阳、光明，下面是“正”字的变
形，而且在语义上“是” 、“正”、

“直”三字可互相解释。
所以有学者认为“是”的原意

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走”会意为
“正确”，“是”也因此有类似追
随、方向的含义，比如“唯某某
马首是瞻”、“唯才是举”，也進
一步由此引申出指向其含义、分
类、解释的用法。另外“是”的下
面是“正”字，因此“正是”在古
文中也有 “匡正、引导”之意。比
如《诗经》中的“淑人君子，正是
国人”。

知道了“是”的原意，那么
“国是”的含义就明晰了 ：佛家
讲正见，一个国家其实也需要正
见，因此“是，直也”“直，正见
也”，“国是”就是国家所必需的
正见。我认为“国是”就是 ：国家
在最根本的原则性大是大非问题
上，是走向光明或黑暗，是回归
正统还是堕落变异，是信仰神还
是跟魔走，是正是邪等等所必需
的正见。

现在大陆一些词语解释上
认为“国是”只是相对重大的国

事，“国是”的概念包含在“国事”
中。对这一点我不认同，在古文
中“国是”与“国事”是不能混淆
的，例如光绪帝戊戌变法时颁布

“定国是诏”中的“是”就不能写
成“事”，就连中共自己开个什
么会，也要假惺惺的说“共商国
是”。

我认为 ：国事只是国家具体
的事务 ；政治只是一些政治人物
为了得到、保住或分享权力、利
益，为了谁上台、下台、掌权而
产生的争斗、合作等一系列事
件，特别是到了历史后期，其中
很多手段都是不光彩的，政治在
神的眼中一开始就是肮脏的 ；而
国是则是国家根本上的大是大非
问题，决定着国家前途命运，
未来是光明或黑暗，关系着这
一国甚至更多国家众生的未来生
命前程，其含义远超出国事与
政治。

举两个现代最典型的例子 ：
1999 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众
多法轮功修炼人上访去了北京，
很多人的上访资料中都从“维护
宪法”、“信仰自由”的角度讲这
场迫害在根本上是违宪、违法
的。有个别人诋毁说 ：他们的上
访行为是参与政治，其实这些修
炼人他们并没有干涉国事，更没
有参与政治，从国家角度上讲 ：
他们维护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是
在为国家“定国是”；从人权角度
上说，他们是在维护天赋人权，
在反迫害 ；从更高角度讲，他们
在卫护佛法，在挽救众生，在神
的眼里是神圣的。◎

    “国是”
非“国事”

文 / 吕文

张士诚是元末著名的反王
之一。元顺帝至正十三年 ( 公
元 1353 年 )，张士诚率众起兵
反元，攻下泰州、兴化、高邮等
地，割据范围最大时南到浙江绍
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
部，东到大海，定都平江（今江
苏苏州）。方圆两千余里，甲士
数十万，又据天下富庶之地，然
而张士诚却很快腐化，沉迷于享
乐。见此情形，有识之士纷纷离
开，而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

这几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却得到
重用，他们只知道媚上欺下，治
国无方，扰民有术。

当时平江市井中开始出现一
首奇怪的童谣，人称之为《黄菜
叶谣》：“张王做事业，只凭黄蔡
叶，一夜西风来，干瘪”。至正
二十七年 ( 公元 1367 年 )，朱元
璋攻破平江城，俘虏张士诚，彻
底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朱元璋
听闻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这
三个人害民恶行后，极为厌恶，
下令处死他们后，剖腹取出他们
的肠子悬挂起来，直至变成枯

腊，以此警告后世贪腐害民祸国
之人。

至此，人们才知道这首《黄
菜叶谣》竟是一则童谣预言 ：“张
王做事业，只凭黄蔡叶”，就是
指张士诚重用黄敬夫、蔡彦文、
叶德新这三个贪官 ；朱元璋定都
南京，张士诚定都平江，也就是
苏州，南京在苏州的西面，所以

“一夜西风来”指朱元璋打败张士
诚，“干瘪”则预示此三人贪腐后
的结局与报应 ：其肠子被悬挂起
来，变成枯腊。

一首童谣竟预言了张士诚的

最后覆灭和其三个手下的结局，
历史大事件发生之前往往会有相
关预言、预兆出现。之所以如
此，只能说明是神佛在安排历史
進程及相关预言的出现。智者通
过对预言的解读，可以提前知晓
未来的方向从而趋吉避凶。当今
不仅中国，世界上都在流传“天
灭中共”的预言，这绝不是偶然
的，是神在告诉人们上天要清算
中共的一切罪恶。有智慧的人一
定会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
织，远离中共，迎接一个没有共
产党的新中国。◎

张巡像

元末童谣预言《黄菜叶谣》

必须获得天地神明的认可，才能做

伊尹是商朝开国丞相，辅助五
代君王，活了百岁，死后以王礼下
葬，是承天命下世的通天理合人道
的大才，是以尧舜仁孝的治国之道
教导历代商王的帝王之师。《三国
演义》中的诸葛亮，就是伊尹的象
征，三请才出山，具有不是普通人
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大智者，明天
理，知天命，顺天意而行，国运与
天下大事，了然于胸，根本不会对

伊尹放逐太甲的故事，出自
《史记》等诸多历史的记载。不少人
以一些完全相反的以宣扬恶为价值
观的另类史书来否定伊尹，否定传
统圣王与贤相留下的道德典范，这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企图魔化祖

会将后代子孙变成不择手段，为权
利可以为所欲为的邪恶之徒。我们
到底是在扬善，还是要毁人，要将
人变成禽兽呢？我们的所谓学问和
聪明，难道不是在被魔鬼利用和操
控吗？想一想都会毛骨悚然。将历
史反过来写或想要证实邪恶价值观

帝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失德行为。
因此，董卓的行为，毫无疑问，就
是违背君臣之义的谋逆之举，不管
他是否做成这件事情，都会被人骂
成倒行逆施的不义之徒。所以，尽
管董卓最后做成了此事，他也很快
就变成天下英雄举起义旗共同讨伐
的国贼，人人都会骂他。因为无论
人们是否敢怒而不敢言，整个社会
都以德为美从而自觉奉行义理，自
然断定出他的行为是不义之举。礼
和法都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但做人
的道理，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古
人活得明白。

睡觉都无法安稳，随时要防范被
人刺杀，这样仅仅靠暴力得来

《三国演义》会在合适的时机，也
就是刘备入川时，通过庞统军师，
讲解以德用武、逆取顺守的非常之
理，为我们解答这个疑惑。

到，礼不是讨论问题的核心，德才
是核心，有学问的君子，都非常明
白这一点，只有回到德的原点来衡
量事物，才能说明白一切乱象和歪
理，才能破除谬论。这说明古人，
一直懂得灵活运用孔子“为政以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