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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中华典故

文 / 刘如

涩泽荣一（注 1）熟读儒家四书五经，
但他唯独选定《论语》，每天必读，独奉孔子
为师，是因为《论语》来自孔子与弟子们在纷
乱而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碰到具体问题时的问
答，非常实用精炼，每一句话，皆可直接指
导人处理碰到的难题和困惑，直奔实质，可
修身，可持家，可治国，当然更可以指导现
代经营和工作，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身份职
业，跨越古今，皆可读用。直到今天，依旧
让日本当代企业家们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借助涩泽荣一留下的直
接解读《论语》的部分讲义，亲自走入这本千
古经典，重拾祖先的智慧。

因此从这一期开始，我们直接走入《论
语》，看看这位商界巨人，如何解读《论
语》、活用圣人的智慧、指导自己的人生。

孔子开篇传授“快乐人生”
今天的人提起孔子，估计只有四个字 ：

敬而远之。觉得深奥难懂，离我们的现代生
活十分遥远，只有搞学术研究的人才会去触
碰。但涩泽荣一却告诉大家，没有比孔子的
教导更加接近人的实际生活，更加实用快
乐的智慧了，每一句都可以立即运用，马上 
见效。

这并非涩泽荣一的标新立异，而是千
真万确的。如果孔子还活在世上，一定会把
涩泽荣一当作得意门生，等同春秋时代，陪
他周游列国的悟性最好的弟子之一。为什么
呢？因为他懂得了人生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学习学出了快乐，是最高境界，这也是孔子
开篇的教诲。不信请看《论语》的开卷头三句。

【论语原文】
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论语．学而一》)

这三句话，估计谁都读过，但是谁都没
有读懂。我们读完了，也没有任何感觉，不
知道为什么开篇孔子要说这三句话，或者说
孔子的弟子们，在整理孔子的话时，为何要
把这三句话摆在最开头。而且这三句话，好
像没有相互关联。

这三句话，不仅意思相关，而且开宗
明义，读不懂这三句话，整部《论语》就无
法真正读懂。既然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整理的
书籍，他们必然十分了解师父教育的用意，
不可能把毫无意义的话，摆在最前面。我们
今天看不懂，实际上是把学习两个字的意义
弄错了，把今天的学习当成了孔子说的学习

了。因此才会觉得，学习有何快乐呢？整天
看书学知识，学完还要记住，每天学校里老
师讲解各科知识，回家还要做作业，周末为
了考试成绩，还要读各种辅导班，从小学读
到大学，为了成绩和将来的学位学历，读书
读的苦不堪言，成了学生最大的负担和痛
苦，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所以谁要说
学习是快乐的事情，谁要再让他看古书，读
经典，那一定十分抵触。其实是误解了孔子
所说的学习了。

涩泽荣一在他的解读《论语》的讲义中，
首先阐述的就是这三句话的重要性和学习的
实质。他告诉大家，孔子首先告诉弟子，人
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要做到不断地学以致
用，知行合一。当老师的教导变成自己的实
际学问，能灵活运用来解决各种人生难题
时，才算真正获得人生的快乐。

这三句话，变成涩泽最高智慧
他说，孔子的这三句话，是他一生中实

践过的切身体悟到的最高智慧。是人生处
世，最重要的教诲。看似毫无关联，实则紧

密相关。
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

是在教导弟子，每天学做人的学问，懂得道
理后，就要付诸实践，把学到的道理，当作
指导，天天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反复运用，
练习，体悟，真正理解了所学的含义，才能
成为自己的学问，那样一来，活学活用，物
我一体，达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境界，
解除人生烦恼，人生岂不快乐。

而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指的是，人明白一个道理了，懂得在生活中
碰到困惑时，具体运用了，解决问题了之
后，非常开心，真想赶紧会会同门的学友，
畅谈心得，彼此交流，切磋琢磨，正所谓千
古最难觅知音，如果这时候，有朋友自远方
寻访而来，成为知音，相互学习，共同升
华，并立下君子的大志，将来要弘扬学问，
弘扬善行，将师父的教导切实地传扬给周围
的人，传给更多的朋友，试想，人生还有比
这更快乐的事吗？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讲的是既然从师父那里，习得了属于自己体
悟出的学问，又拥有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
有了未来的行善天下的大志，就要毫不动摇
地去完成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个过程必然不
会顺利，很多人也许对你的学问和做人的教
导，根本不屑一顾，不认同你的观点，理解
不了你的善意和高尚的行为，甚至嘲笑你，
那也不必生气，即使践行大志的过程，无人
认同和支持，也能一笑了之，不怨天尤人，
这不正是君子的修养吗？

许多人，读孔子的书籍，就像学术研
究，高高在上地，好像无所不知地样子，
拿出来随便讨论两句，议论一下其所谓现
实价值，就完事了，然后束之高阁，这种
评论家的态度，实在是不严肃，根本不是
在学习《论语》，也不可能读懂孔子的智慧。 
非常遗憾。

学与习，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以上就是涩泽荣一对这开头三句话的理
解，可以说非常到位。所以，他终身受益。
他很明白，孔子说的学和习，是两个分开
的，根本不同的概念。

从老师那里，学的是做人的道理，而
学完后，才是习，自己回家天天实习，反
复用老师教导的道理对照自己的言行，亲身
实践，实际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学而时习
之”，习绝对不是指今天的复习知识，记住
了好应付考试。比如孝敬父母，你要去实
际做到，在日常起居碰到各种问题和矛盾
时，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具体去做，每个人
家庭不同，父母性格不同，具体问题和烦
恼不同，如何理解孝敬的含义，如何对待，
每个人都不会一样。体悟的就不同，境界
也不同。所以每个人都要反复实践、练习，
遇到问题，要思考，对照老师的话，灵活运
用，不懂就请教老师，为你解惑，然后再实
践，不停地学而习，不停地升华。此为学和
习的真实含义，孔子对学习的真正教导，绝
对不是今天的知识的灌输，为了成绩的死 
读书。

要想读懂孔子的话，就要将孔子视作师
父，而非随便地评论，极为不严肃地像评论
家那样去评论，好像自己什么都懂的样子，
搬出一堆现代哲学名词，却连基本的在家孝
敬父母，懂得基本的养育之恩都做不到，谈
何学术呢？孔子的学问，不是用来学术研究
的，而是用来指导自己做人的，所以一旦开
始读《论语》就必须听老师的话，开始运用它
修正自己的言行。

孔子在开卷就告诉人，反复实践，成为
君子，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君子，是做学
问最后的目标，达到这一境界，必然平和无
畏，不迷航向。这实际就是孔子一生的写
照，无论当时的人是否理解他的大志，如何
受挫，他一生不悔不怨，德化天下，成为万
世师表，伟大的圣人。所以涩泽荣一将这三
句话当成他最根本智慧，一生读《论语》，
一生坚守用道义指导经营，实践出儒商的风
范，完成经济领域的君子之志，对商界弘扬
救济社会的君子的价值观，使《论语》成为日
本经济界的宗旨，国力的根基。

注 1 ：涩泽荣一，1840 年生，1931 年
去世。被誉为日本资本经济之父，企业
界之父，商界之父。详情见上部系列文
章《日本经济之父“涩泽荣一”独奉孔子为
师》的第一篇。他终身追随孔子的教导建立
起 500 多家企业。毕生心得融进他的著述 

《论语与算盘》。Ⓞ

一代名医扁鹊的绝学从何而来？

看日本经济之父如何解读儒典《论语》

为人处世的最高智慧

绿衣使者
文 / 云开

在中华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中，很多事物都有
一个简洁明了或优雅形象而又有历史来源的成语或
典故加以表达。例如：鹦鹉又被称作“绿衣使者”。
那么“绿衣使者”这个典故其来源于何处呢？今天
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据《开元天宝遗事》一书记载，唐明皇时，长
安人杨崇义的妻子刘氏与邻人李某通奸，二人竟想
害死杨崇义，做长久夫妻。杨崇义平时很喜欢一只
鹦鹉，常常亲自喂它。一日，杨崇义酒醉归来，刘
氏和李某这一对奸夫淫妇居然趁机合谋将他杀害，
并将其尸体埋到了枯井里。家里的书童和仆人都不
知道此事，只有鹦鹉看到了。刘氏为了掩盖罪行又
假意命令书童与仆人去寻找丈夫，并报告官府 ：杨
崇义失踪，可能已被贼人所害。

官府接到报案后，夜以继日的侦破却毫无头
绪，于是去杨家实地勘察。此时，架子上的鹦鹉忽
然对办案人员说 ：“杀掉我家主人的就是刘氏和李
某。”官府立刻将他们俩个收押，一经审讯俩人便
全部供出了自己的罪行。于是，官府把他们依法处
决，并把这件鹦鹉报案指认凶手的奇事奏报给了唐
明皇。唐明皇说，这只鹦鹉有情有义，于是将其喂
养在宫中 , 并赐封号为“绿衣使者”。

后来，燕国公专门为此做了《绿衣使者传》一
文，详尽叙述此事经过。从此鹦鹉在中国文化中又
有了一个绿衣使者的别称。当然现在也有人用绿衣
使者一词来指代邮递员。

大家知道鹦鹉、八哥等鸟类经过训练后，虽然
能说话，但只是简单的重复。可是故事里的这只鹦
鹉却是真正的在用人的语言去表述事实真相，而且
这件事情最后惊动了皇上，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
的。其实在历史上关于动物口吐人言的记载还有许
多。这些都超出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这些都在表
明 ：现代科学对生命的认识是很肤浅的。然而用传
统文化中的“六道轮回”、有神的存在等观念就能
轻易的解释这一切。也许现在正是人们回头重新认
识传统文化的时刻了。Ⓞ

文 / 清竹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
医学家之一，他与华佗、张仲景、李
时珍并称中国古代的四大名医，他为
我们中华民族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在我国历史上扁鹊是第一个
有正式传记记载的战国时代的大医学
家。为其立传者是西汉著名的历史学
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 . 扁鹊列传》
中精彩地记述了扁鹊如何为神人慧眼
所识而得其真传的事迹。

司马迁在《史记 . 扁鹊列传》中是
这样描述的 ：“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
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
常人也。”

司马迁对扁鹊的这段描述，大意
是说 ：扁鹊的家是开客栈的。在扁鹊
年轻时，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名叫长
桑君的客人要到他家客栈住店，这位
客人虽然已是银发，但气度不凡，来
到这个客店后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尽
管时间很长，但扁鹊对长桑君无论是
在礼节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一如既往的
恭敬他，照顾他。

也许有朋友会问 ：这位长桑君到
底是一个什么人？为何要在扁鹊家的
客栈住那么长时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要
了解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在我国传统
文化的道家学说中讲到这样一句话 ：
师父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父。什么
意思呢？几千年来，在中国有很多的
名山大川和一些深山老林里都有修道
的人，那些修成的师父（真人、神
仙），当他们想要带徒弟或找一个能
承传他那一门中的绝技时，都要亲自
到人间去寻找。

而这位被称为长桑君的人，恰恰
正是修道的师父。他来到这个客栈住
下，是因为他发现和看中了扁鹊不是
一般的人，是一个能继承他本门绝学
的人。所以他才住下来对扁鹊进行观
察、考验。一旦考验过关，就会把他
带到深山之中教他修道。

在历史记载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
扁鹊曾居住在中丘（内丘）蓬鹊山（蓬
山、鹊山的通称）九仙洞（又名秦越

人洞，唐代于鹄诗《秦越人洞中咏》有
记），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
方，饮以山巅“上池”（石盆）之水，
修得高超医术。初医治好赵简子五日
不醒之症，赵简子赐其蓬鹊山田四万
亩于扁鹊，得到食邑之地。巧因蓬鹊
山之首，扁鹊洞府上面，有翩翩欲飞
天然石鹊和静观天下神奇石人形象，
赵人视秦越人为吉祥喜鹊一般，而尊
称其为“扁鹊”，即“在赵者名扁鹊”。

记载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长桑君
“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 ：‘饮是以上池
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
方书尽与扁鹊。”

这几句话大意是说 ：扁鹊被他的
师父长桑君看中之后，就把他带到中
丘蓬鹊山九仙洞中修道。在修道期
间，扁鹊的师父长桑君从怀中取出“仙
药”给予他。这里所说的仙药，也许就
是道家所说的在炼丹炉中炼出的丹药
吧！长桑君告诉扁鹊，用未沾及地面
的水服用此药，三十天后，就可看见
用人的这双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扁鹊依照师父的话服药三十天
后，“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
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句话

是说 ：扁鹊服药三十天后果然就有了
透视人体隔墙看物这种特异功能了。
同时他的师父又将所有治病书籍和秘
方全部传授给了扁鹊。当扁鹊运用此
功能在看病时，就能透视人体的五脏
六腑，并能准确地知道病症在哪一 
部位。

自此以后，扁鹊就开始在齐国或
赵国行医，以“诊脉”为名，开始了济
世救人，履行着他的师父赋予他的使
命！可以说扁鹊是当之无愧的中医脉
学的“祖师爷”。

从以上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扁鹊的医术并不
是像我们现在人所认识、所说的那样 ：
是因为什么饱读医书，刻苦专研等等
而得来的。真实的情况是他的师父用
他的绝技制作出的丹药将其天目打
开，使他具有透视人体的特异功能，
然后再传授与他医学秘方后才具有的
本事。其实这一切都是他的师父所为。

正因为扁鹊有了这些特异功能又
掌握了那些治病的绝学，所以他在人
世间行医时所展现出的种种神迹，也
就不足为奇了。人们把他称作是神医
也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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