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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古风悠悠

中华典故

文 / 吉光羽 整理

“徐孺能下陈蕃榻，姜家大被
以同眠！”今天讲一个“古人尚德故
事汇”：

尚书令（官职名）向汉桓帝
推荐了五位隐士，其中的徐稺（同
稚）和姜肱 ( 读宫 ) 两人，留下了
很好的声誉。唐代文学家王勃，在

《滕王阁序》里说 ：“徐孺下陈蕃之
榻。”徐孺子就是徐穉的大号。后来
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里面提
到 ：“姜家大被以同眠。”姜家就是
姜肱一家人。现在来看看他们的情
况吧。

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他家里很穷，自己耕田种地，从不
要别人的恩惠，卻乐于助人，一家
人节俭和气，是乡里的表率。是东
汉著名的高士。太守和县令多次征
聘，可徐稺不愿出仕，他想 ：“自
耕自食，何必在污浊的官场里，整
天应付呢 ?”

豫章太守陈蕃，也是当时有名
的人物，他请徐稺到郡里担任功
曹，主管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徐稺
没说什么，亲自步行到太守府，见
面以后谈了几句，就回家了。

太守陈蕃，性子一向很急，作
风也十分严肃，但没有勉强留难，
只是专门造了一张床榻，等待客人

（徐稺）下次再来。徐稺佩服陈蕃
的为人，有时顺便来访，主人（太
守陈蕃）就请他坐在这张床榻上。
两杯淡酒，促膝谈心 ；有时高谈阔
论，兴致极好，主客开怀畅饮。客
人要走了，主人也不送，只是回头
把榻悬起来。后以“悬榻”比喻礼贤
下士。

一个太守，为一位平民百姓，
特设专用的坐榻，表示格外尊重，
是历史上的头一回。因此成为著名
的典故。

徐稺不做官，却很讲情义，听
到某位朋友死了，虽在千里之外，
也要亲自去吊丧。他的方法很简
单 ：在家里做一只烤鸡，用一团棉
絮泡在酒里，暴干，包着鸡肉，直
接赶到死者墓地。然后用水浸泡棉
絮，变成水酒，把一碗饭放在茅草
上，烤鸡供在碗边，再将酒洒在
地，留下一张名帖，也不跟主人打
招呼，径直走了。别人觉得奇怪，
他说 ：“我是悼念死者，何必打扰
生者 ?”

太尉黄琼死后，天下四方的宾
客，六七千人送葬。昔时，他曾拜
黄琼为师。黄琼因他贤德，想请他
做官，被他拒绝。这回他从南昌徒
步数日赶到江夏祭奠黄琼。他进门
后，不向主人打招呼，把酒浇在地
上，跪下悲哭。哭完以后，头也不
回地走了。

客人们都没注意，当时有四方
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听说之后，
怀疑是徐稺，就马上请善于辞令的
茅容，骑上快马，去追徐稺。

徐稺步行走得慢，茅容追上
后，把他请进饭馆，主客碰杯欢
饮。畅谈农业耕种之事。

后来郭林宗母亲去世，徐稺前
往吊祭，在庐前放了一束生刍（青
草）后离开。众人奇怪，不知其
故。郭林宗说 ：“这必是南州高士
徐孺子。《诗经》上不是说过‘ ：生
刍一束，其人如玉。’我没有德行承
受啊。”

后来魏文帝曹丕在代汉建魏
前，將徐稺列为二十四贤之一。

再看姜肱吧！
他没有名士作风，只讲求实

际，不凭言谈吸引他人。姜肱共三
兄弟，二弟仲海、三弟季江，都是
最重孝道的人。全家孝顺父母，兄
友弟恭，感情十分融洽。三兄弟做
了一条宽大的棉被，晚上抵足同

眠，可见有多么亲热。他们不受官
府的征聘，一直耕田种地，靠劳动
生活。

太守对他们很客气。为了表达
谢意，姜肱和季江，一同到郡城去
回拜。走到半路，一群强盗碰到了
这兄弟俩，不由分说，绑起来想动
手杀人。姜肱说 ：“兄弟年轻，父
母最疼爱，他尚无妻室儿女，死了
可惜。我愿用生命换他回去，请你
们放了他。”季江说 ：“哥哥年长，
养家活口的担子，在他身上，是父
母的依靠，也是国家的人才。请你
们杀死我，放掉他吧。”

强盗们听了很感动，把兄弟俩
都放了，只将钱财、衣服拿走。
他俩到了郡城，太守看他们衣裳单
薄，冷得发抖，很奇怪，问起原
因，兄弟俩觉得强盗是讲义气的，
没说出来。不久，强盗们知道这
事，内心很惭愧，到旅店来见姜
肱，叩头谢罪，交还衣服和钱财。
姜肱不接受，请大家喝酒，然后挥
手与强盗们告别。

汉桓帝听到这件事，很是赞
赏！想要姜家兄弟们出来做官，派
人去邀请。姜肱只想回家，婉言谢
绝了皇帝的美意。

汉桓帝便派画工，赶到姜肱的
家里，摹画三兄弟的图像，准备向
社会宣传，作为士民的楷模。姜肱
一再推辞，实在摆不脱身，就用被
子把脸捂住，说有些头疼眼花，身
子支持不住，也见不得风。这样才
把画工支使开。

正是 ：
天涯平直高尚风，
一任蓝天抹彩虹 ；
神龙见首不见尾，
自在东西南北中。
世上多少名利客，
怎解捂脸支画工？

（事据《资治通鉴》）Ⓞ

世上多少名利客 怎解捂脸支画工？

石头说话 神仙入梦
文 / 刘如

李时珍的出生，和其名字的来历，
有一个看似奇异的神话传说，但在明朝
著名文豪顾景星所著的《李时珍传》中，
却明确记载，李时珍从小自命神仙。

石头说话 神仙起名
李时珍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

年 7 月 3 日）生于湖北蕲春县。其家世
代行医，父亲李言闻是当时的名医，曾
在皇宫的太医院任职。

传说其出生那天，其父李言闻不知
何故，心情郁闷，就跑到雨湖上打鱼去
了。平常运气不错，总能有收获，可这
一次却连下几网都空无一物，最后抛的
一网终于感觉沉甸甸的，正惊喜以为是
条大鱼，没想到拉起网一看，不过是块
大石头。李言闻顿觉丧气，叹道 ：“石头
呀石头，我与你无冤无仇，今日为何捉
弄我？叫我愁上加愁。”

没想到奇异的事发生了，石头竟然
开口答话 ：“石头呀石头，是前来贺喜不
用愁。先生娘子快落月，不知先生有何
求？”石头告诉他自己就是雨湖神。他家
妻子马上要生孩子了。问他不赶紧回家
迎接孩子的降生，还有何不足呢？李言
闻惊异不已，急忙起身回家，到家正好
李时珍生下地，于是给他起名叫“石珍”。

接着当晚李言闻又做了一个梦，梦
见八仙仙人铁拐李前来道喜说 ：“时珍时
珍，百病能诊。做我高徒，传我名声。”

如果传说是真的，那么他的名字和
从医生涯就是神仙定的，他的医术，也
跟扁鹊一样，为神仙所传。不管传说如
何，他本人从小就自命神仙，晚年勤于
打坐修道却是真事。

白鹿入室 自命神仙
明朝大文豪顾景星为李时珍写下了

《李时珍传》。他在《李时珍传》中明确写
道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祖某，
父言闻，世孝友，以医为业。时珍生，
白鹿入室，紫芝产庭，幼以神仙自命。”
这句“时珍生，白鹿入室，紫芝产庭，幼
以神仙自命。”很明了，意思是李时珍降
生的时候，家人见到白鹿进入室内，庭
院长出紫色的灵芝，（传说白鹿和灵芝都
来自仙界），李时珍从小认为自己是神仙
下世。

大家可能会问了，顾景星到底是何
许人，为何会知道李时珍家的这些秘
事。顾景星也同是湖北蕲春县人，出身
书香世家，曾祖父顾阙，曾祖叔顾问
均为声名远播的理学家、教育家，而顾
问，曾是李时珍的老师。

顾景星本人更是位旷世奇才，他著
书宏大，有 430 卷。其中 122 卷被编入
《四库全书》。他因长辈的关系，认识
了李时珍。因此当年，他写《李时珍传》
时，不仅对李时珍及其一家的情况十分
了解，而且也通读了《本草纲目》全书，
对李时珍十分尊敬，写作态度是很严 
谨的。Ⓞ

青女
文 / 莲桥

浩瀚五千年传统文化中，中华文明存续
下一支寻访佛道仙隐的涓涓细流。帝王将相
寻访仙山琼岛，文人墨客踏遍名山大川，樵
子庶人偶入世外桃源……绵绵不绝演绎着世
人对修行文化的向往，对高层生命及高层空
间的探寻。然皇家使者多渺茫于茫茫大海，
诗人道客常寻隐者不遇，世外仙府一夕出而
再不得路径而入，扼腕叹息之余，不免引发
深思 ：创世主布局这样的传统文化究竟要给
我们此时此地的今人留下些什么启示呢？诚
意分享个人浅见，抛砖引玉。

大千世界，道法乃最为难遇难寻的珍稀
之宝，若想得遇得窥都是十分稀罕之事，需
要很大缘份，并非常人想访就访的了，想得
就得的到的。也许大法大道正流传于世，为
何大多世人无知无觉无感无关，那也许是因
为你并无此缘。

常人只是想见想寻，而得不得见是仙
人、隐者、高层生命决定的，而并非来访寻
者决定的。所以中国古代总是讲“师父找徒
弟”，也就是说，尽管你寻仙访隐，踏遍万
水千山，那也不过是“徒弟找师父”。现代
人强调自我，看重主观的找寻，不能诚敬天
意，殊不知那个“自我”不过是高层生命棋盘
上的一枚棋子，棋子要想如何如何，那还得
看神佛的选择。

寻隐诗文中往往记述了寻访途中的幽深

意趣，隐者居所的清净高远，神仙洞府的殊
胜玄妙，充满向往之情。窥其外妙而终不得
见其实，你会如何选择？叹息而归，怀疑放
弃，还是折而不回，心志弥坚？这不已毫无
声息的开启了能否入门的试炼？其实，无论
寻道者还是修炼者修行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反
复面临同样的考验。

悠悠千载，漫漫寻道，深深叹息，不遇
不遇，总是不遇，这难道是创世主留给今人
的一条线索，一道谜语？难道千万年的不遇
是因为那只是铺垫，并非真法真道传世？难
道历史过往的一切不遇都是为了今朝与大法
的相遇续接上缘份，埋藏下伏笔？

君不见现今流传于世的法轮大法破除一
切迷障，理白言明，普天之下人人得遇。他
不藏深山，不寄寺观，不隐苍海，不匿洞
府，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与您相遇。万古
机缘，祈望珍惜。Ⓞ

心中的“火焰山”

文 / 心莲

当《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再现神韵舞台的
时候，其展示的中华神传文化的内在奥妙启
悟着处于科技时代的人类的内心世界。

大部分人对《西游记》中关于火焰山那
段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都耳熟能详。但是否
有人想过熄灭火焰山的火为什么是芭蕉扇，
而不是与水相关的法器，毕竟在大部分人的
意识中，用水灭火是自然反应，而扇子却多
用于助燃，让火越烧越旺。起初笔者也只是
单纯的把《西游记》当成神话故事来欣赏，
并没有深入进行思考。

今年在看到神韵舞台中的“火焰山”相
关节目时，内心不由一震，在这个生活节奏
不断加快的时代，似乎人人心中都有一座

“火焰山”。不顺心了会发火，烦恼多了会上
火，做事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因此经
常被焦虑和烦恼环绕，在个人欲望的“灼烧”
之中忙忙碌碌、寻寻觅觅。大多时候总是会
认为只要某件事情解决了或拥有了某些事物

的话就能“灭火”，如有钱了我就可以如何
如何。然而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
熄灭心中这个欲望的“火焰山”。要灭“火焰
山”，还是要用芭蕉扇，“扇”通“善”，当我
们静下心来，先天内心的“善”被唤醒时，
回头一看这“火”自然而然就熄灭了，取而
代之的是平静和理智的回归。中华神传文化
博大精深，其实也是启示人类返本归真的修
炼文化，从文字到小说，处处都在告诉人们
要向善，要修炼、要信神。

“神韵”不言而喻传递的是神之韵，也就
是我们中华神传文化智慧的根源。可惜在近
百年“战天斗地”、“反天反地反人类”的党
文化灌输与摧残之下，人们再也无法感受到
先天的纯善纯美，也很难理解传统文化的内
涵。因此“神韵”对人类的价值简直无法估
量，是神的恩赐。真正的自在和美好是无法
从物质中获得的，它只会让你越来越深陷其
中，只有找回心中初始的善良本性，才能与
神从新建立沟通，才能进一步理解神传文化
的内涵和生命的意义。Ⓞ

缘何寻隐者不遇
文 / 德惠

古代中国人是信仰神的民族，相信大
自然的方方面面都是由神在掌管。例如《淮
南子 ‧ 天文训》中说 ：“至秋叁月……青女
乃出，以降霜雪。”汉代文人高诱曾注 ：“青
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也就是
说，青女是古人信仰中司掌霜雪的女神。古
人不少诗词中都有提及。

例如：南朝梁萧统《铜博山香炉赋》：“于
时青女司寒，红光翳景。”

唐杜甫《秋野》诗之四 ：“飞霜任青女，
赐被隔南宫。”

清姚鼐《问张荷塘疾》诗 ：“今年青女慵
司令，九日黄花未吐枝。”

这些诗中的“青女”都指掌管霜雪的 
女神。

渐渐的“青女”也被用来借指霜雪，例
如 ：唐 . 寒山《诗三百三首 其一一五》：“屡
见枯杨荑，常遭青女杀。”宋 . 王安石《红梨》
诗 ：“岁晚苍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

元‧张可久《一枝花‧冬景》套曲：“玄
冥不出权独占，青女叁白势转严。”清 . 纳兰
性德《浪淘沙 ‧ 秋思》词 ：“霜讯下银塘，併
作新凉，奈他青女忒轻狂。”

此外大概因为霜雪皆为白色，故而有个
别诗中借此喻指白发，如明朝顾大典《青衫
记 ‧ 乐天赏花》：“繁华易陨，恐青女又侵
青镜。”

本文不仅想为大家介绍青女这个典故，
更想借此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虔
诚信神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信神敬神的文
化，是神传的文化。无神论从来就不是中华
文化的产物，以无神论为理论基石的中共更
不是中国原产的，而是西方苏俄等外来势力
乘着中华国力虚弱时，强行注入的一个外来
思想垃圾，打着爱国的旗号哄骗了一批人为
它服务，最终颠覆合法政权建立了中共政
权。由于其骨子里的无神论基因导致它与自
古以来信神敬神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之间
注定无法融合。所以它才不间断的用无神论
来洗脑中国人，过去不断发动运动粗暴打击
中国文化，现在又不断利用文化来谋取利
益，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破坏，让文化沦为
工具，为金钱和利益服务，失去神圣感和归
属感，这是更恶毒的破坏。

然而邪恶是斗不过正神的，中华儿女是
神的子民，只要我们保持对神的信心，脱离
中共控制，重归神的怀抱，上天就一定会帮
助我们清除中共邪恶。那么神赐予的美好未
来，一个中华文化大兴于世界的未来就必然
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