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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新宇

说起月亮，人们常常会想起嫦
娥飞天奔月的故事、唐明皇游月宫
留下霓裳羽衣曲、历代诗人留下的
咏月名篇、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
幸福时刻。经过了历朝历代，帝
王将相、才子佳人、民俗节日的
演绎，月亮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厚的 
文化。

世间从来都是苦乐并存的状
态，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
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所以月圆之时总会让人觉得珍
贵与美好。

月圆的时候，人们总想起家
人、家乡。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八
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这便是中国人
皆知的李白的名篇。我想这是月为
人圆的内涵吧。

如果没有月亮，黑夜来的时候
大地上将是黑黑的一片，给世人带
来诸多不便。那时也许人就像被关
在黑屋子里面一样，伸手不见五
指，只看见夜空中的繁星点点。正
因为有了月亮，人们在黑夜的时
候，才看的清。我想这应该是月为

人明的内涵吧——月亮就像一盏指
路灯，黑暗中给人以光明。

指的是什么路呢？大家知道，
关于月亮中国人首先想起的便是八
月十五中秋佳节的圆月——满月，
月亮最圆最满的时候也是月亮最明
亮的时候，那是在外奔波的人们纷
纷回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也就是说“圆满”之时便是回家团
圆的时刻。什么才是圆满呢？圆满
是佛家用语，指的是修炼人得法修
炼功成圆满，即修炼结束修成了。
也就是说月亮这盏明灯给人的指引
便是寻找佛法修炼圆满才能回归天
上的家园。天伦之乐的更深一层的
内涵便是与天上亲人的团聚。

那么月为人明的内涵就是佛法
会在黑暗降临的时候洪传，给以人
光明。什么是黑暗降临的时候呢？
也就是宗教中讲的人类最后的时
候，末法末劫的时候。

佛教中有句话叫 ：佛光普照，
礼义圆明。大概意思是说，佛法或
修炼的人自身的场能够纠正旁人的
身体、思想上的不正确状态。能够
无意中清理周围人的身体不健康
的因素，抑制人的不好的思想。
也就是佛法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 

状态。
大家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

义之邦。这种礼义的教化源于华夏
的礼乐文明。这种礼乐文化能够让
人在世俗的洪流中，保持一定的正
念，抑制自身不好的思想念头与行
为，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不随着
世俗下走，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行为
合乎人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这种
礼乐文化的内涵能够使人抑制不良
的思想行为从而归正自身。同样会
给人带来美好的状态，与佛家讲的

“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
“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佛

法修炼可以让人回天。汉语词汇
“礼义”出自《诗经 . 卫风 . 氓序》。
而作为礼义之邦的华夏礼乐文明中
的六代乐舞之首，便是黄帝制作的

《云门大卷》乐舞，即礼乐文化的
起点来源于《云门大卷》。云门是
天门的意思，也有一层人是从天上
来的内涵 ；大卷可以理解为经书经
卷，即大法大道。那么云门大卷就
有这一层内涵，即让人追寻回归天
门的大法大道。也就是说中华的礼

乐文化的出发点是让人追寻回天的
大法大道的，目的同样是让人回天
的。而这种回天的大法大道或许就
是以佛法的形式开传。

中原作为自古奠定礼乐文化之
地，是礼义之邦，这种通天的礼乐
文化的铺垫是否因为佛法要在这里
开传呢？是否这就是佛教在印度产
生流传至中国后就在印度消失了的
原因呢？中国是否就是继现在佛释
迦牟尼之后的未来佛弥勒诞生之地
呢？现时期的中国是否已有真正的
佛法在开传了呢？Ⓞ

中华典故“安乐窝”

月圆明

文 / 刘晓

清朝乾隆年间，浙江定海有个
叫刘士范的秀才，虽然因继承了祖
上丰厚的资产十分富有，但他却一
点也没有纨绔之气，反而为人忠厚
慷慨，乐于扶危济困，对世俗中的
吃喝玩乐并不推崇。

重友情 不惧瘟疫探视朋友
有一年，宁都爆发瘟疫，传播

速度之快就象江河决堤、大火燎
原。一家中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家
中所有的人都会忧心忡忡 ；一家若
是生了病，周围的邻居们都会蹙额
发愁。在这种情况下，亲戚之间不
敢往来，朋友也相互躲避似仇敌。
这种情形倒是很象这两年瘟疫肆虐
严重时的中国大陆。

那些染上瘟疫的人的症状也很
奇怪，犹如鬼魂附体，又唱又笑，
又哭又骂，而且听口音居然是北方
人。说的话无非是索要酒食，如果
提供的食物不如意，就借病人之口
责骂其轻慢 ；家人若向疫鬼祈求，
则被要求准备满汉全席，还得表演
歌舞，进行祭祀。待恭敬祭祀后，
染疫者不久就会恢复。

一天，刘士范听说自己好友的
妻子也染上了瘟疫，开始胡言乱
语，满口北音，便急忙要去探视。
身边的人纷纷阻止他前去，怕他染
疫。刘士范却道 ：“所谓朋友者，
无非是有困难时候互相帮助。如今
他的妻子染病，我不去探视，将来
怎么好意思再见面？况且瘟疫是由
五运六气（注 ：五行的运动和六种
气候的变化）旋转而生，这乃是天
道恒定的。现在生病的是他家，将

来谁又能保证我家没有人得病？我
现在躲着别人，焉知将来别人不会
躲着我？如果我去了，对于婚姻邻
里和睦是大有益处的。”

于是刘士范坚持去了好友家，
看见他的妻子果然病得十分厉害，
于是主动帮助贫寒的朋友安排祭祀
等事宜。很快他朋友的妻子对丈夫
道 ：“我们已经受了刘生的厚待，
很快就离开了，你也应该去谢谢
他。”这是疫鬼要离开了。刘士范的
朋友马上穿戴好，到刘家道谢。第
二天，他妻子的病就好了。

善待患病家师
刘士范曾经请了一位先生教授

家中的孩子们。一天，先生患了重
病，刘的家人商议送其回乡。刘士
范却说 ：“先生的病本来已经很严
重，经不起旅途的折腾，反而会加
重病情，不利于恢复。”有的人不赞
同道 ：“人各有家，先生的病恐怕
难以治愈，你的宅子虽然地方大，
但也不适合给外人办丧事啊。”刘
士范回应说 ：“既然是我延请的家
师，就是一家人了，何必顾忌那么
多呢？”随即，他派人将先生的妻
子接来了，在身边侍候照顾。但先
生还是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于
是，刘士范为他置办丧事，花销虽
多，他却并不在意。

劝小偷改良从善
一天晚上，一个小偷跳进了刘

家的院子，因为屋子中还有学习的
声音，小偷就蹲在门边，准备等大
家都睡下后再进去偷东西。不料时
间久了，小偷竟然睡着了，还鼾声
大作。有人听见后，马上跑去告诉

了刘士范。
刘士范到现场后，令家人不要

惊醒小偷，同时让厨子准备酒饭，
并拿出五串铜钱。之后拿着烛灯轻
声唤醒小偷。小偷醒来后，睡眼朦
胧中明白自己被人逮住，马上跪地
求饶。刘士范安慰道 ：“你不要惊
慌，夜深了，在外面睡恐怕会受
寒，我这给你准备了酒，你可饮下
驱除寒气。你一定是因为贫穷而做
此偷盗之事，我送你五串铜钱，当
作小本，寻个小买卖做，不要再干
这种违法的事情了。”小偷感激万
分，喝完酒拿着钱走了。

后来，每当春天开河之际，刘家
的厨房门口就会有人放上几条鲜鱼。
起初刘家人并不知道是谁放的，也没
有线索可以查找。直到刘士范六十岁
大寿时，那个小偷带着寿礼和五贯
钱前来贺寿，刘家人才知道因由。
因为时间久了，刘士范并没有认出
小偷，所以以两人素未谋面之由，
拒收他的贺礼。不得已，小偷讲述
了当年的经历，并说自己自那以后
痛改前非，经营了一个小买卖，靠
着努力劳作，已成小康之家。因此
今日送寿礼来感谢刘士范的恩德。
刘家人这才知道，厨房中的鲜鱼
也是小偷做小贩时，路过其家所放
的。应该是刘士范所积的德行，他
的孙子后来在福建当总兵，其他人
也都中了秀才，吃上了皇粮。

《咫闻录》的作者慵讷居士对
此感叹道 ：“大凡天下仗义疏财的
人，大多是为了博得好名声，看到
危险时，就会止步不前。而像刘士
范这样的，“觑人之灾若己灾，担
人之事若己事，交人以诚，格人以
德”，这样的人太少了。确实是这
样的。Ⓞ

觑人之灾若己灾 担人之事若己事悠悠古风
“三公”在古代
是什么职位？

文 / 褚敏

“安乐窝”的典故出自《宋
史 • 卷四二十七 • 道学一 • 邵
雍》。

邵雍是宋代著名的易学大
师、理学大师，与周敦颐、张
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
子”。著名的《皇极经世》、《渔
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
花诗》都是他的大作。大家熟知
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出自他的诗歌《山村咏怀》。

邵雍初到洛阳的时候，住
在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富
弼、司马光、吕公著等各位贤
达，被罢官以后也住在洛阳。
他们久闻邵雍大名，十分敬佩
他的人品才学，经常登门拜
访，相处非常亲密。他们见邵
雍茅屋破败，就凑钱在洛阳天
津桥南为他买了园田与住宅。
到了农时，邵雍就亲自去田园
耕种与收割，尽管收成仅够供

日常衣食，但他却怡然自得，
在这所宅院里过着世外桃源的
生活。

他每天早晨起床，焚香安
坐 ；到了傍晚，则斟酒自饮 ；
高兴时，他还吟诗作乐。邵雍
把自己的住处叫作“安乐窝”，
意思是安贫乐道者的居处，他
自称“安乐先生”。他还作了一
首《安乐窝四长吟》的诗自述他
的生活 ：“安乐窝中快活人，闲
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
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
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

春秋时节，天晴的时候，
他常乘一小车出门游历，随意
而行。士大夫家对邵雍的车轮
声都很熟悉，争相迎候，连小
孩、老人和仆人、衙役们都会
高兴的说 ：“我家先生到了。”
从来没有人直呼他的姓名的。
有时他会在他们家住一两晚再
走。还有热心的人在家仿造邵
雍的“安乐窝”，等候他的光
临，并取名“行窝”。

邵雍德行纯正，待人谦
和，大家有什么事都喜欢向他
请教。有官员、士子到洛阳，
即使不去拜访官府，也必去邵
雍处拜望。他不分贵贱，都是
一样的诚恳。所以，贤良的人
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也
被他感化了。一时间，洛阳人
才辈出，忠厚之风闻天下。

在北京的颐和园里有一座
仿古建筑“邵窝殿”。据说乾
隆皇帝南巡时，曾慕名来到邵
雍的故居“安乐窝”。他被其古
朴典雅的风格吸引住了。回京
后，便在万寿山仿建一室，乾
隆把它取名为“邵窝”，并题
诗一首 ：山如蕴藉水环周，两
字题楣慕古修。仁者安仁智者
乐，卫源仿佛昔曾游。

“安乐窝”现在一般指安静
舒适的住处，或安逸的生活环
境。而所谓经营“安乐窝”，则
含有贪图享受，不求上进的讽
刺意味 ；与邵雍的“安贫乐道”
相去甚远。Ⓞ

颐和园长廊彩绘 ：唐玄宗游月宫

文 / 紫穹

在《幼学琼林》里的“文臣”一
节讲到 ：“三公上应三台”，就是
说三公对应天上的三台星。三台
星，古星宿名，有六颗，两两排
列，分上中下三层，如台阶，所
以叫三台。在现在通用的 88 星座
中属于大熊座。

三公，后世皆以西周确立的
太师、太傅、太保作为代表。认为
是古代官职的最高称谓，地位极为
尊崇。他们是帝王之师，西周帝王
年幼或暂缺帝王时，可代理帝王摄
政。尽管三公在历代名称各异，权
力或虚或实，但地位的尊崇从未改
变。一直沿袭至明清。

清朝时期，太师、太傅、太
保多为皇帝为去世的大臣追加荣
誉官职所用。比如 1852 年，咸丰
皇帝得知恩师杜受田病逝，加封
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晚清名臣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去
世后，都被追封为太傅。家族子
孙因此会在社会享有极高的荣誉
和地位。那是相当自豪的。

那么，三公到底是怎样的官
职呢？为何后世渐渐演变为荣誉
称号。

三公里，太师地位最高，太
傅次之，太保最低。（都有帝师和
辅佐之责的基本内涵，因此，后
世作为培养或监护太子的师父，
演变出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和太
子太保的官衔，重在传授文武和
监护。）。但今天的一般百姓，听
闻太师一词，恐怕是来自古典小
说《封神演义》里描述的纣王重
臣闻太师。闻太师法力无边，连
暴虐的纣王都对他十分敬畏，如
相父一般倚重。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太师在商朝就有，掌握着军
事律法等一切国事，地位极高，
权力极大。

而在历史记载中，周文王渭
水寻得姜子牙，即姜太公。他成
为后来带领周武王灭商纣建周朝
的太师，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
都表明，这些被封为太师的，既
担宰相之职，又统领军队，商朝
已经存在，那时的太师就相当于
三公。权力不仅大的不可思议，
集合帝王之师、宰相和军事最高
长官于一体。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他们都是修道人，用神通

打仗，懂阴阳调和之理，通天
道，明天象吉凶。

姜子牙为助周灭纣，奉师命
下山而来，所以，三公绝非一般
人可以担当的。也绝非普通意义
的官职。奉天命助帝王推动朝代
更替，或奠定朝代根基和文化，
毫无私利的修道人方能配此高
位，拥有这等巨大的权力。

因此在《尚书 •周官》有这样的
记载 ：“立太师、太傅、太保。兹
惟三公，论道竟邦，燮理阴阳，官
不必备，惟其人。”如何理解呢？

《唐六典》有这样的解释 ：“三
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
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
不以一职名其官。”说的很明了，
三公要以道正天下，若无高德，
为修道知道者，德不配位，就无
法高居此位，就无法掌握阴阳变
化之理，无法用宇宙道法来教化
帝王，统领百官和军队，平定邦
国。凡国家大事，统统在三公的
统领之下，而不被具体官职束缚。

因此，三公不一定就局限为
太师、太傅、太保这三者的具体
名字，也不一定非要三者同时存
在。不同朝代，因局势和道德水
平的不同，名称、权力和人数就
会发生变化，越往后，随着道德
的下滑权力越受限制。在明仁宗
之后，三公渐渐变成有名无权的
虚衔，成为给立下大功的文武大
臣加官、赠官所用，留下的只是
三公受人敬仰的荣誉而已。

尽管如此，不变的三公尊
荣，始终会把远古的道德文化内
涵和修炼的神秘色彩代代传承，
保留住这份神传的记忆。Ⓞ

姜太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