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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东汉御史张纲斥豺狼当道 汉字赏析

文 / 紫穹

张纲，东汉武阳人，汉留侯
张良的七世孙，因为人正直、才
学出众，被征召为御史。

据《后汉书 •张纲传》记载，
东汉顺帝，因由宦官扶持登位，
对外戚与宦官极为倚重，他们因
此把持朝政，欺上瞒下，陷害忠
良，残害百姓。张纲日夜忧心，
向顺帝上书陈情，竟被搁置。皇
帝被严重蒙蔽。

弹劾国舅 不惧豺狼
之后朝政更加混乱，民不聊

生。顺帝惊慌，改永和六年为
汉安元年，并派遣八名专使替皇
帝巡行各地州郡，要他们弹劾奸
佞，整治混乱的吏治，并推荐良
才。希望以此震慑各地官员，安
抚民心。

八名专使大多是年老博学名
士，职位显要，只有张纲年纪
最轻，官阶最低。但也只有张纲
最为有胆有识，他意识到罪魁祸
首是京城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等
权贵，他们是豺狼，各地官员不
过是他们收买利用的爪牙、听从
豺狼差遣的狐狸而已。根源不解
决，各地的吏治就不可能从根本
上得到改善，狐狸去掉一批，豺
狼还会继续陷害、排挤忠良，培
植收买其它狐狸，将忠臣取代。

张纲奉命离京出巡到近郊洛

阳都亭时，停了下来，当机立断将
车轮卸掉，埋在地下，愤然宣称：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随即草
拟奏章，先弹劾太尉桓焉、司徒 
刘寿“尸位素餐，不堪其职”。意
思是光吃饭不干活。又揭露司隶
校尉赵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
太守梁乾等贪赃枉法，将他们送
交廷尉治罪。还指控鲁相寇仪有
犯罪行为，寇仪畏罪自杀。

后张纲不顾个人安危，上书
弹劾当朝国舅、大将军梁冀等十
五条罪状，京城为之震动。梁冀
怀恨在心，意欲伺机报复。

招安平叛 百姓感恩
当时广陵郡有个叫张婴的

人，聚集数万人马在扬州和徐州
一带与官府对抗达十余年，朝廷
深感棘手。梁冀欲借刀杀人，乘
机指使尚书推荐张纲出任广陵太
守。不想此举反倒成就了张纲招
安平叛的功德。

张纲赴广陵，见识非凡，体
恤百姓，明白黑暗的吏治才是
罪恶的源头，官逼民反。因此并
未将罪过完全算在造反的百姓身
上。而是采取了招安的方式进行
劝降。他仅仅率领郡吏十余人来
到张婴营垒。派人传喻张婴，说
明招安来意。

张婴见纲来意诚恳，出垒相
迎。张纲以利害祸福晓喻张婴，

“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

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荣，不愿
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
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震
怒，荆、扬、兖、豫大兵云合，
岂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
也 ；充善取恶，非智也 ；去顺效
逆，非忠也 ；身绝血嗣，非孝
也 ；背正从邪，非直也 ；见义不
为，非勇也 ；六者成败之几（关
键），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
意思是说，朝廷以福利招安，正
是难得的避祸得福的机缘，如果
听到如此道义的对待，依旧不
服，那就会招致天子派各郡大兵
合力讨伐的灾难，那就太危险
了。并从明、智、忠、孝、直、
勇六大成败的关键要素进行利害
的分析，劝他好好深思接受招安
的好处。

张婴很受感动，含泪说 ：
“我因蒙冤受屈才聚众反抗，苟
且偷生，并没考虑后果。经你开
导，我明白了事理，唯一担心的
是我做了对抗朝廷的事，即便投
诚了，也不免问罪。”张纲耐心
开解，张婴臣服，率众万馀归
降。张纲设宴庆贺，劝导众人回
家种田，又给张婴择住处安家，
划给田产，令生活无忧，作出了
十分妥善的安排。

后张纲死于广陵任上，百姓
落泪，张婴等五百余人感念其恩
德，披麻戴孝，扶柩至武阳，安
葬完毕才挥泪而去。Ⓞ

文 / 小阳春

前言
对于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

在沛公”的典故，可能许多人都耳
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也是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剑舞。而将中国
古代剑舞推向历史顶峰的，非“唐
代宫廷剑舞第一人——公孙大娘”
所莫属。唐代大诗人杜甫所作的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还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足以见
证其舞技高超和深远的影响力。

一、剑舞是中国古典舞的 
重要组成部分

剑从最初战场上打仗所使用的
武器，演变成体育武术和舞蹈艺术
所采用的道具，是与剑和剑术的产
生与发展分不开的。正因为有了剑
才产生了剑术，也正是有了剑术才
成就了剑舞。

剑的产生
剑为中国古代兵器，被誉为

“百兵之君”。剑在中国有着源流
深远的历史，许多武侠和玄幻小说
中也都离不开剑的影子。古籍《黄
帝本纪》载 ：“帝采首山之铜铸剑，
以天文古字题铭其上。”《管子 • 数
地篇》说 ：“昔葛天卢之山，发而
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
矛、戟，此剑之始也。”

春秋末期越国人欧冶子（约
前 560 年－前 510 年），曾为越王
勾践铸五柄宝剑 ：湛卢、巨阙、胜
邪、鱼肠、纯钧 ；又为楚昭王铸三
柄名剑 ：龙渊、泰阿、工布。吴王
阖闾攻破楚、越两国，宝剑落入吴
国。其中，工布剑被吴王夫差赐予
伍子胥自杀 ；越灭吴后，工布剑又
被越王勾践赐予文种自尽。

欧冶子所铸之剑尤以湛卢剑最
为有名，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史载，“剑之成也，精光贯天，日
月斗耀，星斗避怒，鬼神悲号，
越王神之。”“乃五金之英，太阳
之精，出之有神，服之则威”。相
传，湛卢剑几经辗转流传，为唐朝
初年名将薛仁贵所获得。后传到南
宋民族英雄岳飞手中，岳飞父子遇
害后，湛卢剑便不知所终。

在中国古代，剑既是防身和
作战的兵器，又是身份和地位的象
征。剑，乃短兵之祖，近搏之器，
以道艺精深，因其携之轻便，佩
之神采，用之迅捷，故历朝王公帝
侯，文士侠客，商贾庶民，莫不以
持之为荣。剑者，所以威不轨、卫
有德，故抚持之也。

史称“国士无双，兵仙战神”
的韩信，虽然少年时期就练武，并
随身佩带一把宝剑。但堂堂七尺男
儿，却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人胯
下之辱。正如苏轼在《留侯论》中
所言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
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
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
不足为勇也 ；天下大勇者，卒然临
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
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剑术的起源
剑 术， 古 代 也 称 之 为“剑

道”。以其轻快、敏捷、潇洒、飘

逸而著称，在中国传统武术中占
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汉书 • 艺文
志》兵伎巧中曾列有“剑道”三十八
篇，是对当时剑术的理论总结，可
惜现已失传。

剑术起源于人类的战争行为，
在中国剑术盛行于战国时代，因为
战车逐步退出战争，步兵成为主要
力量，随之剑也成为主要武器之
一。西方则是在古罗马时期开始盛
行。千百年来，剑术纵横沙场，称
霸武林，立身立国，行侠仗义，为
众多世人所喜爱。

剑舞的形成和发展
剑舞是把剑作为表演道具，通

过人体的形、神、劲、律等肢体动
作，塑造出舞蹈形象，起到传情达
意的作用。其形成与发展是以剑术
和剑法为基础的。

“巫者持剑而舞以祀神明。”最
早的剑舞，应该是一种以剑为法
器，沟通神灵和祭祀祈福的宗教活
动。其目的是为了斩妖除魔，镇宅
辟邪 ；或祈求上天风调雨顺，保境
安民。

在盛行佩剑之风的周代，把手
执干、戈、戚等法器进行舞练，称
作“舞象”。“象”又分为歌颂武王伐
纣的武舞之象，以及赞美周公功德
的文舞之象。并广泛用于祭祀、宴
飨、射礼等场合，也是当时王室及
贵族子弟的必修之课。从而在周代
出现了中国乐舞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据《孔子家语》记载 ：“子路戎
服见孔子，仗剑而舞”，“子路弹
剑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
解围而去”；《庄子 •说剑篇》曰：“赵
文王喜剑，剑士侠门儿客三千余
人，日夜相击于前”；《史记 • 项羽
本纪》中，鸿门宴上项伯与项庄对
舞长剑，其实是假献舞之名，行行
刺之实 ；四川汉画像砖有长剑独舞
的画面，山东嘉祥秋胡山的汉画像
砖上也有两人击剑对舞的场景 ；由
汉武帝钦定的规模宏大的百戏演出
中，就编排了剑舞节目。那时的剑
舞，往往与武术杂技相结合，以便
在增加舞技难度的同时，又增加舞
蹈的吸引力和艺术魅力。

汉代以后，随着大规模地使用
骑兵作战，作为短兵相接的剑，逐
渐被长兵器所代替。三国时期最常
用的兵器乃为环首刀、长矛、手
戟、槊。《三国演义》开篇便讲，
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
之后，张飞散尽家财，招募了 300
乡勇，并开始打造兵器。云长造
青龙偃月刀，张飞造丈八点钢矛，
刘备的是双股鸳鸯剑。“身长八
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
雷，势如奔马”的张飞，在长坂坡
大战中，正是手持丈八蛇矛，一声
怒吼，吓退了曹操的百万大军。可
见，随着剑在打仗中实用价值的降
低和礼仪作用的提升，剑更多的成
为身份的象征，或者用于自卫，礼
仪，表演，也为剑术的广泛艺术化
开辟了道路。

大家知道，中国古典舞是华夏
民族的艺术瑰宝和精髓，剑舞则是
将中华传统武术中剑术的招式、律
动与戏曲中的身段、韵味相融合，
从而成为中国古典舞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就是说，剑舞其实是一种武
舞同源，或者说是武舞并用，文武
并用的艺术表演。但是，剑舞虽借

鉴于武术却又不同于武术，武术是
以技艺赢人，而剑舞则具有武术所
不具备的内在情感，还具备一定审
美意义。同时，剑舞中还蕴含着独
特的古典韵味和丰富的民族风情风
貌。

正如李洪志大师在《飞天大学
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中所透露
的 ：“从根本来讲，中国古典舞“身
法”，从古代就多来源于武术的

“一武（舞）两用”的神传之技，
而“身韵”多来源于戏曲中的“身
段”。”“追根揭底，追到最后，是

“一武（舞）两用”。文用，那就
是舞蹈 ；武用，那就是打仗用的。
一文一武，一正一负。”

二、剑舞在盛唐达到顶峰，
公孙大娘为代表人物

“九天阊阖开宫阙，万国衣冠
拜冕旒。”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历
史上的黄金时代，强盛的国力带来
经济与文化的极大繁荣，作为其中
一个重要载体的唐代舞蹈艺术，也
随之进入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

唐代舞蹈分为软舞和健舞（意
即文舞、武舞）两大类，暗合中国
古代一阴一阳，刚柔相济的文化内
涵。剑舞又称剑器舞，属于健舞之
类。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身体动
作的质感与力度，进而外延到舞蹈
风格的特征。软舞多从南方源起，
舞姿轻柔曼妙 ；健舞多出北地，动
作雄健有力，节奏明快，再配以激
越的鼓声，以其追求高超技艺，新
颖的表演技巧作为重要艺术特色。

公孙大娘是唐明皇开元年间最
负盛名的舞蹈家，在盛唐的舞蹈
历史中的地位极高。出身民间艺人
的她，凭借深厚的功底、精湛的
技巧和传奇的手法，一举成为技
艺盖世，首屈一指的“唐宫第一舞
人”。公孙大娘表演的剑器舞，以
戎装宝剑出场，将武术表演中的剑
器变成舞蹈表演中的道具，以女性
的柔美结合剑术的刚健，不仅充分
展示了古代女子铁骨柔情，巾帼不
让须眉的身韵，也充分表现了古代

女子刚柔并济，人剑合一的身法，
从而将唐宫乐舞推向中国文化艺术
历史的顶峰。

与此同时，公孙大娘还对传统
剑舞的承上启下作出了巨大贡献，
并将其发扬光大。她的 20 名弟子
被称为“七秀十三钗”，在古代剑
舞的传承中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公孙大娘的代表作主要有《西
河剑器》、《剑器浑脱》、《裴将军
满堂势》和《邻里曲》等划时代作
品。其中，尤以《裴将军满堂势》
的艺术成就最为震撼。该作品是公
孙大娘根据裴旻将军舞剑的绝技所
改编，气势雄浑，剑招凌厉。她
一方面通过对剑术和艺术精髓的
提炼，融合男子的阳刚与女子的阴
柔，表现出了武术剑道的气贯长
虹，刚健勇猛，英武洒脱，无坚不
摧之气势 ；另一方面又通过翩若惊
鸿，宛若游龙的肢体语言，展示出
了大唐盛世铸剑为泥，化干戈为玉
帛，行不言之教，寓教于乐之胜
景。成为有口皆碑，天下扬名的剑
舞之典范。

据《明皇杂录》记载，唐明皇
精通音律，公孙大娘因为善于舞
剑，深受皇家器重，享誉京都，先
后多次被唐明皇召入宫中進行表
演。在古代众多诗词文献中，也皆
有公孙大娘剑舞的传奇记录，其中
以“诗圣”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
舞剑器行并序》最为有名，并流传
至今。

杜甫诗曰 ：“昔有佳人公孙
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
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
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
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
一。”从而表现了唐朝乐舞那种炉火
纯青，出神入化，形神兼备，登峰
造极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诗序中还说 ：“昔者吴
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
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可见，当
年“草圣”张旭，正是因为观看了
公孙大娘行云流水般的剑器之舞，
从中受到启发，因而茅塞顿开，成

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书法。
与公孙大娘同时代的还有一

位剑舞高手裴旻，当时把李白诗
歌、张旭草书、裴旻剑舞称为“三
绝”。裴旻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将
领，他曾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
电光下射，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
而入，足以见证其剑法之高超。就
连“诗仙”李白，亦拜其为师，练
习剑术。《朝野佥载》中记载 ：“裴
旻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所
围。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
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
而去。”其刀法如此传神，剑法就更
不用说了。可想而知，那时的剑舞
并非舞蹈动作加武术动作的简单组
合，也不可与现在那些中看不中用
的花架子武术表演同日而语。公孙
大娘虽为女流之辈，但其技艺能和

“剑圣”裴旻将军齐名，足以说明公
孙大娘并非徒有虚名。

三、公孙大娘之后， 
剑舞开始从巅峰走向低谷

古语云，天道循环，盛极必
衰。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艺
术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之
后，最终还是走向了没落和衰败。

“安史之乱”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
折点，同时也是剑舞由盛而衰的转
折点。

“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失
守，中原沦陷。唐玄宗逃离京城，

“梨园子弟散如烟”。杜甫背井离
乡，辗转漂泊，双鬓斑白，偶然在
四川白帝城又有幸观赏到了一次 
剑舞。

巧合的是，这次舞剑的女子竟
然是公孙大娘的传人——李十二
娘。此时，距离杜甫当年观看公孙
大娘舞剑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国破
山河在，佳人红颜改，盛世已去，
乱世将至，杜甫不再年少，公孙弟
子亦非盛颜。触景生情，心潮澎
湃，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杜甫因
而执笔留下了千古佳作。为此明代
文学家王嗣奭评论说 ：“此诗见剑
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
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
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
兴衰而发。”

从此往后，女艺人落魄江湖，
梨园弟子若存若亡 ；晚唐末年，梨
园弟子消亡殆尽，曾风靡一时的剑
舞最终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下 ；到
明清时期，因为戏曲艺术的崛起和
繁荣，剑舞便成了戏曲舞蹈的一部
分 ；民国时期，京剧大师梅兰芳借
鉴太极剑创造了《霸王别姬》中的
剑舞 ；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洪
扬中华正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的出
现，作为中国古典舞的剑舞之传奇
技艺，才在世界舞台上真正得以复
活和再现！

结语
在孔子《论语》中，有“颜渊问

为邦”的故事。颜回问孔子怎样治
理国家。孔子说 ：“实行夏朝的历
法，乘坐殷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
礼帽，演奏韶舞的音乐。舍弃郑国
的乐曲，远离谄媚的小人。郑国的
乐曲很淫秽，谄媚的小人太危险。”
因此，人类历史在成、住、坏、灭
的发展规律中已走到末劫的最后关
头，抛弃无神论的党文化，回归五
千年神传文明，此正其时也！Ⓞ

唐宫剑舞第一人——公孙大娘传奇故事

病
文 / 邓英士

音 ：病，音并，从冰，兵，秉。
入声，仄音。

形 ：上下结构，疒字头，下面 
是丙。

意 ：身体异常，不舒服，疼痛，
或者不能够正常活动。

病的发音有意思，当身体有病，
多数时候，中医都认为是人的阳气不
足，身体的微观失去了活性，也许像

“冰”一样冻结了啦。病是怎么来的，
大多数时候，是外邪侵入，无论是病
从口入，还是受寒，都是外界，强力
造成的，故音又从“兵”。病从开始
到最后，哪怕病入膏肓，无论病情如
何，也得忍着，故音又从“秉”。秉
得过去，就康复了，秉不过去，就 
死了。

疒字头，表示人身。病本意就是
指人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病的疒字头下面是丙。为什么这
样呢？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中
国的天干地支中的天干。丙是排行第
三，经常代表第三方。经常讲，人之
发肤，受之父母。如果父是甲方，母
亲就是乙方。人是天地所生所养，那
么天是甲方，地就是乙方。无论是父
母天地，病都不是来自父母，也不是
来自天地，病来源于第三方。这个字
有意思吧。人来自父母，来自天地的
都是好的，人本不应该生病，只有来
自第三方的因素才造成有病的。

耶和华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原本
都是完美的。因为他们受到撒旦的诱
惑才导致了种种的不幸，辛酸和苦
难。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文明，为什么
走到了今天？中华传统，一直在“分
久必合，合久必分”，各种王朝一直
在，“兴，亡，繁荣”中，屹立于世界
之林。中华民族一直有完善的理论，
人类社会也一直在自身的因果报应
中，六道轮回中。今天统治中国的是
来自欧洲马列邪灵的入侵，造成今天
的中国种种的病态，也是公认的民众
苦不堪言的社会。也许，中华民族最
耻辱、最悲惨、最衰落、最不幸的就
是中共邪党统治的这个阶段吧。

一个“病”字，是不是完整了表达
了病的深刻的内涵？同时，也为治病
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中医治病最重要
的原理，就是祛邪。国家和社会有病
了，怎么治理？最好的方法，就是摒
弃邪党，回归中华传统，才能使国家
康健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