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

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此夜，人们把盏赏月，庆贺

亲人团圆，寄托怀乡思亲之情。唐朝诗人张九龄《望月怀远》诗曰：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抒发了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情怀。

“露马脚”露的

为何是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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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佳话
刘永加

我国清末到

民国的近现代时

期，许多名人大家

身体力行带头尊

师敬师，留下了不

少尊师故事，今天

读来依然令人感

慨感动感佩。

秋分祭月

祭月是一种古老的祭祀礼仪，祭月在上古
作为季节祭祀仪式被列入皇家祀典、例行祭
祀。先人认为，“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
也”。日月代表着阴阳两极，两者和谐是万物蓬
勃生长的保证。《礼记·祭义》中记载：“日出于
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
和。”所以先人十分重视祭祀日月。日和月是天
地之神，皇家称月神为夜明之神，只有天子才能
与之沟通，所以祭月就成为皇家的“专利”。古
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
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

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
祭祀的场所分别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
设在东、北、西、南四个方向。《礼记》载：“天子春
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
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管子·轻重
己》说：“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国
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絻白，搢玉揔，带锡监，
吹埙箎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
士，循於百姓，号曰祭月，牺牲以彘。”《史记·封
禅书》记载：“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即用牛
祭日，用羊猪祭月。秦汉两朝传承了皇室祭月
礼仪，并在各地均建有日月祠。

史载，秦始皇祭日于成山，祭月于莱山。
汉武帝则“夕夕月则揖”，即行朝日夕月之礼。
北魏、隋唐直至明清历代沿用秋分祭月礼仪。
明世宗时，还在北京修建月坛，专供天子于秋
分设坛在夜晚祭祀月神。规定每三年一大祭，
遇丑、辰、未、戌年皇帝亲自在月坛祭月,其他年
份则派文臣代祭日，遣武臣代祭月。后来，皇
家祭月礼仪也流传到民间，并逐渐成为一种民
俗流传下来，人们祈求月神降福人间，表达一
种美好的心愿。

中秋赏月

秋分之日，都是在农历八月里，但是具体日
期每年都不同，所以不一定能碰巧赶上圆月。
而祭月无圆月则大为遗憾。所以，后来人们就
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而随着时代的发
展变化，中秋除了祭月的仪式外，还有游赏的风
俗。据《晋书》记载，早在晋代已经有泛江赏月
之俗。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镇西将军
谢尚，镇守金陵牛渚。中秋之夜，他泛舟牛渚江
上赏月，听到一条船上有人在咏诗。他驻听良
久，大加赞赏，便邀来叙谈，此人即是穷书生袁
宏。二人身份悬殊，却一见如故，吟诗畅叙直至
天明。袁宏得到谢尚的赞誉，从此声名大振。
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牛渚玩月”。开元十

五年秋天，李白途经金陵，在牛渚饮酒赏月，听
说此段佳话，遂作《夜泊牛渚怀古》，感慨自己怀
才不遇：“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
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
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唐朝，赏月活动愈演愈烈，而祭月的风俗在
民间却越来越淡化，一向严肃的祭祀仪式变成
了轻松活泼的赏月活动。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
代繁盛一时，其内容也融入了唐朝开放包容、自
由浪漫的时代精神，演绎出更多的传奇故事。
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唐明皇夜游月
宫等神话传说活灵活现，使中秋文化充满瑰丽
多姿的色彩和浪漫迷人的魅力。《太平广记》里
记载了唐玄宗夜游月宫的故事，开元年间的中
秋之夜，玄宗在宫中赏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
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
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
声调，作《霓裳羽衣曲》，风靡一时，至今仍是无
愧于音乐舞蹈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唐朝诗人
白居易曾在宫中看过《霓裳羽衣曲》的演出，赞
叹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到了宋朝，宫廷和民间赏月活动已蔚然成
风。《东京梦华录》对东京汴梁赏月盛况有这样
的描写：“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
楼翫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
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
阗，至于通晓。”

中秋吃月饼

月饼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供品，以祈求
家人平安、吉祥如意。自唐代始，吃月饼成为中
秋节节日食俗，象征着团圆和睦。北宋时在宫
廷内流行，后流传到民间，当时俗称“小饼”和
“月团”。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
与饴。”明清时期，中秋吃月饼成为民间的普遍
习俗。明人田汝成辑撰的《西湖游览志余》记
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
团圆之义。”后来，月饼与各地饮食习俗相互融
合，逐渐发展出广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等
种类，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围绕吃
月饼还产生了许多地方民俗，如江南的“卜状
元”：把月饼切成大中小三块，叠在一起，最大的
放在下面，为“状元”；中等的放在中间，为“榜
眼”；最小的在上面，为“探花”。而后全家人掷
骰子，谁的数码最多，即为状元，吃大块；依次为
榜眼、探花，游戏取乐。

明清时期，中秋节已与春节等节日齐名，成
为一年中的重要节日之一。许多地方形成了烧
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与舞火龙
等特殊风俗。《燕京岁时记》说：“每届中秋，府第
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
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

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
真所谓佳节也。”清人慧霖有《闰中秋玩月》诗
曰：“禅边风味客边愁，馈我清光又满楼。一月
可曾闲几日，百年难得闰中秋。菊花信待重阳
久，桂子香闻上界留。遮莫圆明似前度，不知谁
续广寒游。”把一个百年难遇的“闰中秋”描绘得
情景交融、绚丽多姿。

中秋团圆节

古往今来，人们祭月、赏月，寄托了几许情
思，抒发了多少情怀。无论是李白的“明月出天
山，苍茫云海间”的咏叹，还是王建“今夜月明人
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感慨，无不浸透着明
月秋思的情怀。即使南唐后主李煜被囚禁在汴
梁时，仍念念不忘金陵的中秋之月：“春花秋月
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
不堪回首月明中。”

中秋的月亮，清澈、明亮、圆润，象征着团
圆，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中国人历来把
家人团圆、亲友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看得极其珍
贵，历来有“花好月圆人团聚”之谓。碧空如洗，
圆月如盘。人们在尽情赏月之际，会情不自禁
地想念远游在外、客居异乡的亲人。人们在中
秋之际，吟诵明月，寄托相思，对于背井离乡的
人来说，这是一种深深的牵挂，是一种浓浓的乡
愁。天宝十五载夏，安禄山攻陷京城长安，杜甫
携带家眷逃往鄜州羌村避难。七月，肃宗在灵
武即位，杜甫获悉即从鄜州只身投奔灵武，以事
新君，不幸的是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
八月中秋，杜甫遥望苍穹，一轮圆月，银辉遍地，
思索万千，自己一生怀才不遇，报君不成反陷囹
圄，也不知流落他乡的妻子儿女情况如何，喟然
长叹，作五言律诗《月夜》一首：“今夜鄜州月，闺
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
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诗人借望月抒发夫妻离别之情，字里行间体现
诗人焦虑、忧思的心情和离乱之痛，表现了诗人
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诗人在悲伤的情绪中也
寄托了希望，终会有团聚共同望月之日。全诗
通俗易懂，没有被律诗束缚的痕迹，情真意切，
深婉动人。

中秋咏月诗篇浩若烟海，还得数苏轼的《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令人荡气回肠、心潮澎
湃。人在逆境之中、受挫之时，往往能创作出名
篇佳作，苏轼亦是如此。苏轼因和王安石在改
革上政见不同，自求外放，在各地辗转为官，他
兄弟情深，曾请求朝廷派他到距弟弟较近的地
方任职，以求兄弟常能团聚。熙宁七年，苏轼被
派往密州任知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
实现。熙宁九年中秋，苏轼饮酒赏月，他与弟弟
苏辙已经七年没有见面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他
举头望明月，心潮起伏，想念弟弟子由（苏辙
字），思念之情随着酒兴在心中蔓延，于是他面
对明月，吟咏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感
叹。他在诗序中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
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的诗把人世间的
宦海沉浮、悲欢离合，融入对宇宙人生的丰富联
想与哲理思考，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全词清
丽雄阔，豪迈旷达，浪漫奔放，堪称是中秋赏月
的千古绝唱。

《琼台赏
月图》，清代
陈枚作，北京
故宫博物院
收藏

《祭月图》，明
代杜堇作，中国美
术馆收藏

真相败露，俗语叫做“露马脚”，为什么偏偏露的是马脚而不是
别的动物的脚呢？通常的解释非常可笑，说是朱元璋的老婆马氏，
因为出身平民之家，从小就要干活儿，因此没有缠足。朱元璋登极
后，马氏为皇后，常常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害羞，总是穿上一袭曳地长
裙，把两只脚遮掩起来。不料有一次出门，大风吹起了长裙，露出了
马氏的一双大脚，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大明最耸人听闻的新闻，因
此演化出“露马脚”这个俗语，意为露出马氏的大脚。

关于“露马脚”的这个说法纯属望文生义，如果朱元璋的老婆不姓
马而姓牛，估计还会编派出“露牛脚”之类的说法。事实上，早于明代
的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俗语：“兄弟，这老儿
不好惹，动不动先斩后闻。这一来，则怕我们露出马脚来了。”

再往上追溯到唐代，可以发现真正的“马脚”“露”出来了。据北
宋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五引唐代文学家张鷟《朝野佥
载》，讲述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一则逸事：“唐衢州盈川县令杨
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人问
其故，杨曰：‘今餔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饬皮毛，覆之驴上，巡
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
矣？’”“餔乐”指会聚饮宴为乐。

杨炯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见了当朝官员就叫他们“麒麟楦”。
“楦”是制鞋帽所用的模型，称“楦子”。“麒麟楦”是唐代演戏时假充麒
麟的驴子或马。杨炯为什么把官员叫“麒麟楦”呢？当时的人也都很
奇怪，杨炯回答道：当朝穿着朱紫服饰的高官都是无德之辈，就像演戏
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一样，虽然惟妙惟肖，但是揭掉覆盖在驴子或
马身上的皮制短衣，原来不是麒麟，仍然是一头驴子或马！

这个故事，署名后唐冯贽编撰的《云仙杂记》一书中也有记载，
文字大同小异：“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
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无
德而朱紫，何以异是？’”

麒麟是传说中的仁兽，古人用驴或马来假充麒麟，是为“假弄麒
麟”的游戏。假充麒麟的上半身好办，只需“刻画头角，修饬皮毛”即
可，但因为做戏的驴或马披的乃是“皮褐”，即皮制的短衣，所以四条
腿无法遮掩得尽善尽美，演戏时常常就露了出来，此之谓“露马脚”
或“露驴脚”。

明代僧人居顶编撰的《续传灯录》中屡屡使用“驴脚”的比喻，比如
“佛手难藏，驴脚自露”。由此可知“露马脚”和“露驴脚”都是通用的俗
语，只是因为日常生活中马更为常见，性格更为温顺，于是“假弄麒麟”就
更多地用马，因此才把这个俗语定型
为“露马脚”，用来比喻徒有其表的人
或物。因为徒有其表，所以总有败露
的一天，败露的这一天就叫做“露马
脚”，真相终于掩饰不住了。

黄兴与梁鼎芬的师生情

辛亥革命的先驱黄兴年轻时在湖北
两湖书院读书，他单名轸，与后来任其秘
书的陈嘉会都是该书院的高才生。晚清
学者、书法家梁鼎芬是书院的老师，对他
们很器重。

据《潇湘絮语》载，当时，书院都知道
黄兴是主张革命的。梁鼎芬也知道，但他
没有任何表现。一天，梁鼎芬对黄兴说：
“黄轸，汝须不要忘记父母。”不料黄兴听
后立即离开座位，突然来到梁鼎芬面前。
梁鼎芬误以为黄兴要侮辱他，大惊而起，
想躲避到内室。黄兴却作了个长揖，说：
“黄轸不单是记得父母，还记得父母之父
母之父母。”梁鼎芬闻此言，默然而入，黄兴
也径直而出。不几天，黄兴就离开了书院。

自此以后，梁鼎芬经常打听黄兴的消
息。辛亥革命之际，黄兴自武汉到上海，
当时孙中山尚未回国，参议会推举黄兴为
大元帅，驻节上海。有一次，黄兴问陈嘉
会：“你知道节庵（梁鼎芬字）先生消息
吗？”陈嘉会说：“还在上海，我将去看望
他。”黄兴说：“今晚与你同往。”

到了晚上，黄兴命陈嘉会先进去，梁
鼎芬一见，就问黄轸现在何处。陈嘉会
说：“他正同来看先生，等候在门外。”梁鼎
芬遽起，请黄兴入室，师生二人相见甚
欢。黄兴见梁鼎芬居处甚是简陋，知道他
很艰难，回来后，立即叫人送去三千元，而
梁鼎芬却回绝了。

第二天，黄兴拿着钱和陈嘉会一起再
去时，已人去楼空。询问邻居，说是昨夜
搬走的。后来，上海报纸报道说梁鼎芬已
经到清德宗陵守陵去了。

黄兴与梁鼎芬虽然政见不同，各有所
执，但是师生情谊却十分纯笃。

胡适屈膝拜师

胡适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其学
术成就和品格修养，堪称双璧。尤其是他虔
诚的尊师举动，留下了一段有趣的逸事。

据《八桂香屑录》载，1935年元月，胡
适从广州来到梧州。其时，由著名教育家
马君武创办的广西大学设在梧州蝴蝶山，
担任校长的马君武正是胡适在上海公学
读书时的老师。当年胡适很年轻，在老师
和同学的鼓励下，他一心做学问，还经常

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因此受到了老师马
君武的格外关注和培养。

听说自己的学生、大学者胡适来到梧
州，马君武立即邀请他给全校师生演讲，以
激励师生们学习和奋斗的热情。当时演讲
在该校大礼堂举行，马君武亲自致欢迎辞，
致辞后马君武回到座位上，这时令人难以
置信的一幕出现了，胡适走到马君武面前，
毕恭毕敬地向马君武屈膝行礼，感谢老师
培育之恩。俗话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
胡适作为国学大师不会不知道，可是他却
屈膝拜师。他在尊师上用了传统礼节，可
见老师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之重。

礼毕，胡适开始演讲。他演讲的题目
是《读书的方法》，大谈其“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的主张。胡适当年演讲的内容后来
大家都淡忘了，但他屈膝敬师的举动，却
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子恒为师征和诗

陈风，字子恒，浙江鄞县(今宁波市)
人，湖北著名花鸟画家，早年拜张善孖为
师，专攻书画，尤擅画虎。其坚持数十载
替老师张善孖征和诗一事，传为美谈。

据《楚天笔荟》载，川中张善孖、张大
千兄弟，都是以绘画著称，并且皆工诗。
而善孖专绘虎，所绘虎栩栩如生，很受人
们喜爱。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很多
人愿出高额润金向张善孖求画。那时，陈
子恒正在上海艰难谋生，因知道张善孖的
名声大，就常假借张善孖之名画虎，在上

海城隍庙出售。
这事被张善孖听说了，他打听到陈子

恒家贫，事亲至孝，因此不再追究，并嘱咐
人邀请陈子恒来住处。见到陈子恒，张善
孖对他说：“我收你为弟子，你用张善孖门
人的名义画虎卖，就卖得出去，今后就用
不着假冒我的名画虎了。”此后，陈子恒就
以张善孖门人的身份专事画虎，历久不
辍，技艺益进。

1931年5月，张善孖在上海过50岁寿
诞，他作了《五十自述》五言律诗两首以抒
感怀，同时嘱咐他的四弟张文修用楷书录
于黄绢上，录有多幅，分送各方征求和
作。绢高约三十厘米，长约一米，前面书
自述诗并跋，后面空幅则备书和诗。当
时，陈子恒也得到一幅。

陈子恒自得到乃师张善孖这件征和诗
幅后，保存了46年，他始终想着完成老师
的心愿，但是辗转各地，也没能找到适当的
人赓和。1977年初夏，陈子恒听说受聘于
武汉市文史馆的馆员王云凡也是四川人，
对诗词书法、金石考古、书画鉴赏、文史研
究均有精到造诣，于是特地托人介绍前去
拜访，提起乃师张善孖赋诗征和之事，请王
云凡和诗一首。王云凡当年在四川，曾与
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交往，并有唱酬之雅。
陈子恒提出这个请求后，王云凡欣然应允。

王云凡很快写了和诗，交还陈子恒。
陈子恒终于完成了老师张善孖的心愿，使
这幅名画家的黄绢诗幅，再添大家佳作。

由此，陈子恒尊师敬师的赤子之心可
见一斑。

袁金凯尊师尽孝心

民国时，京剧武生袁金凯在戏校学
习时就喜欢绘画，工笔仕女人物、写意花
鸟都能画。一个偶然的机会，袁金凯拜
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师，师徒二人结下了
千秋情谊。

当时，李苦禅既是绘画名家又是京剧
票友，能演《铁笼山》《状元印》《艳阳楼》等
开脸大武生戏。他与当时著名的京剧演
员李洪春、丁永利过从甚密，三人见面，不
是谈画就是聊戏，尤其喜欢谈武生。

一次李洪春问李苦禅：“你看过袁金
凯的戏吗？”李苦禅说：“看过不止一次，舞
台动作有规范，表演人物有性格，武打很
冲，干净利落，是个大有前途的武生全
才。”丁、洪二位笑着说：“他是我俩的徒
弟，很爱绘画，拜在你门下，收不收？”李苦
禅一口答应收下。

此后，袁金凯与李苦禅师徒常聚，习画
论戏，感情日深。一次袁金凯画了几笔荷花，
李苦禅说：“格调不错，功夫欠深。”还有一次，
袁金凯刻了一方印章，李苦禅又说：“意境可
以，功夫不到。”袁金凯继续狠下功夫。

那时，袁金凯家里很穷，李苦禅经常
从大瓷瓶里拿几个钱让他买火烧吃。没
了钱，就画张画，让他上街卖画。师徒俩
有时一块红薯也掰成两半分着吃。袁金
凯经常为李苦禅做饭炒菜，奉若父尊。

一次，李苦禅在袁金凯家，酒后画兴
大发，挥笔画了一幅《松鹰图》，题词“千里
江山一击中”，赠给袁金凯，鼓励他在艺术
上努力拼搏。袁金凯郑重珍藏起来并以
此鞭策自己。后来，他也画了幅《松鹰图》
悬在屋里，说“见画如见师，思师不忘拼
搏”，终于袁金凯成为绘画和戏曲表演上
均有建树的艺术家。

袁金凯与师父的佳话，没有就此结
束。“文革”时期，李苦禅被揪斗，袁金凯不
怕连累，亲自去北京伺候老师的生活起
居。李苦禅展纸挥毫画了一幅《八哥图》，
讽刺那些只会张着嘴巴聒噪不已的八哥，
师徒二人会心一笑。李师母怕惹是非要
给撕掉，幸赖袁金凯留存下来。

1983年李苦禅去世时，袁金凯一家
痛哭失声，饮食俱废。后来，袁金凯临终
前，叮嘱家人将一本名为《李苦禅》的小
册子放在枕边同葬，可见他们师徒之间
感情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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