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身清约不富而贵
清风慕竹

10文史
2022年10月3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美术编辑：卞锐

历 史 随 笔

栖居弦歌声中 涵养君子人格
刘隆有

检索记述孔子行迹的文字，笔者惊

奇地发现：无论是儒家经典、诸子论著、

官定正史，还是稗官野史、“街谈巷语，道

听途说者之所造”小说家言，都会时不时

闪出一个令人眼亮心羡的词儿——“弦

歌”。“弦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弹琴唱

歌。我们民族的不朽先圣，历代书生的

永恒导师，似乎时时处处都在弹琴唱歌，

弦歌读书，弦歌施教，弦歌为政，弦歌述

六艺，弦歌度人生……

不因利而背信弃义
晏建怀

弦歌

士人生命的诗意栖居

周代特重礼乐，从君王到大夫、士，都必须
严格生活在各自相应的礼乐制度中。“乐所以
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
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周礼规定：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
彻琴瑟。”必备琴瑟，善奏琴瑟，是士人不可或
缺的一种标志，一种近乎必须的生存方式。

孔子出生于鲁国一个没落的低级武士之
家，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春秋末期，天下早已
“礼崩乐坏”，周王朝所定礼乐制度，已没多少
人真正践行了，孔子却对之一往情深。“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刻苦自
学周代礼乐，青年时期已在鲁国小有声名。
34岁那年，鲁昭公特“予一乘车，两马，一竖
子侍御”，派孔子专程到周王朝京师，“问礼于
老聃，访乐于苌弘”。苌弘博学，尤精音律，对
孔子非常赏识，认为孔子能为传统礼乐“正其
统纪”。孔子谦逊地说：“吾岂敢哉？亦好礼
乐者也。”

孔子生性好礼乐，并以复兴传统礼乐为己
任，“一生的关切不离礼乐文化”。孔子认为，
一个合格的士，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用诗激发美好的志趣和瑰丽的向往，用礼培育
优雅的言谈和高贵的风仪，在音乐艺术的氤氲
浸润中涵养君子人格和圣者气象。他自己正
是经由这一途径，从一介孤寒之士，升华为万
代师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引领民族豪放
高蹈的脚步，执著地直向诗和远方。

孔子完美的人性涵育，是在“弦歌”中进行
的，无论“兴”，还是“立”与“成”，都应和着琴声
和歌声。孔子把自己的人生，真诚地全程投入
琴与歌中。

琴技、歌技

俱臻至境

鲁是礼乐传统最为浓郁的古老邦国，特别
是其宫廷礼乐，制度、设备和周王宫廷一样，规
格远高于其他侯国，乐师也多是高手。《论语》述
及的与孔子大体同时的太师挚、亚饭干、三饭
缭、四饭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师阳、击磬襄、师
冕，皆一时乐界专门家，孔子熟悉这些人的情
况，对之礼敬有加。他对太师挚的演奏崇拜备
至，说自始至终，都是“洋洋乎，盈耳哉”，丰沛而
美妙的音符，把人的耳朵都灌满了。那时的乐
师多为盲人，孔子见之，总是热情体贴地予以照
顾。一次，师冕来访，孔子迎上前去领路，及阶，
告之曰：“阶也。”及席，告之曰：“席也。”进屋坐
定，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过后，学生子张
好奇地问孔子：接见乐师，必须这样吗？孔子答
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随着“礼崩乐坏”的日益加剧，这些乐师后
来从鲁国宫廷流落到了各地，也把高雅的宫廷
音乐带向地方，提升了民间音乐艺术的品质。
孔子则先此一步受到这些大师们的熏陶，并以

超人的禀赋，别具只眼，对音乐理论和演奏艺
术有了独到而博大、深邃而空灵的美学感悟。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
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强调
音乐演奏，应做到谐调翕如，舒放纯如，明亮皎
如，势若贯珠，流畅绎如，完美而自然。据朱熹
《论语集注》记载，这是孔子针对当时鲁国宫廷
“音乐废缺”的状况，向乐官提出的改进谏言。

舜帝时的《韶》、周初的《武》，历来被尊为
乐舞的典范，孔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地。“子谓
《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
尽善也。”认为《韶》不仅艺术形式很美，昭示的
情怀更博大，是“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似南
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如物之动
人，雷动兽禽，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财色
动小人，是以圣人务其本”。可谓尽善尽美。
《武》的形式很美，展现的意境却窄了点，尚有
可以完善处。所以孔子更崇拜《韶》。35岁那
年，孔子在齐国，与齐太师探讨音乐，闻《韶》
音，学之，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
乐之至于斯也”！与吴国公子季札观礼时对远
古乐舞的感悟如出一辙。

乐师襄因磬敲得好，被任命为击磬官，人
称击磬襄，但襄更擅长鼓琴。孔子跟襄学会击
磬后，又跟襄学弹琴。孔子全神贯注，心无旁
骛，前一个阶段未臻炉火纯青，绝不开始下一
段的学习，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直到精通全部
技巧，悟到琴道三昧。
襄教孔子学奏一支古曲，却不告知曲名，

让孔子自己在弹奏过程中，具体感悟和领会各
种技巧的把握、意象的生成、意境的营造。第
一阶段，孔子进展很快，襄也觉得差不多了，应
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了，对孔子说：“可以进
矣。”孔子不肯，说：“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
也。”认为自己还没有掌握弹奏的方法。过了
一段时间，襄说：“可以进矣。”孔子拒绝说：“丘
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认为自己还没有领
会曲子的意境。又过了一段时间，襄又说：“可
以进矣。”孔子又一次拒绝，说：“丘已得其人

矣，未得其类也。”认为自己还没有了解作者的
思想。练，继续练。练着，练着，孔子突然茅塞
顿开，兴奋地朗声报告：“邈然远望，洋洋乎！
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默然思，戚然而怅，以
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孔子曾说：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
矣。”在琴艺的精进中，居然“见”到了圣王，不
仅孔子惊喜，襄闻之，更是赞赏不已，羡慕不
已，连声说：是呀！是呀！我让你弹的就是古
琴名曲《文王操》啊！《淮南子·主术训》说：“孔
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
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
识远也。”

孔子与季札，双峰并峙，代表了春秋时期
音乐艺术鉴赏和琴道崇尚的最高境界。

孔子也爱好歌唱，虚心好学，追求完美。
“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与人一起
唱歌，发现谁比自己唱得好，一定要先请人家
再唱一遍，弄明白人家为什么唱得这样好，然
后自己再跟着和一遍，看是否领悟了人家的精
妙。诚意恳至，谦逊审密，汲众长为己长，孜孜
矻矻，不断提高歌唱水平。

孔子琴技、歌技，俱臻至境，抒情述志，喜
怒哀怨，心有所感，弦歌随起，无不如意。

精品、神品

照映千古

孔子与弦歌，相互为知音，孔子在弦歌声
中诗意栖居，弦歌在孔子的弹唱中登峰造极，
一系列精品、神品，照映千古。

孔子以大司寇暂摄相事，萎靡多年的鲁国
渐呈起色。邻国齐人惧怕鲁国强大，就想腐蚀
鲁国君臣，遂向鲁君和权臣赠送美女和乐队。
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鲁定公受其
诱惑，也懒于政务，失于礼仪。通常，国君在郊
外举行祭天大典后，要把祭祀用过的肉及时分

送给大夫。而这次，鲁定公祭天后，却一反惯例，
“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深感在这种氛围中已
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毅然做出了弃官离鲁
的行动，试图以此警示鲁国最高统治者。孔子从
国都出走，一直向南，在鲁国和卫国邻界处一个
叫“屯”的地方住下来，满怀希冀，等候鲁君和权
臣的醒悟，等来的却是季桓子派来代他为孔子送
行的乐师己。孔子的幻想破灭了，回望鲁国京城
曲阜，正被眼前的龟山遮蔽，恰如季氏专政，上僭
天子，下叛大夫，贤圣斥逐，谗邪满朝，自己欲谏
不得。此时，满腔的感愤如何表达呢？孔子很自
然地想到了弦歌的特殊功能，他问乐师己：“吾歌
可乎？”未等乐师回答，孔子已“援琴而歌云：予欲
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将自
己“伤政道之凌迟，闵百姓不能其所，欲诛季氏而
力不能”的感慨，尽情抒发。一曲弦歌罢，心绪随
之清，鲁既不可为，再寻可为处。别过乐师己，孔
子带着弟子们向卫国赶去。这曲弦歌，就是蔡邕
《琴操》收录的《龟山操》。

孔子到卫国，只是受到卫灵公的礼节性优
待，依然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晋国执政赵简子闻
之，派人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欣然前往。谁知
刚赶到黄河边上，就听到赵简子新近杀了窦鸣犊
和舜华，孔子大为震惊，怅然止步，望河而叹：“美
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忙问其
故，孔子说：窦鸣犊和舜华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
子靠这两人而得政，得政即杀之。我听说：“刳胎
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
渊；覆巢破卵，则凰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
其类者也。”连鸟兽都不愿亲近不义之徒，何况君
子呢！于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于卫，复我旧
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当即领着弟子们回到
卫国，等待新的机遇。这曲弦歌，就是蔡邕《琴
操》收录的《将归操》。

楚昭王派使臣捧着金币来聘请孔子，宰予、
冉有为之振奋，喜道：先生的政治理想，这次可以
实现了。但又不知孔子会不会答应，便一起去见
孔子，问：“不知姜太公与许由，谁更贤德？”姜太
公修身励志，欲大有为，却多年不遇，直到八十岁

了，才碰到明君周文王，助其兴周；隐士许由，尧想
把天下让给他，他却遁身远逃，逍遥终生。孔子知
道两个弟子是想探明自己对楚王聘请的态度，答
道：许由是独善其身者，太公是兼济天下者，然而
当今世上没有周文王一样的明君，如太公这样的
贤德，谁能识得用得？“乃歌曰：大道隐兮礼为基，
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既然“天下
如一”，明君难遇，大道难行，我何不一以贯之，知
不可为而为之！当下就命宰予出使楚国，敲定应
聘事宜。楚昭王也很爽快，决定“以安车象饰，因
宰予以遗孔子”，高规格迎接孔子来楚。宰予说：
先生不需要这些。楚王问其故，宰予答道：“自臣
侍从夫子以来，窃见其言不离道，动不违仁。贵义
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
去，退无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
不食粟。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这就是
我们的先生之所以能卓立于世的原因，诸如“观目
之丽靡，窈窕之淫音，夫子过之弗之视，遇之弗之
听也。故臣知夫子之无用此车也”。楚王不解地
问道：那夫子到底想要什么啊？宰予对曰：“方今
天下道德寝息，其志欲兴而行之。天下诚有欲治
之君，能行其道，则夫子虽徒步以朝，固犹为之，何
必远辱君之重贶乎？”楚昭王佩服地叹道：“乃今而
后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孔丛子》所记孔子支弦
歌，就是《古诗源》收录的《楚聘歌》。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为“明王道，

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在外风雨奔波14年后，垂
垂老矣，方自卫返鲁。途中经过一条深谷，凉风
细雨中，忽有幽香飘来，淡而洁雅，清心旺神，不
禁叹奇。循香望去，只见一谷芗兰，独自繁茂。
不禁感叹道：兰花本应为王者之香，如今却在荒
山深谷与杂草为伍，如同贤人生不逢时，不得立
庙堂之上，为天下和国家大展宏图，竟无可奈何
地混迹粗鄙庸俗之辈中！孔子于是停下车，“援
琴鼓之，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
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
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
老”。低沉的琴声伴着抑郁的歌声，孔子把久藏
心中的苦闷，向幽谷芗兰这与自己同襟抱同命运
的偶遇新知，和盘托出。这曲弦歌，就是蔡邕《琴
操》收录的《猗兰操》。

孔子本是被鲁哀公和权臣季康子以隆重礼仪
接回鲁国的，却只是尊为国老，以备顾问，点缀朝
堂，以应民望而已。此时的孔子，已是古稀老人，不
能再像当年一样愤然远行了，遂作歌唱道：“登彼丘
陵，峛崺其阪。仁道在迩，求之若远。遂迷不复，自
婴屯蹇。喟然回虑，题彼泰山，郁确其高，梁甫回
连。枳棘充路，陟之无缘。将伐无柯，患兹蔓延。
惟以永叹，涕陨潺湲。”仁者忧时之思，志士暮年之
叹，怅然怆然之状，心有不甘之态，如描如绘，尽在
歌中。这曲弦歌，《孔丛子》名之曰《丘陵之歌》。

修身理性

返其天真

有时候，孔子也在琴弦上寻点小乐子。一
次，孔子“昼息于室而鼓琴焉”，闵子骞在室外闻
之，颇感诧异：这风格，这意趣，和以往大相径庭
啊！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曾参：以前“夫子之音
清澈以和，沦入至道。今也更为幽沉之声，幽则
利欲之所为发，沉则贪得之所为施，夫子何所感
而若是乎”？两个人去问孔子，孔子微微一笑，
说：刚才我正弹琴，看见一只老鼠跑出来，立刻
就见一只猫沿着房梁悄悄爬向老鼠，靠近了，靠
近了，正伸爪去捕，老鼠却溜掉了。猫眼露鄙夷
和憎恶，拱起脊背，颇为捕鼠不得而恼怒。不承
想此情此景眼观心思，都被十指七弦演绎为音，
鼓琴于室，声闻于外，被你俩听出来了。好啊，
你俩“可与听音矣”。

蔡邕《琴操·序》说：“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
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真也。”孔子把一
生都融进了古琴，时时处处，弦歌与伴，修身理性
臻至境，返其天真长乐乐。在音乐艺术的氤氲浸
润中，孔子就这样修成了君子人格和圣者气象。

在楚汉战争的棋局中，韩信几乎每战必赢，堪称常
胜将军。不过，战争是惨烈的，朝荣夕毙乃常态，谁又能
真正做到永胜不输呢？韩信也不能。你看那些横刀立
马、冲锋陷阵于楚河汉界的豪杰们，谁人不是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因为即使九十九步都走对了，只要一步走
错，往往全盘皆输。而对于韩信来说，他一生中最昏的
一着棋便是急于称王，引起刘邦的猜忌，最后自取灭亡。

汉四年二月，应韩信之请，汉王刘邦强忍怒火，最
终同意封他为齐王，并遣张良赴齐，当面授印。张良到
达齐国，除了给韩信送来齐王印信之外，还当面传达了
刘邦的口谕，希望韩信赶快整军击楚，与广武汉军遥相
呼应，对楚军形成夹击。韩信如愿以偿，心情自然畅
快，对于刘邦的要求，满口应承。

就在韩信整军准备开拔之际，楚王项羽派盱眙人
武涉，从楚国赶到齐国游说韩信。明眼人一看就能明
白，此时的韩信，如同决定胜负的砝码，成了人人争相
拉拢的对象。
武涉见到韩信后，先分析了当前形势，当然是分析

对楚有利、对汉不利的形势。接着，开始数落刘邦，说
他受项羽分封而反戈击楚是背信弃义，说他“侵人之
分、夺人之地”是贪得无厌。
继而，武涉又根据刘邦的人品特征，来判断韩信的

结局，说你韩信虽然自以为与刘邦交情深厚，为他出生
入死抢地盘，但以刘邦无情无义的性格，你最终将沦为
他的“阶下囚”。还说：“如今谁主天下，关键看你，你随
刘邦则天下姓刘；你随项羽则天下姓项。不过，你如果
随了刘邦，那么项羽今日灭亡，刘邦明天就会收拾你。
倘要防患于未然，唯一一个万全之策便是‘反汉与楚连
和，参分天下王之’。”你想改变将来被刘邦剪除的结
局，就必须反汉中立，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

就当时的时势来说，武涉的分析的确入木三分，他
献出的策略也不失为明智之举。韩信如果想要并天
下、凌万乘、举大业，进而避免兔死狗烹的结局，这还真
是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绝佳机会。
但是，韩信却断然拒绝了武涉的建议。《史记·淮阴

侯列传》记载韩信回答武涉道：“臣事项王，官不过郎
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
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
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
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这段话最能体现韩信的为
人，知恩图报，有情有义，与他以千金报漂母“一饭之
恩”的举动，在精神上堪称一脉相承。
后来，韩信手下谋臣蒯通也来劝说韩信，他的分析

与武涉异曲同工，他说：“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
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
分天下，鼎足而居。”如果说武涉的游说有离间之嫌而
不可听信，那么蒯通作为韩信的智囊、自己人，他的劝
说则应该是药石之言，出发点是为韩信好，分析也精准
到位，言之凿凿，诚然可信。

但是，面对部下忠心耿耿、苦口婆心的劝说，面对
稍作改变即有天下的诱惑，“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
出”的韩信却依然初衷不改，且义正词严地回答蒯通
说：“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不因利而背信弃义，这就是韩信坚定不移的原
则！即使这原则要以唾手可得的天下作为交换，即使
这原则要以牺牲自我作为代价。尤其是韩信回答武涉
那句“虽死不易”，至今让人佩服、敬仰和感动。至于后
来韩信因为所谓造反被斩于长乐宫钟室，在笔者看来，
不过是欲加之罪罢了，试想一个已经准备抄家伙造反
的人，怎会毫无防备而自投罗网呢？

东晋人谢弘微在十岁时，被过继给了
他的一个族叔谢峻。谢峻有个弟弟名叫谢
混，他留意观察了谢弘微一段时间，感叹
说：“这孩子涵养很深，将来一定会成大
器。有这样的儿子，人生也就满足了。”不
久，谢混的话就得到了检验。

谢峻因病而死，谢弘微顺理成章地继
承了谢峻的爵位，做了建昌县侯。当然，他
也可以顺势继承谢峻的家财。但谢弘微只
要了谢峻的数千卷藏书和几个家臣，对于
家里的万贯家财，一概不要。

谢混非常惊异，对人说：“我本以为要
跟谢弘微分遗产了，没想到他却不在意这
些财产，但我应该将他该得的分给他。”原
来他和哥哥谢峻没有分过家，现在到了叔
侄之间，以为无论如何要分个清楚了，没想
到谢弘微根本就不蹚这浑水，一场财产之
争就这样消于无形。谢混很感动，坚持把
谢弘微应得的财产送去，而谢弘微不好拒
绝叔叔的好意，只象征性地接受了一点点，
其余的一概推辞掉了。

晋安帝义熙八年，谢混因与刘毅结党
谋反而被诛杀，谢混的妻子因为是孝武帝
的女儿晋陵公主，没有被杀，但安帝下诏命
她改嫁琅琊王司马练。晋陵公主坚决不同
意，以死相争，安帝不再强迫她，但有个前
提，就是必须与谢家断绝关系。晋陵公主
无奈只得离家，临走，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了
过继来的侄子谢弘微。

谢混家几世都官至宰相，家里很富足，
家有奴仆数千人，田业十多处。而谢混只
生了两个女儿，都年仅几岁。当时很多人
都觉得这下可便宜谢弘微了。然而，谢弘
微尽心经营产业，收入或支出一文钱，一尺
布，都要登记入账。

一晃九年过去了，东晋王朝换成了刘
宋王朝，宋武帝刘裕将晋陵公主降号为东
乡君，感念她节操可嘉，准许她回家。

一走九年，东乡君怀着一颗忐忑的心
走上返家的路，她不敢想象现在的家是个
什么模样，毕竟谢弘微只是个侄儿，还不是
亲的。

可当她踏进家门时，却大吃一惊。只
见房屋修整，间间都干净、整洁、宽敞、明
亮，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仓廪里还是跟以
前一样充盈，家里的那些奴仆，各司其职，
兢兢业业，一点儿也不像主人常年不在家
的样子。过去的十余处田业，不仅一处没
少，而且每一处的田亩数还增加了。东乡
君十分感慨地说：“当初我夫君在世时特别
看重弘微这孩子，可以说有知人之明。”
东乡君回来后，亲戚们都来看望她，得

知她的家业还是如此兴隆，很是惊异，知道
这是谢弘微的功劳，莫不赞叹和感佩。
更令人感动的事还是在十年后。东乡

君去世了，遗产价值千万，田园住宅十多
处，另外还有会稽、吴兴、琅琊等地的田园
财产。当时，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公认家

中的钱财应归两个早已出嫁的女儿，而农
田、住宅、奴仆等，应归谢弘微所有。但是
谢弘微面对如此巨大的财产，依然淡定如
初，不仅分文不受，还用自己的俸禄安葬了
东乡君。

谢混有个女婿叫殷睿，因沉迷赌博欠
了很多赌债，他听说谢弘微拒绝接受谢家
财产，便把妻妺、伯母以及两位姑姑应得的
财产拿来偿还赌债。谢弘微舅舅的儿子、
领军将军刘湛看不过眼了，对谢弘微说：
“天下事都应该有个是非曲直，而你连殷家
的事都不闻不问，还凭什么做官？”谢弘微
听后，只是报之一笑，避而不答。也有人指
责他不干涉殷睿之事，是对谢家累世积蓄
的财产不负责任，谢弘微回应说：“亲戚们
争夺财产，实在是极其卑鄙可耻。今天分
得家产无论多少，总不会不够用，等到身死
之后，谁还关心这些呢？”

谢弘微看淡金钱，并不是他富裕得钱
花不了。虽然为官多年，可他死后，唯一
的儿子谢庄穷得没有房子住。谢弘微一
生最引以为重的事就是品格修养，以清贫
为荣，为此他“居身清约，器服不华”，给素
来追求奢靡的东晋社会，带来了一股新
风。名士沈约评价他：“简慢而不失当，淡
泊而不流俗，自古以来的所谓名臣，弘微
当之无愧！”

在常人眼中，所谓富贵，富是贵的前
提。谢弘微却不富而贵，因为在他看来，衡
量一个人是否高贵的标尺，不是财富的多
少，而是品格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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