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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支援首都：义不容辞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

一封来信。在信中，小尼赫鲁表达了他的不满，说他在北京做了

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

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都对北京的服务业很有意

见。为此，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改制西服，特意找

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

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

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

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还特地给外交部写了

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再也

没有买到过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56年，周恩来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接到周总理的

指示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亲自到上海，动员上海的餐饮、

服装、洗染、照相、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北京安家落户。

尽管这些著名企业都是上海一流的品牌，但上海最终还是忍痛割

爱，因为那年代全国支援首都北京，不仅仅是光荣，更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而北京方面也开出相当优厚的条件，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

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

并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

钱学森：富有领导艺术
钱学森回国后，长年在国防科技战线从事领导工作。作为一

名科学家，他很严谨，但作为领导，他又很讲领导艺术，用念诗的

方式批评人，可说是他的独门绝技。

有一次，钱学森与在身边工作的计算机专家汪成为谈起软件

问题，聊着聊着，他突然对汪成为说：“你说得很好，要不你先动

笔把自己的想法写一写。”于是汪成为就软件工程和发展写了一

篇文章交给钱学森。

第二天，当他到钱学森办公室问看没看时，钱学森微微一笑

道：“我给你念首诗吧。”就在他纳闷的时候，钱学森念了起来：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

不许看。”念完钱老问他：“你知道这是谁写的？”汪成为想了想

说：“是清代袁枚写的吧！”说罢他赶紧补充：“钱老，你把那篇文

章还给我，我修改后再交给您。”

过了几天，汪成为将修改后的文章交给钱学森，他仔细看了

一遍，说：“这回你是认真的。”

冯玉祥：戏弄蒋介石
抗战时期，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仗着其父和姨父蒋介石的关

系走私，大发国难财。1939年冬，冯玉祥到重庆綦江县公干，第二

天下午，他听说孔二小姐正在綦江城门外打骂拦下她的车队要检

查走私物品的士兵，冯玉祥马上赶到现场，上前笑着说：“二小姐，

我总有权检查吧？”孔二小姐一看是冯玉祥，边赔着笑边溜之大吉。

冯玉祥马上电告蒋介石，说他正在川黔公路上追截一走私车

队，案犯好像是贵阳的，姓刘。蒋回电要他“严惩不贷”。冯玉祥将

走私车队的事全部处理完后，又向蒋介石报告说：“走私车队全部

截获，只是主犯逃之夭夭，好像是个女的。都怪我疏忽大意，没将

其捉拿归案，请求委员长处罚……”蒋介石一听，马上明白是孔二

小姐的走私车队被截，只好说：“焕章兄，你干得好，干得好。”

张齐贤：北宋时官拜宰相的“干饭人”
北宋时期的张齐贤特别能吃，一次，他参加一个聚会，吃饭

嫌手中的碗太小，就让人找来一个大木桶，他把所有的饭菜都倒

入木桶里，然后抱着吃了起来。吃完后，张齐贤把所有的酒倒入

木桶内，就这样抱着喝了起来。看得周围人目瞪口呆，后来人们

把特别能吃饭的人，就叫做“饭桶”。张齐贤一个人能吃五个人

的饭量，但绝对不没心没肺。80多岁的老母亲孙氏去世后，他7

天没吃一口饭，直到守丧结束。而且，这个吃货有勇有谋，986

年，北宋大将曹彬、潘美率军北伐攻辽，大败而归，名将杨业战死

朔州。张齐贤主动请缨接管代州军务，结果旗开得胜，大败辽

军。由此官至宰相。

在今天的语义中，“孝子”指孝顺的孩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意
思。但是这个词最古老的语义却不是这个意思，是孔子把“孝”的
内涵扩大了。
《礼记·杂记上》如此定义“孝子”：“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

子、哀孙。”父亲或母亲刚去世的时候，非常哀痛，哭得上气不接下
气，称作“哀子”；过了一段时间，哀痛慢慢减轻了，停止了哭泣，这
时再祭奠去世的父亲或母亲，称作“孝子”。因此，“孝子”是祭奠的
时候才使用的称谓，后来把居丧的男子一概称作“孝子”。由此可
见，这个词的本义跟“孝顺”没有任何关系。读者也许会问：不孝顺
干吗给父母守丧？道理很简单：在古代社会，父母死而不服丧，那
是一种犯罪行为，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后来从为父母服丧逐渐引申出了“孝顺”的词义。孔子在《论
语·为政》中阐释了他心目中的“孝”：“无违”，不违背礼；“能养”，供
养父母；“敬”，孝敬。孔子的定义也就是今天“孝子”的定义。值得
注意的是，孔子所说的“无违”有两层含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
以礼，祭之以礼。”第二层意思就是“孝子”最本原的语义。

如果不了解“孝子”的本义，古书中的很多记载就看不懂。比
如《宋书·后妃列传》载：宋后废帝刘昱性情残暴，“太后赐帝玉柄毛
扇，帝嫌其毛柄不华，因此欲加鸩害，已令太医煮药，左右人止之
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帝曰：‘汝语大有
理。’乃止”。要是真的把太后毒死了，刘昱就要做“孝子”为母亲守
孝了，还怎能继续到处去游乐？

又比如《南史·周盘龙传》载：北魏和南齐争战，南齐将领成买
出战前说：“若不杀贼，便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便为孝子。”“弱
息”是谦称自己的儿子，“世子”指高官贵族的子弟。

此处的“孝子”如果理解成“孝顺的儿子”就解释不通，因为紧
接着成买又说：“孝子则门加素垩，世子则门施丹赭。”“素垩”指涂
饰墙壁的白土，门上涂白土，比喻
服丧，自己如果战死，儿子就要做
服丧的“孝子”；而世子则可以在门
上涂赤赭色的涂料。

这几个例子都是使用的“孝
子”最本原的语义。

北宋元丰五年（1082），宰相富弼退休
后闲居洛阳，好友文彦博时任洛阳留守。
一次，富弼向文彦博提议，由二人牵头，组
织一些年龄相仿、资历相当、性情相投、口
碑良好的老朋友，仿唐代白居易“香山九
老会”形式，置酒相乐，定期聚餐。文彦博
非常赞成富弼的提议，一拍即合。于是，
他们组织当时居住于洛阳的部分已经退
休或即将退休的老朋友，按年龄为序，轮
流做东，谓之“洛阳耆英会”。

聚会确定了“老而贤者”十二人。这
十二人中，官位最显为富弼和文彦博，均
出任过宰相。年龄最大为富弼，七十九
岁。其次是文彦博，七十七岁。时任端明
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司马光年龄最
小，“年仅”六十四岁，按要求是不能进入
这支队伍的，但因他声望高、学问好、人缘
不错，又正好在洛阳居住，被“强拉入伙”，
成为“耆英会”中的老幺。

尽管只是几位老朋友的小聚，但大家
毕竟都是当朝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
人物，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不能草草。
经过合议，决定由任过皇帝秘书的大笔杆
子司马光执笔，撰写《洛阳耆英会序》，以
纪其事。司马光又撰《会约》，给聚会定规
矩、作约束。《会约》一共八条，篇幅不长，
原收于《司马氏源流集略》一书，现据邓广
铭先生的《宋史十讲》全文转引如下：

一、序齿不序官；二、为具务简素；三、
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
二十器；四、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
劝，客亦不辞；五、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

不禁；六、召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
下，不别作简；七、会日早赴，不待速；八、
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会约》逐条的大致意思是：
聚餐中只论年龄长幼，不论职务高

低，没有官场俗套，大家都轻松；聚餐时，
要求餐具简朴，不得金碗银筷讲排场；主
人请客时，每顿主菜不得超过五种，或许

就是早期的“四菜一汤”。至于佐酒的果
脯、肉酱之类的小碟，总数不得超过二十
碟，类似于今天餐桌上的冷盘，看似多，但
品种极普通，非难寻珍馐，量亦很少；座次
按年龄排，酒壶按顺序递，倒多倒少、饮多
饮少自便，东道主不得强行劝酒，宾客也
无须勉强自己，量大尽兴，量少随意；酒倘
未喝完，桌上菜肴却已一扫而光，此时可

补充一些菜汤；节约纸张，简化程序，轮到
谁请客，东道主只用一张通知单，下列诸
客的字，如文彦博只写宽夫，司马光只写
君实。派人逐家传递，客人是否能出席，
只需在字下签注即可；聚餐之日，客人要
按时出席，不等不催；上述规定，谁若违
反，如迟到、答应来而不来、主菜超过“四
菜一汤”等，无论主宾，违反一条，即罚酒
一大杯。

有了这么一则《会约》，人们在请客的
过程中，均按“约”办理，减少了身不由己的
铺张，杜绝了竞奢斗富的攀比，避免了不必
要的浪费，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
无轻视和鄙薄，优游自如。
《会约》把餐具的标准、菜肴的数量、

请帖的呈送都规定得详详细细，节约到连
请帖都不准多发，一次聚会一张请帖通
用，可谓节俭至极。司马光做官多年，待
遇丰厚，却始终恶衣菲食，“食不敢常有
肉，衣不敢纯有帛”，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
活习惯。当时，他居住洛阳，正埋头创作
《资治通鉴》，前后整整十四年，由于住宅
低矮破败，夏天酷暑难当，只好在房子下
挖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寒碜而又另类，
被人讥笑为“穴处者”。
《会约》体现了司马光的节俭美德，对

“豪华相尚、俭陋相訾”的北宋官场的奢靡之
风，是一种自觉抵制。同时，《会约》对今天
的公款接待或私人请客，也不啻是一种很好
的指导，既能体现东道主的好客之道，又不
会捉襟见肘，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逼得东道
主寅吃卯粮，违心操办，甚至负债操办。

■ 手抄笔录 死记硬背
读书需用笨方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为
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地方民兵组织的
副职）。曾任司农寺卿的朱载上时任黄州学官，与苏东
坡结为挚友，时常前往拜访他。

有一天，朱司农又来找苏东坡聊天，负责迎宾的人
进去为他通报，然而过了很长时间也没见苏东坡出来。
朱司农等得实在有些疲倦了，想离开，可已经通报了姓
名，主人出来不见人，显得有些失礼。朱司农无奈又等
了好久，苏东坡才从里边出来，道歉说：“刚才做了一些
‘日课’，没能及时接待你，失礼！失礼！”朱司农很奇怪，
问他说：“先生所说‘日课’是指什么？”苏东坡回答说：
“每一日都要抄《汉书》。”朱司农更奇怪了，说：“凭先生
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可以终身不忘，哪里用得着
手抄呢？”苏东坡说：“不是这样的。我抄《汉书》已有三
遍了，边抄边背。开始抄第一遍时，每段专抄三个字做
题目，第二遍每段专抄两个字做题目，现在只抄一个字
做题目，只要提起这个字，我就能接着往下背诵下去。”
朱司农站起身，请求说：“不知道先生肯不肯把所抄的书
给我看一看。”苏东坡便命侍者取来他所抄的书册，朱司
农看了，还是不解其意。苏东坡说：“请你试着列举标题
一个字。”朱司农按他说的做了，苏东坡应声就背诵了几
百个字，没有一字差错。又试了几次，尽皆如此。朱司
农服了，感叹地说：“先生真是被贬谪到人间的仙才啊！”
回到家，他教育自己的儿子说：“苏东坡尚且如此勤奋，
中等智力的人能不勤奋读书吗？”

古人说，“目过十遍不如手过一遍”，阅读中的抄书
法，被称为死读书的方法，因为抄写是个笨功夫、死功
夫。但在许多饱学之士看来，这个笨功夫、死功夫却是
巧功夫、真功夫。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读《资治通
鉴》，不仅通读此书，而且一字不漏地抄写了一遍。明代
文学家张溥读书则边诵读边抄录，诵读完毕后把抄本烧
掉，一本书要反复六七次，所以他的书房题名为“七录书
斋”。《明史》说张溥由于日日抄书，“右手握管处，指掌成
茧”。对于抄书这种死读书的手段，梁启超评价说，“笨
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
条路。”把抄书作为一种阅读方法，看似很慢很笨，但它
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集中精力和注意力，把浮
躁的心拉回到书中的文字里。另一方面，通过逐字逐句
地抄写，可以加深对内容的理解与思考，让记忆更深
刻。学识从来不会一夜暴增，一点点铢积寸累看上去辛
苦笨拙，却是真正的捷径。

■ 一意求之 八面受敌
读书需下巧功夫

《唐子西文录》里记载有一则逸事：苏东坡赴定武时，路
过京师，他的一个小老乡、后有‘小东坡'之誉的唐庚才十八

岁，来拜谒偶像。聊到读书的事情，苏东坡有些漫不经心地问
他说：“最近在读什么书啊？”唐庚老老实实回答说：“正读《晋
书》。”苏东坡又问：“哦，那《晋书》里有什么好亭子名啊？”唐庚
茫然不知如何回答，由此顿悟了前辈的读书之法。

苏东坡的这种读书方法名为“一意求之法”，他在给他
的侄女婿王庠请教为学之道的复信《又答王庠书》中，描述
了这种方法：“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
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
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
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
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
而语也。”意思说书的内容丰富就像大海一样，里面什么都
有。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
得到，只能求得自己想得到的部分。每次读书，只需集中
注意一个专题。比如，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的规律、明
君贤臣的作用，那你就只集中注意这个专题的内容，其他
的都不再想。到另一次读书时，你想了解史实典故、典章
制度和文物等，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办理。其他方面以此类
推。用这种方法读书，看起来似乎迂钝了一些，但到了学
成之日，能够八面受敌，应付各种学问上的质难，那些博览
群书却不作深入研究的人是无法与你相比的。

苏东坡还举到自己读《汉书》的例子：“吾尝读《汉书》矣，
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
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我在读《汉书》的时
候，将《汉书》分成治道、人物、官制、兵法、财货等几方面，每
读一遍就专门研究一个问题，读过几次，就事事都精通了。

苏东坡的阅读之法，先是“一意求之”，凭你几路来，我
只一路去。任凭资料铺天盖地，我只盯着我想要的读，实
际上是集中精力，各个击破。待到读过几轮，交叉往复，便
将书吃深吃透，结果就是可“八面受敌”，无论从哪个角度
提问，都能应对自如。这种读书之法令一代伟人毛泽东大
为惊叹，为其命名曰“苏轼八面受敌精读法”，称赞这是足
以传授世人的“读书妙招”。

读书要达到深度阅读，就需要精读。何谓精读？明代
儒学大家朱熹解释为“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
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就是对每一个字都要
寻求它的准确解释，对每一句话都要探索它的确切旨意，前
面的未弄懂，就不要急于去弄后边的；此处不明白，就不要急
于把心思放在另一处，要达到“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
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融会贯通的理解水平。

现代将阅读通常分为四个层次，即基础阅读、检视阅
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基础阅读、检视阅读称为泛读，
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则是精读。苏东坡的“一意求之”法，
实际上就是一种主题阅读，是精读中的高级阶段。阅读只
有泛读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浅阅读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入
其中，深挖其中的内涵，掌握知识的精髓，做到“博观而约
取，厚积而薄发”，才能成就大学问。

■ 会意明理 知行合一
读书需学活用活

嘉祐二年（1057），年仅21岁的苏东坡参加了当年的
进士考试。第二场的策论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苏东坡

的文章一改艰涩诡异的萎靡之风，写的平实、通畅而明晓，
考官梅尧臣将试卷推荐给了主考、当时北宋文坛的泰山北
斗欧阳修。欧阳修也为之赞叹，只是文章中用到了一个典
故，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意思是说尧帝时的司法官皋陶要判一个
人死罪，尧说宽恕他吧，皋陶上报了三次，尧宽恕了三次。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书无所不读，诗、词、哲学、经学无有
不精，唯独这个典故，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是哪里的。
面对欧阳修的疑问，梅尧臣不以为然，说：“这需要什么出
处啊！”欧阳修自我宽慰说：“他肯定是有根据的，只恨我们
自己记不住罢了。”

等到苏东坡进士及第，按惯例前来拜谢老师，欧阳修迫
不及待地问他说：“你文章里说皋陶和尧帝的‘三杀’‘三不
杀’，这个典故从哪儿来的？”苏东坡一笑说：“想当然尔！”这
是我想象出来的。不过，他又解释说：“曹操灭袁绍后，将袁
熙之妻赐给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讽道，‘当年武王伐纣，将妲
己许与周公’。曹操大吃一惊，问从何处所见此典。孔融答
之，‘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皋陶这事儿，以此推
之。”苏东坡的意思是，这事儿是我瞎编的，但也并非无端捏
造。既然大儒孔融曾经为了论述需要，做过类似的推断，那
我为什么不能依葫芦画瓢地加以运用呢？

欧阳修听了，赞赏不已。待苏东坡走后，他对属下说：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阅读的至高境界，是把书读活了。何谓把书读活？就
是在书所表达的文字之外，还要“知其意，明其理”。孔子曾
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一部书中的文字并不能把作者的
话都写全，而他所写的话也不能把心中的意思都表达穷
尽。所以古人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那么读书也
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叫知其意。然而前
人所作的著作，尽管见解独到、文采飞扬，但也因不可避免
的主观性而难免失之偏颇，所以我们在阅读时，光体味其意
还不够，还要明其理，懂得事物间内在的规律和原则。这样
我们才会获得自己的视角，与前人之意相印证，互相补充，
互相纠正，得到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同时可以用之以行，
把它拿来处理事务，解决问题，达到知行合一。书读到活学
活用的程度，才算把书读活了。这是苏东坡在我国文化历
史中，成为神一样存在的原因所在。

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读书三境界之说。“昨夜西风凋
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指读书能望
文生义，死记硬背，是苦读博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是第二重，指能条分缕析，细研苦琢，是精
读深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是第三重，指能变通运用，知行合一，是活读顿
悟。读书要善于掌握方法，因为方法就像导航，能够给我
们提供抵达目的地的最优路径。只要我们像苏东坡那样
注意方法，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加之持之以恒，亦能尽享
读书之乐，而受益读书之功。

“孝子”原本
不是指孝顺的儿子

许晖

司马光的聚餐会约
晏建怀

有人说，苏东坡是中国
文化史上名副其实的“全能
冠军”，因为他集儒、释、道于
一身，医学、饮食、天文、地理
皆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全
能。这样的“全能冠军”是如
何养成的呢？除了天赋之
外，更重要的是根源于他的
善于读书。着笨法、用巧功、
读活书，品味苏东坡的读书
之法，对于我们学习读书的
艺术大有裨益。

着笨法

用巧功

读活书
——苏东坡的读书艺术

王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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