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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吾与点也”
从牟平城南岿山余脉金代摩崖石刻，想到孔子心中的与民同乐

隔老方

孔子让弟子们谈谈各自的志向，
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谈到治理国家
或为官从政的打算。曾点(字晳，子曾
参，父子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却这
样回答：“莫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雩
舞，咏而归。”白话是说：“暮春时，穿
着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好友，六七
个孩子，在沂水边洗洗澡，在雩台上
迎风舞之，一路唱着歌儿归来。”

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
向都“哂之”，一笑而过。听了曾点的
志向却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
长叹一声道：“我和曾点的志向一样
啊！”

“吾与点也”成为后世文人仰慕的
精神境界，纷纷赋诗渲染这种自然性
情的流露。如晋代陶渊明：“开荒南野
际，守拙归园田”；唐代李白：“五岳寻
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宋代黄
庭坚“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等诗
句。

近期在牟平城南的岿山余脉发
现金代大定十八年摩崖石刻一处，我
前去观摩多次，现把石刻文字标注如
下：“本邑于一郎、李贤望、鞠□、栾秿

从郭三石匠廿三人，喜神破盘，醉舞
而归。大定十八年五月廿四。”

石刻记载的内容是：金世宗大定
十八年(公元1178年)五月廿四这天，
宁海州的一群乡民，结伴登上岿山，
在山顶宽敞的大石硼上，摆好供品，
隆重举行仪式，祭祀喜神的降临。仪
式完毕，众人分享丰盛的食品，觥筹

交错，放浪形骸。最后临崖刻字纪念，
醉舞而归。

石刻中“喜神破盘”、“醉舞而归”
等词句读来赏心悦目，颇有旷然欲仙
之气，体现了乡民徜徉山水间的狂态
逸情和放浪自得之志，这与孔子“吾
与点也”的超然尘世的境界是何其相
似！

金世宗素有“小尧舜”的美誉，他
在位近三十年的大定时期社会较为
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信仰自由。融合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全真道派即创
建于此时期的胶东半岛。时“醉舞而
归”的乡民们真实反映了这一安祥的
时代背景，这在大多处于苦难历史进
程中的平民百姓是多么难得啊！这种

“吾与点也”的境界能在民间普遍的
实现正是欲乐而不得或故作自乐的
孔子和历代文人们所深深向往的。

孔子生于动荡变革的年代，挫折
一生。他怀抱治世的理想，颠簸流离
于各国之间，曾被拘于匡，困于陈蔡，
屡屡如丧家之犬。李白就笑话过孔
子：“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是
真笑话孔子不懂生活吗？供奉翰林的
李白遭排挤而出长安隐居于庐山，沉
浸于山水间，这种谪仙的生活真是李
白真心向往的吗？又如力辞彭泽令隐
居山野的陶渊明，屡遭贬职中年后信
仰佛学的黄庭坚，这种后世文人们普
遍“进则入世，退则出世”的人生态度
看似比自甘困顿的孔子潇洒些，其
实，他们矛盾痛苦的心路历程又有谁
能真心理解得了呢？

原来，与民共乐才是“吾与点也”
的初衷。

隔范崇义

袁枚(1716-1797)是清代乾隆年
间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他23岁考
中进士，出任过溧水、江浦、沐阳、
江宁等县知县，以干练闻名于当
时。刚40岁就不再在意仕途，在江
宁(今南京)小仓山下修筑园林，名
曰随园，以吟咏著作为乐，世称随
园先生。他擅长古文和骈体尤工于
诗。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
话》等，辑为《随园全集》传世。

袁枚是个助人为乐的人。《黄
生借书说》一文，出自《小仓山文房
集》，摘录于下：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
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
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
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
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
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
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
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
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
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
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
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

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
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
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

为一说，使与书俱。
袁枚先生这番关于借书的论

述，我想，对现在的年轻朋友也
许仍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他
在借书给黄允修同时，写给他
这个切身经历和论述，语重
心长。他列举那些拥有书记
并不很好读书的事例，说明

“书非借不能读”。因为知
道好不容易借到且须迅速
归还的书籍实在可贵，促使自己读
得刻苦专心乐在其中。古时候没有
现在这么多书店甚至可网上购书，
也没有现代样式的图书馆。无钱买
书的青年读者，只能向私人结束，
这是件十分困难的事。袁枚本人就
因年少时家贫买不起书，何其尴尬
与失落！现在我们读书条件多好，
买书借书都方便。别说大中城市有
各类图书馆，就是小城镇或机关、
学校，大都建有图书室或阅览室，
比古代黄生之遇袁枚幸运多了。值
得庆幸的是，现在全国上下提倡全
民读书，读书的环境、氛围和条件，
正不断得到改善。

一个只有被知识武装起来的

人，是真正充实的无畏的
人；一个只有被知识武装
起来的民族，是不可被战
胜的民族。正如前些年温
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
时倡导的：“我非常希望提
倡全民读书。我愿意看到
人们坐地铁的时候能手
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
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
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
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
的希望。”

隔安家正

张克征是烟台宫家岛
农民，凡人，陈光标是北京
大慈善家，达人。两人的财
富之差，八竿子拨拉不着，
然而，却结成了“对子”。张
克征书赠他一幅嵌名对联：
光耀天地灵气善心行德；标
新仁义汇聚财富万家。

陈光标2012年秋造访烟
台开发区，与之往来的人，自
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
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民
会成为他的“粉丝”，凳门见
面，畅述各自财富观。陈光标
一句：“发了财的人心目中应
当首先想到别人。”令张克征
眼前攸地一亮：“好！这就是
中国的希望！”为此，农民张
克征大为振奋，他对自己的
作家朋友，白丁文人反复讲：

“日子过好了，干嘛要‘仇
富’？改革开放是伟大的时

代，造就了陈光标，也成就了
我张克征，让我的根走向了
世界，我做梦都想笑。”老伴
戏谑地说他“穷酸”，他哈哈
大笑“因为穷，才酸。”“没念
书，当不成穷酸秀才，就当
个酸味的穷人吧！”

张克征的根雕已经成
为了“国礼”，赠送给外国政
要，也多次当成市级的礼物
扩充了烟台的知名度。不知
道多少人用巨金求索，但张
克征却说：“我的根雕，一个
不卖！”这话不准，他卖过，
是在烟台首届慈善募捐活
动上，他把拍卖的钱全捐
了，换了一纸证书。

陈光标因为交了朋友
而欣喜：“想不到在烟台，还
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没有学
历，却有真正的文化，一颗
善良的心。”

两人成了朋友，农民张
克征书赠对联，成为两人友
谊的见证。

贫富之交

陈光标又发大奖了，徐州沛县电视台
新闻编辑郭元鹏日前写了一篇评论，认为
产生雾霾天是污染企业等群体的责任。陈
光标在网上看到后，当即要奖励他一台
小排量轿车、20万现金、两万元加油卡。说
起标哥，他与烟台还有另一段缘分……

隔谢恩玉

2012年12月27日，是烟
大市场最后的营业日。

从理性上，我们能理解
关闭烟大市场的意义，而且，
原来的商户会统一搬迁到康
惠商贸城，并不会给烟大师
生带来不便。但从情感上，一
想到那个承载在所有烟大人
青春记忆的市场不复存在，
心中不禁觉得空荡无主。

作为烟台数得着的脏乱
差城市死角，老烟大市场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烟大
学子们的购物天堂而存在
的。

衣服质量没谱却也便
宜，老板吆喝一嗓子“80块，拿
走！”囊中羞涩的学生们还是
不依不饶，“40块卖不卖？”

餐馆卫生糟糕却也实
惠，几个好友，几个小菜，倒
上几杯啤酒，这就是曾经无
数学子们廉价而快乐的青
春。

即使如此，学生们还是
在事后清算，哪家老板厚道，
哪家店铺心黑。如今，老烟大
市场成为历史。坐下来想一
想，我们无力责备吝啬的学
生，因为他们的手里不可能
攥着振华商厦的购物卡，随
心所欲潇洒买单。我们也无
权批判那些精明的店家，他
们多是就近失去土地庇护的
农民，需要在一声吆喝、一点
奸诈里谋取一家人的口粮。

上次老同学来访，非拽

着再去老烟大市场逛一遭。
我不知道下一次再有朋友
来，喊上一嗓子“去市场”我
该如何应对，难道说一句“我
们的市场早已不在”了吗？

在这里，我们买过自行
车、袜子、拖鞋、水果……路
过街角的“两元店”，听着店
里每次都要哑然失笑的“小
喇叭广告”，“全场两元，全场
两元，不用怕吃亏，不用怕被
宰，拿啥啥便宜，买啥啥贱。”

这是一条攒聚着职业小
偷、男女情侣和落魄学生的
商业路；这是一条摆满了各
色商品和青春记忆的闹市
街；这是一条头枕着烟大清
晨和市井黄昏的生活巷。而
如今，它离我们而去。

已经离开的烟大人故地
重游，会发现烟大对面干净
了、漂亮了、繁华了，却再也
无从在一堆杂乱与喧嚣里再
度重走青春；即将来到的烟
大的孩子，听闻“老烟大市
场”也会成为一个不曾亲临、
不曾浸泡、不曾感触的陌生
存在。

我们情愿再去烟大市场
丢一次手机、买一次假货和
小老板吵一次架，但这已不
能回溯。美好的、糟糕的、搞
笑的、痛苦的，青春里的一切
都是有去无回的单行线。

再见，我们的市场，感谢
在这里陪我们哭过、笑过、牵
手过、拥抱过、勾肩搭背过抑
或只是平行走过的每一个
人，青春万岁！

别了，老烟大市场

读了本报“实体书店经营困难”的报道，老读者范崇义来信呼吁全民读书

从从袁袁枚枚授授书书助助人人说说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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