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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课上学邓拓《事事关
心》一文，知有无锡东林书院及东林
党。那书院门口著名的对联，谁人不
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的文
章大意是说读书人要关心政治。此
一传统古已有之，起码从东林党人
那里即有明证。大学八部，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家事国事天下事，本在儒者为学
必修的项目之内。大的学问，必定包
括国事、天下事。而事事关心的心
字，在当时理学与心学辩难交锋的
学术背景下，更有特别的意涵。事事
关心，或许并非今日所说的“在意”

“上心”的意思。它是否可以理解为
事事关乎心学中的那个“心”呢？这
个问题或许可以另文专门探讨一
下。

前年暑假的时候，我有机会在
无锡逗留了几日。白天闲来无事，便
想着去无锡的景点逛逛。锡惠公园、
蠡园、鼋头渚这几处景点，在小学四
年级春游时已去过。梅园也曾游览
过。不如去一个新的地方吧！东林书
院这样一个有名的地方，何不去看
看呢？于是立刻动身，不想当时是下
午五点多，到达时发现，景区已经关
门。只到得书院的河边，站在河的岸
边望去，看对岸密密匝匝的树林在
暮色中逐渐模糊。

第二天，再次专程来到这里。夏
日炎炎，酷暑的天气，若非内心对某
种景致的向往，绝无出来的兴致。书
院的特点是“水边林下”。茂密的树
林，东边的河流，加上些明代风格的
建筑、楹梁、牌坊，构成了这一久负
盛名的文化景点。游览的人甚少，毕
竟，若非有文人的雅兴，有几个游客
会来此观光呢？这里面除了房子、桌
子、园林小景，什么也没有，“不好
玩”“没有意思”。现如今，它已成了
无锡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传统
文化教育基地。大概中学生会被组
织来此接受教育，而非“游玩”。人们
对单纯的历史文化遗迹，总不及对
迪士尼乐园、欢乐谷一类的地方有
兴趣。然而，它毕竟是有历史文化底
蕴在的。如深谷中的幽兰，不能大红
大紫，却一直散发着它的馨香。君子
爱兰，君子如兰。对于历史文化景
点，若非有关情怀，有对历史知识的
兴趣，只会觉得索然无味。

入得书院，讲学的地方、住宿的
地方，一一可以看到。这些建筑，虽
为重建，但仍不难让人想象当时文
人讲学的场景。东林书院由告辞在
家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偕众友创
建。顾宪成去世后，书院由他们的同
道高攀龙主持。几人都曾为万历朝
的大官，几乎又都因上书言事、批评
弊政而被贬官，乃至削职为民。其
时，明朝的宦官专权已十分严重。朝
政荒废，世风日下。不出多少年，大
明王朝就亡掉了。这些批评朝政者，
被诬为东林党。其实他们人数极为
有限。杯弓蛇影，朝廷害怕文人议
政，一时竟将所有作风正派、敢于批
评谏言者称为“东林党”。

在历史上，东林书院即曾被毁
过。据说拆下的木料石块，拿去建魏
忠贤的生祠去了。木石无言，可以筑
忠良清议讲学之高大上的地方，也

可拿去建乱臣贼子奸邪之人的所
在。高攀龙得知将要被捕时，效屈原
之事，投池水自尽，留下遗书一封，
其中仍不忘向君上表忠心，称自尽
不是畏惧，是为了避免受辱，臣辱则
国辱云云。

思想史上写到东林思想时，大
体言东林思想对明末实学发展之贡
献。顾宪成“居水边林下”而“志在世
道”，反对迂阔，反对遁入空门的王
学，讲“日用常行，须臾不可离之事”

“愚夫愚妇之所共知共能”的内容。
每逢讲会，除地方士绅到会，平民百
姓亦前来听讲。“顾宪成是明末理学
转向实学的著名思想家之一。”(《明
清实学简史》，第315页)而高攀龙为

“一时儒者之宗”，同样反对谈空说
玄，力排佛、老，视佛、老为国之蠹
虫，提倡有用之学。王阳明的无善无
恶说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批驳。东林
士子对“三教统一”说也予以批判。
他们认为，三教统一的本质是以佛
代儒。一统三教，实际上背离了儒学
之根本。高攀龙还有惠商恤民的思
想。他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对商人的
盘剥，认为应当为工商业提供良好
发展环境。东林思想家为新兴市民
阶层发言，实为“早期启蒙思想家”
的先驱。(步近智文、陈鼓应等主编

《明清实学简史》，第330页)
黄宗羲对东林士人颇为同情。

他在《明儒学案》中指明，称东林士
人为东林党人，本身即为冤枉。

东林士人之学，仍为儒学正宗。
它们还在孔孟之道的圈子中打转。
不过，它们仍发挥了其批评时政的
作用。东林士人并非现代社会中的
知识分子。他们绝不是公知。他们的
衣食不能自足，更不是靠写文章换
取稿费。他们不过是尽了一个儒者
的本分，为国尽忠，在家尽孝。他们
在儒家道德理想的指导下，对时弊
作出反思。而专制政体亦容不得此
种来自庶民的批评。上书谏言，被贬
官。或再度起用，或永远告别政治舞
台。此种宦海沉浮，仅是个人之事，
于顽固的体制毫无作用。用今天的
话来说，东林士人皆为体制内人士。
他们的清议，并不挑战君权，亦不受
朝廷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在当时
大多数世人奉行明哲保身的情况
下，他们敢于明是非、辨善恶，不甘
于沉沦，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以讲学
的方式影响社会，培养人才，亦实属
可贵。儒学之精神，不正在于“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吗？君子
儒与小人儒之分，自此亦不难看到。
无疑，东林士人如顾氏兄弟、高攀
龙、钱一本等都是些堂堂正正的君
子。他们重义不重利，在污浊中保持
做一股清流，不计较个人在官场上
的得失。高攀龙从地方判官职上退
下时，有一千余金俸禄未领，巡抚发
文要他去取，他竟辞而不受。当然，
顾、高家中无此俸禄依然能够维持
生计。顾氏兄弟发表批评意见、与阉
党斗争时，难道不知道后果？他们是
真正的有浩然正气的士人。

出来时，沿小径折向东开的一
个门，经过一个茶馆。茶馆前面有假
山小池、各色花草树木，甚为别致。
出来到大马路上，那书院的景象，便
在白色围墙后隐去了。这是个好地
方，也算是无锡的一张文化名片吧。
我心里想着，不觉已走到了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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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南唐时期的
冯延巳，擅长写诗填词，虽然
贵为宰执，却从未荒废。他的
那首《谒金门》词，起笔写道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语
感煞是流畅，摹状尤为生动，
一时间不胫而走，四处传扬开
来。

在我国古代，纯粹的专业
文人很少，多的是亦官亦民亦
学者，冯延巳当然也不例外。
那时的官员，于正业之余，都
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的
雅兴。但在艺术造诣上，也不
是什么人都能名垂史册的。文
笔好不好，仅在文人圈中称道
是不够的，还须得坊间流行。
就拿柳永来说，他在词坛上名
气之所以那么大，以至于“凡
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无疑
是坊间争相传唱的结果。实际
上，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能
够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
不见得一定是鸿篇巨制。多数
情况下，一篇短文或是一首小
诗、小令，甚至是看似寻常实
隽永的句子，就能名动朝野。
这种现象，在北宋尤为突出。
例如，秦观因在词中写有“山
抹微云”等句子而被称作“山
抹微云学士”，张先因在词中
写有“云破月来花弄影”而被
称作“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
宋祁因在词中写有“红杏枝头
春意闹”而被称为“红杏枝头
春意闹尚书”，贺铸因在词中
写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
子黄时雨”而被称为“贺梅子”

“贺三愁”。直到今天，也有不
少文化名流之所以能被人记
住，也是得益于他们作品中那
些闪烁着人文之光的名言警
句。这种现象，与知识碎片化
无关。同今天的网红流行语相
比，差别在于生命力。无论是
谁的作品，名动一时易，千古
流芳难。只有那些经过岁月淘
洗后仍然光泽不减的金句，才
能荣列经典之殿堂。

冯延巳官做得不怎么样，
于功名和人品上也乏善可陈，
但却多才多艺。南唐立国之
初，烈祖李昪任命他为秘书
郎，让他与太子李璟交游，看
重的主要是他的才情。后来人
的评述表明，冯延巳在词坛上
的地位颇高，被陈廷焯誉为

“五代之冠”，王国维称他“开
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
未逮其精诣”。冯延巳的词，介
于婉约与豪放之间，“独立小
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将远恨，上高楼。寒江天外
流”“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
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
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
关山隔”等句子，很难说超脱
了花间词的窠臼。不过，他的
那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
水”，看似明白如话，却把风
生水起的韵味攒足了。

一次，内廷赐宴，元
宗李璟很随意地对冯延
巳说：“吹皱一池春
水，干卿底事？”冯延
巳答：“安得如陛下

‘小楼吹彻玉笙
寒’之句？”这番

对话，不过是席间调侃。将冯延
巳的回话上升为媚上邀宠，似
乎有点解读过度了，尽管冯延
巳这人的口碑不怎么好。再说，
他俩的交集也不是一天两天
了，于艺术天分上知根知底，不
经意间谈诗论词，既有互相切
磋的默契，也有各谙其趣的自
得。应该说，李璟的“小楼吹彻
玉笙寒”是难得的佳句，而冯延
巳的“吹皱一池春水”则妙道自
然，浑然天成。一个土俗的“皱”
字，比起“微澜”“涟漪”之类的
雅言生动多了。

“干卿底事”一语，说白了
就是关你什么事，后来遂成典
故，用来讥诮他人管闲事。袁枚
在《随园诗话》中说，诗人爱管
闲事，所关注的事情越是不要
紧就越好，所谓“吹皱一池春
水，干卿底事”也。袁枚举例说，
陈德荣的《七夕》“笑问牛郎与
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维
桢的《柳花》“飞入画楼花几点，
不知杨柳在谁家”，都属于这种
情况。袁枚的话说得轻巧，却触
着了文学艺术的神经末梢。在
文学艺术领域，家国情怀很重
要，但也须从细微处着眼。文人
们所吟咏的山水草木、人间世
故等，无非闲情逸致，虽然当不
得饭吃，但也不可或缺。

风摆杨柳、雨打芭蕉、烟笼
寒水、雪压竹枝、月摇桂影之类
的自然现象，自是寻常闲事。但
在文人眼中，却能触景生情，诱
发灵感，激起创作冲动，以至浮
想联翩，欲罢不能，于是便伏诸
案前，形诸笔端，于是便有了诗
情画意。倘若较起真来，质问林
逋：“疏影横斜水清浅，干卿底
事？”质问苏东坡：“春江水暖鸭
先知，干卿底事？”质问李清照：

“应是绿肥红瘦，干卿底事？”质
问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干
卿底事？”如此等等，岂不大煞
风景？从文学艺术功能上说，闲
事并不闲，无用乃大用。小说散
文也好，影视剧作也好，诗词歌
赋也好，琴棋书画也好，都是不
能当饭吃的。但若没了这等闲
事、这等闲情，就没了所谓的诗
意栖居，没了所谓的诗和远方，
岂不“闷杀人也么哥”？正因为
如此，我们应当感谢那些爱管
闲事的文学艺术家们，感谢他
们为我们奉献的精神食粮。

进一步说，为文是这样，为
人也是这样。对于世间的闲事，
总要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有人
出头管上一管，倘若大家都抱
着“关我何事”的心态高高挂
起，世风如何能够改变？世界如
何能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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