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癸酉，师陈于鞌（ān）。邴夏御齐侯，逢丑
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
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
克伤于矢，流血及屦（jù），未绝鼓音，曰：“余
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
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
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
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
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
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

（fú）而 鼓 ，马 逸 不 能 止 。 师 从 之 。 齐 师 败
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
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
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
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
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
厥俛定其右。

逄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guà）
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轏（zhàn）中，蛇出于其
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
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

“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
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
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
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
宛茷（fèi）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
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
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
之。

齐晋鞌之战是春秋时期一次著名的战役，
发生在鲁成公二年（前 589）的夏天。这年春，
齐伐鲁，并与卫发生军事冲突。鲁、卫向晋求
救。因为这关系到晋对北方诸侯的领导权问
题，所以晋毅然同意出兵，派卻克做主帅，率领
八百乘大军向东进发。这时齐军伐鲁、胜卫
后，已返回齐国。晋师追踪而至，六月十七日
在齐国鞌（今济南附近）打了这一仗。《左传》比
较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战争的经过，本文节选的
是一部分。

全文共三段。第一段描绘了紧张激烈的
战斗场面，是写这次战争的主体部分。作者用
震耳不绝的鼓声、淋漓遍地的鲜血，把战斗的
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整段的基调是“快”。
齐军进攻得快，晋军反击得更快；齐军溃败得
快，逃跑得快，晋军追击得也快。以快表现战
斗的激烈，以快突现齐军的轻狂，以快显示晋
军的英勇。一系列的快，便构成了一幅箭飞马
跃、惊心动魄的战斗画面。

第二段记叙晋国大夫韩厥在战斗中的一
个细节。首先插叙两句，交代头天夜里韩厥父
亲给他托的梦，这是一巧。战斗时又果然应
验，这又是一巧。这些记叙虽然充满了迷信的
色彩，但也不能说不是巧合。“韩厥俛定其右”，
恰恰“逢丑父与公易位”创造了良机，这又是一
巧。这段贯穿一个“巧”字。

第三段写逢丑父设计救齐侯。逢丑父隐
瞒了头天夜里被蛇咬的伤情，一心想参战，体
现了忠；逢丑父和齐侯易位，并让齐侯借着到
华泉打水的机会跑掉也是出于忠；韩厥的长篇
委婉辞令，是为了表白自己忠；卻克义释逢丑
父，是为了表彰忠。“忠”是第三段强调的主旨。

全文不到六百字，作者以巧妙的手法组织
安排情节，以迅疾的笔调描写了一场战争，歌
颂了体现正统观念的忠君思想，说明了骄兵必
败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这篇文章准确地把握住人同战争的关系，
始终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描写战争的着眼
点。作者对双方大兵团交战的场面，只是在开
头采用粗线条勾勒了几笔，其余则主要描写人
物，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关系和矛盾冲突的
描写，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凭借人物的一
举一动、一言一行，来推动战争的进程和发展，
凭借人物的不同品质和道德风貌，来触动读者
的心灵，给人以启示和教育。

全文共写了十一个人物，其中精心塑造了
四个形象。先看齐军的主帅齐侯，他是揭示这
次战争胜败原因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个
人物一出场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他只说了一
句话：“我们消灭了这些晋军再吃早饭。”然后
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进攻，甚至没有给马披上
甲，仅这两笔，就把他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性
格，骄盈轻敌、急切求成的心理，张大海口、贪
婪自得的情态，刻画得传神尽相、惟妙惟肖。
由于他的轻率自满，齐军很快就败退逃跑了。
在被紧追不放、惊恐万状的危急时刻，齐侯竟
然强调，不能射击对方的军官，足见其迂腐和
昏愦。位极人臣，俨然在上的齐侯竟连“戎事
以杀敌为礼”都不懂，而把严酷的战争看成儿
戏，由他率领的军队还能不失败吗？如果没有
下臣舍身相救，他本人真要成为晋军的阶下囚
了。

韩厥是这场战役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文章对他的描写极有分寸。他身为司马，在战
车上应居左位，但是他相信梦验，避开了左、右
的位置，把危险推给了别人，这是何等自私渺
小的灵魂。他紧追齐侯，一心想夺头功，但由
于他的疏忽，致使齐侯得以换位，又由于他的
一篇繁琐的外交辞令，又给了齐侯溜掉的机
会。正是这个人物的虚伪和自私，给晋军的胜
利平添了一抹黑色。

逢丑父是作者褒扬的人物，他是忠君的典
型。开战前他有意隐瞒了伤情，这虽然造成了

“不能推车而及”的严重后果，但足以表明他参
战心切，勇于奔赴战场的斗志。为救君王，他
与君易位、助君逃跑、替君“任患”，充分表现出
舍身忘己、足智多谋、机敏过人的品格。作者
在文章最后写逢丑父大呼：“自今无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这一呼真是声
态并作，剀（ki）切情真，一个高大的形象巍然
屹立在读者面前。这一呼使逢丑父的性格得
以集中表现，他那顶天立地的气魄，那据理力
争的智慧，那熠熠照人的胆肝都跃然纸上。这
一呼，可谓点睛之笔。

解张是晋军主帅的赶车人，他更是值得称

道的人物。文章第一段对战斗的记叙仅寥寥
几句，但对解张的言语、行动则进行了详细的
铺叙。在激战中，解张的手和肘两处中箭，流
的血把车轮都染成了黑红色。但是他默不作
声，忍着巨大的疼痛折断箭杆又继续赶车，表
现出超人的英勇顽强和忍耐精神。主帅受了
伤，他鼓励主帅要忍住伤痛以镇住军心，把战
事放在第一位。他能分析战情，抓住战机，果
断行事，在关键时刻，他身兼二任，毅然担起了
击鼓指挥的任务，表现出一个士卒对战争的理
解力和判断力，真是挽狂澜于既倒、立砥柱于
中流。他的一言一行无不焕发着个性光彩。
这是一位智勇双全、忠诚爱国的形象，在晋军
的胜利中，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饱含激
情把许多笔墨倾注给他，是完全应该的。本文
十分强调下层人物在战争中的智慧和作用，对
逢丑父和解张的精细描刻，使文章的思想境界
得以升华。

文章把以上这些人物置于张弛有致的情
节中，运用高度概括的笔墨，有声有色、绘影绘
形地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战争。战幕一拉开就
紧张得扣人心弦。“不介马而驰”，显示出齐军
进攻得迅猛，也给下文“骖絓（guà）于木”埋下
了伏笔。这一句既是情节的发端，又是情节出
现曲折的枢纽。“卻克伤于矢，流血及屦”，这一

“张”是情节的迅速发展。如果卻克这时退回
阵地，那么大局可定，故事也就结束了。而卻
克却偏偏带伤指挥，“未绝鼓音”，这一“弛”使
情节得以继续发展。由于流血过多，卻克说出

“余病矣”，表明他无力指挥了。如果鼓声停
止，晋败齐胜，故事也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在
这时安排解张和郑丘缓出场，描写他们如何晓
之以理，鼓励卻克镇住帅车。后来解张当机立
断，干脆自己“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霎时间，
鼓 声 咚 咚 ，战 马 狂 奔 ，一 下 子 把 情 节 推 向 高
潮。“三周华不注”是情节的高潮，也是战斗的
高潮，它极写了敌军狼狈溃逃，晋军紧逐不放
的激烈追杀场面。韩厥追齐侯是这个广阔场
面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两军的矛盾由此转入韩
厥和齐侯两个人的矛盾。由于韩厥换了位置，
造成左、右两人负伤倒下；又由于他“俛定其
右”，给逢丑父和齐侯换位置创造了机会。这
两次“易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文章旁逸斜
出，波伏浪起。在紧张的追逐中，作者抽出了
开头埋下的伏线，写战马由于没披甲，在迅跑
中被树绊住，于是乎嘚嘚的马蹄声戛然而止，
故事也由高潮陡然跌下，最后以齐侯逃脱幸免
而告终。逢丑父的一呼气壮山河，使文势顿挫
生姿，至此，已进入故事的尾声，既而便浪落波
平了。作者真不愧是描写战争的行家，把一场
骄兵速败的战斗，写得有张有弛，张中有弛，弛
而又张，张弛相迭。齐侯的狼狈相，逢丑父的
忠义貌也就在这一张一弛，欲擒又逃，欲杀又
赦的情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就是这样
曲笔迂墨，描写了波澜起伏的情节，既反映出
战斗的情状，又活画出各类人物的形象。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古汉语教授，多次获
得省市科研成果奖

迅疾的笔调 剀切的摹刻
——《左传·齐晋鞌之战》赏析

■薛安勤

在儒家学派中，学问与影响仅次于“至圣先
师”“万世师表”孔子的，当属孟子，他也被后世
追慕者尊奉为“亚圣”。宋代以后，人们把孔子与
孟子的思想并举，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一生最崇拜、礼敬的便是孔子，认为孔
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无人可比。孔子逝后，他以《孟子》立世，常以王
者师自居，曾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
我其谁也！”

伟大的母爱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
城一带）人。他三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靠纺
线织布，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孟子小时候贪
玩调皮，不爱学习，母亲非常担忧，恐其难成大
器。为了给儿子提供一处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不
顾艰难困苦，数迁其家。

当初，孟家的附近有一片坟地。孟子常与玩
伴溜到这里，不是堆土垒坟，就是学他人哭祭。
孟母管教不下，便把家搬到了集市里。没想到孟
子看见集市上商旅川流，生意红火，又玩起了做
生意的游戏，像商人一样招徕客人，讨价还价。
那时，商人虽然有钱，却无社会地位。孟母担心
儿子染上“铜臭”，决定再次搬家。

孟母把新家选择在城东的学堂对面。学堂里
师道尊严、书声琅琅，孟子如醉如痴，常倚门而
望。看到先生教弟子演习周礼，他也在家里模仿
起来。孟母觉得儿子走上了正道，心里十分高兴。

孟子进入学堂后，开始还兴致勃勃，勤学苦
读，后来又觉得读书乏味，顽劣如初。一天，他径
自离开学堂回到家中，只见母亲把织机上的布
剪成了碎片。他问这是何故？母亲正色说：“学习
半途而废，就像这碎布一样遭人厌弃！”孟子幡

然悔悟，从此励志苦读，终成一代儒学大家。

思想的光华

孟子师从孔子的孙辈子思的弟子学艺，很
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创立了“仁
政”与“王道”学说。他主张统治者应当“省刑罚，
薄税敛”，施行“仁政”；反对以民为奴，繁徭重赋
动辄以刑，滥施“暴政”。

在孟子心中，“性善”是人的天赋本性，人人
都具有“四端”。这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
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此“四端”为仁、义、礼、智“四德”
的根脉，一个人如果能修养到家，就一定会培养
出浩然正气，成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认为，对于统治者而言，只要能“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则“治天下可运之掌
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仁政”，构成
了孟子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的宏伟框架，他因
此断言，“得其民，斯得天下”。推而广之，他认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做君主的一
定要关注民心向背，求得人民的最大支持，否则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对于如何稳定民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孟

子在回答齐宣王资政方略时，提出了独特的见
解。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
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

为己。”意思是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能坚守信
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到。一般人没有产业，就会
不管不顾，胡作非为。因此，他提醒齐宣王一定
要使老百姓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产业，这样就能
在好年景丰衣足食，遇到灾荒歉收，也不至于冻
饿而死。接着，他还异想天开，为每户农家设计
了拥有五亩、乃至百亩土地后的“农家乐”生活。
虽然只是一种空想，但这种以民为邦本、以土地
为民本的思想，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周游的失意

孟子也像孔子一样，醉心于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他曾四处游历，到过齐、晋、宋、薛、鲁、滕、
梁等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希望得
到赏识与重用。但却处处受阻，无果而终。

在梁国，孟子去见梁惠王，惠王问：“哎，老
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
利益呢？”孟子反问：“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
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了。”

惠王不以为然，又问：“寡人对于国家，可算
是尽心了。河内遭灾，我把灾民迁到河东，又把
河东的粮食调到河内，尽力赈济，其他国家没有
像寡人这样为百姓着想的。但为何邻国的人口
没有减少，而寡人的百姓也没有增多呢？”

孟子一语破的，说：“那是因为王好战。战斗
中非死即伤，逃跑的人一定很多，跑了五十步
的，还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却不想自己也是在逃

跑。大王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要指望你的
百姓能比邻国多了。”

在齐国，齐宣王问孟子：“要有怎样的德行，
才可以称王呢？”孟子回答：“实行王道，能使人
民安居乐业的人，是没有人能够战胜的。”齐宣
王又问：“像寡人这样，能保护、安定民众吗？”

孟子不假思索，肯定地答道：“可以。我听说
大王在祭钟时，不忍看到浑身哆嗦的牛被宰杀，
就以羊易牛。有了这样的好心肠就可称王了。”接
着他又指出：“怜悯之心正是仁的表现，而不是以
大换小的问题。但这还不够，还应该由此及彼，广
施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这样，天下就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掌心了。”

尽管孟子特别属意于齐、梁这样的万乘大
国，多次游说进言于齐宣王、梁惠王，却始终未
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对孟子的学说最为佩服，
曾有意实行他的主张。但孟子觉得滕仅是一个

“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方国，很难有所作
为，便自行离去了。

《孟子》的价值

游历无果，出仕无望，孟子也像孔子一样改
弦更张，另辟蹊径，孜孜不怠，潜心于收徒讲学、
著书立说。他穷尽一切创办私学，欲“得天下英
才而育之”。

为了把弟子培养成学以致用的济世人才，
他不唯书、不唯上，告诫弟子“尽信《书》，不如无

《书》”，鼓 励 他 们 多 动 脑 、勤 思 考 ，“ 心 之 官 则
思”。他还强调读书时应聚精会神，锲而不舍，并
打比方说，如两人同时学棋，一人专心致志，目
不斜视；另一人左顾右盼，心不在焉。那么，即使
后者有很高的天赋，棋艺也肯定不如前者。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关于“仁政”“王
道”言论的精华，是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 记·孟 荀 列 传》记 载 ，孟 子 和“ 万 章 之 徒 序
《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

司马迁肯定《孟子》只有七篇，而到了东汉，
应劭却在《风俗通·穷通篇》中说：孟子“退与万
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
篇”。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里，也从应劭说，
记“《孟子》十一篇”。

东汉赵岐经过一番研究、考证，认为：“又存
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
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
后世依放而枉也。”他因外书系伪造而不予作
注，故后来读《孟子》的人，也不去读它。这样，就
逐渐亡佚了。对于《孟子》的思想文化价值，赵岐
推崇备至。他在《孟子章句》中说：“孟子退自齐、
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
也 。”他 还 把《孟 子》与《论 语》相 提 并 论 ，认 为

“《论语》者，五经之 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
之书则而象之。”所谓 辖，本意为控制车轮运
动的部件，引申为事物的关键；喉衿，是指人的
咽喉与古代衣服的交领，比喻事物的纲要。

毋庸讳言，由于受时代条件所限，《孟子》中
也有唯心主义的内容。比如他所肯定的“先知先
觉、后知后觉”等。还有他所提出的“小人”和“君
子”“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别，更是贬损劳动人
民，在为贵族统治者涂脂抹粉。所有这些，虽然
谬误明显，但小端不害大义，仍瑕不掩瑜。

孟子是如何成为“亚圣”的
■赵战生

11 月 5 日凌晨，欧阳中石先生溘
然长逝。噩耗传来，人们不胜悲痛。
中国当代书坛陨落了一颗巨星，杏坛
失去了一位名师，我与“普天桃李”失
去了一位百世难遇的“书法导师”。

1990 年 11 月，笔者到北京参加由
欧阳中石先生主持的“中国书画创作
研究班”，拜先生为师，聆教月余，受益
匪浅，从此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既传统而又不泥古的书法教
育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国范围内掀
起的“书法热”中，书法教育成为风行
一时的“重中之重”。当年由欧阳中石
先生主办的“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起
到了“独领风骚”的潮头作用。1990
年 11 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书画创作
研究班”就是一次“八百诸侯会孟津”
的书法培训，为之后的中国书法家协
会培训活动的连续开展，开了好头。

那次研究班自始至终体现了先生
“既传统又不泥古”的书法教育理念。

面对来自全国书坛的“各方诸侯”，先生仍然采
取“一对一”的单个教练。为了扭转某些学员“任笔
为体”的不良“习气”，他把“临帖”作为本次研究会
的“重头戏”，着重强调要学“古人”，学“传统”，摈弃

“学今人”，甚至公开反对学他本人的倾向。
我偏爱草书，先生针对我用笔过速的毛病，

又给我介绍了一位师傅。当我询问他是谁时，他
笑着说：“一千年前的师傅黄庭坚。”他说，黄庭坚

“点法入草”是个创举，用好了不但可以减速，而
且还可以增加书法的“节奏感”，并介绍了黄庭坚
的《李白忆旧游》《诸上座》《廉颇蔺相如列传》等
法帖。现在我的草书如果说还有点长进的话，完
全是先生教导的结果。

二、重学养而不轻技法的综合培养
先生教书法一直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而蔑视“书奴”“写字匠”。为了提升学员学养，他
在当年的培训班上，使了两个“绝招”。

第一个“绝招”是在培训班上安排了一周的
“诗词文学课”，专请北京大学的文学大师给大家

讲诗词歌赋，提升学员的文学素养。
第二个“绝招”是在毕业前书法

创作课上，给每个学员送一幅老师的
亲笔书法，但要求书法内容必须是学
员自己的文学原创，诗词楹联都行，
不但要合律，而且还要有文采。这一

“突然袭击”可“难坏”了众学员。拿
不到老师的字，空手而归，真可要“抱
憾终身”！

先生题写了我的一首七绝诗《雨
中登泰山》以赠：

山锁烟霞里，
云随步履开。
豁然红日出，
岱岳信雄哉。

在提笔书写前，先生首先拈毫濡
墨在诗稿上，把原来结句的“何难哉”
改为“信雄哉”。如此改动，不但纠正
了“三平脚”弊端，而且使诗意境界陡
增，好不让人拍案叫绝！

三、重“言传”且更重“身教”的大
家风范

低调做人的品格是先生的一贯
作风，以前只是耳闻，而这次题诗落
款，直接印证了这一点。在我的《雨
中登泰山》正文后，先生落款竟然写
成“ 振 生 同 好 泰 山 诗 ，中 石 书 ”。 当
时，我急忙阻止道：“老师，我是您的
学生，怎么能称‘同好’？”（时年先生
63 岁，我 43 岁）而先生微笑答曰：“你
我都喜欢诗词和书法，不是同好是什
么？”

后来还听到许多热议先生谦虚
谨慎、幽默豁达的佳话传说。

在先生的头顶有许多耀眼的光
环，当记者采访他问他最喜欢哪一个
荣誉称号时，先生慨然答道，就是北
京市赠送给他的“人民教师”这个朴
实称号。

在央视的《艺术人生》中，当主持人朱军问
他：“现在全国的书法家都在搞个展，您为什么不
搞呢？”先生竟然幽默而睿智地答道：“我怕暴露
缺点……”

先生是一位哲人！
先生是一位宗师！
多年来，我一直不忘先生教诲，立足传统，与

时俱进，全面发展，勇攀高峰，曾于 2007 年在北
京大学举办“杨振生诗联书画展”，实际上这是对
欧阳先生的一次汇报，是给全国文友的一份示范
答卷，是对“文章华彩，翰墨双馨”书法之路、文化
之路的忠诚实践。

当然，走在这条路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更
多的应该都是他的学生，都是他带领的一代优秀
文化传承者。

我们不会息肩的，我们不会停步的！
至尊莫若师，难忘当年，岱岳雄哉人始信；
柔笔能扛鼎，磨穿铁砚，兰亭已矣字通神。
岱岳雄哉，先生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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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闻喜县神柏乡下丁小学组
织学生来到下丁村“农耕文化博物馆”，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对农业耕种的认知
能力。

当天，孩子们在农耕文化博物馆认真听

取老师讲解各种传统农耕工具的用法以及
农耕社会的发展、变迁。通过实践活动，学
生们进一步感悟到中华农耕文化的博大精
深。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