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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杜甫到过岳阳，穷困潦倒于
岳州街头卖字度日。他没有踏进过邵州
这块宝地，但他的如椽之笔却给我们留
下了《奉送十七舅下邵桂》的诗：“绝域三
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辞舅氏，别后见
何人。缥缈苍梧帝，推迁孟母邻。昏昏阻
云水，侧望苦伤神。”

其十七舅何人？具体到“邵桂”什么
地方去？去做什么？都无从查考。诗人在
什么地方写这首诗，也不知道。从诗中
看，只知道这诗作于杜甫晚年潦倒悲苦
的境遇之中。诗中也未具体写到“邵桂”
的人、事、景、物，而只是抒发了诗人送别
十七舅的凄清愁苦之情。前四句写自己
的境况和心情：

“在这偏远的地方，在这深冬的傍
晚；疾病缠绕的身体，倍感浮生的苍凉。
舅氏远行去邵桂，余心无限的感伤；你我
依依惜别后，何时还能见亲房？”

接下来两句，推想十七舅到邵桂，也
会坎坷困顿，令人担忧：

“舜帝巡行的苍梧，飘渺遥远的蛮
荒；你像择邻的孟母，难有宜居的屋场。”

我困居此地，诸事不顺，你去到远方，
亦前程难卜，艰危未料。因己推人，凄苦无
奈：“雾漫云浮的昏暗，阻隔送行的视线；
倾侧遥望着远影，涌动满腔的悲伤。”

字字离情，句句悲凉，透露出盛唐衰
落之后的凄苦惆怅，沉郁悲怆，与少陵野老

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许多诗作的风格
情调高度的一致。“苦瓜和尚”石涛在谈绘
画时有一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绘画如
此，为诗更是如此，个人的情调总涂抹着时
代的色彩。其实，不是“当随”，而是“必随”

“总随”。“当随”是指艺术家要主动地把握
时代脉搏，作品要积极在顺应时代的潮流。
其实，不管艺术家是否主动、积极，他的作
品无论如何超脱不了时代的基调，洗涤不
了时代精神色彩的浸染。一时代的作家、诗
人、画家，作品中总附丽着时代的影子。

张刺史邵陵怀古

张刺史指张谓。张谓，字正言，河内
（今河南沁阳）人，唐玄宗天宝二年（743）
进士，历经肃宗，至代宗大历初年任潭州
刺史。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620）改长沙
郡为潭州府，辖地包括邵州。刺史任期，
张谓有《邵陵作》云：

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
已道一朝辞北阙，何须五月更南巡。
昔时文武皆销铄，今日精灵常寂寞。
斑竹年来笋自生，白蘋春尽花空落。
遥望零陵见旧丘，苍梧云起至今愁。
惟馀帝子千行泪，添作潇湘万里流。
很明显，这是凭吊大舜南巡的怀古之

作。《尚书·舜典》记云：“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岳，如岱礼。”用像祭祀泰山一样的礼节

祭祀南岳。《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更细致
一点：“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岁
二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
狩；十一月，北巡狩……五岁一巡狩。”

舜帝治理天下，亲历亲为，了解四方
民情，风霜雨雪，关顾民间疾苦。终于，以
劳顿奔走而逝于山野：“践帝位三十九
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
嶷，是为零陵。”苍梧，即九嶷，属南岭山
脉之萌渚岭，北连衡岳，南接罗浮，纵横
2000余里。大舜南巡，曾踏霜露云霞而至
邵阳，曾在新宁、东安接壤之高茶园，教
邵阳先民制茶，开邵阳茶业之先河。又在
夫夷河畔见奇山异水，曰“山之良者”，遂
有“崀山”之名。但无典籍可考，是在第几
次南巡期间，亦不知具体年月。相传舜逝
于苍梧，二妃娥皇、女英往寻，于九嶷山
下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亡。于是，
竹成斑竹，又称潇湘竹，令后人千古凭吊
兴慨。张谓的诗即是此中一例。

《邵陵怀古》前四句记述舜帝为民勤
政之事，赞颂其“只为苍生不为身”的伟
大情怀。中四句写大舜和二妃逝后的千
古悲凉，抒发无限追思之情。结尾四句写
自己“遥望旧丘”的愁绪，像“帝子”一样，

“泪添”“潇湘万里流”。借怀念大舜为民
献身的典范，暗寓自己理政潭州的寄托，
其词也真诚，其情也悲悯。虽其治潭史无
褒记，但其初心不可谓不仁。

邵阳诗韵

“诗圣”亦有邵桂词（外一篇）

刘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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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酷爱读书。
年轻时，爱读书，大多如陶渊明老先

生所言“不求甚解”。那时，书读得很快，
从翻开第一页开始，就急切地想知道主
人公经历了哪些悲欢离合，他在情感和
生活的漩涡里到底做出了怎样艰难的抉
择，命运有没有辜负他，最后又是怎样的
结局。就是在这样急迫心理的驱使下，我
一目十行，目光像贪婪的蜜蜂舞动翅膀
一样，在散发着墨香的文字间翩跹，流连
忘返，直读得酣畅淋漓，如醉如痴，忘记
了吃饭，也忘记了睡觉。

《第二次握手》《安娜·卡列尼娜》《复
活》《战争与和平》《牛虻》《追忆似水年
华》……就是在这一时期阅读的。由于太
过痴迷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忽略了对语
言和艺术形式的品味和欣赏。不过，可以
肯定的是，这些文学书籍为我的生活打
开了一扇五色斑斓的窗口，让我看到了
世界的浩瀚辽阔和生活的丰富多彩，让
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卑微浅陋，如一粒

微尘，如一棵小草。
为了摆脱困囿我的种种看得见看不

见的束缚，我更加渴慕读书，我渴望与
那些高尚的心灵对话，我沉迷于与智者
思想的碰撞。就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之
中，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的愉悦和
心灵的解放。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读
诗使人灵秀，哲理使人深刻……”读书丰
富了我的知识，陶冶了我的情操，甚至
不知不觉间也改变了我的容貌。我变得
博学，谈吐得体，风度优雅——在阅读
中，我遇见了那个正在脱胎换骨破茧成
蝶的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书籍的滋
养浸润，我的内心世界逐渐由奔腾喧嚣
渐趋于平静从容，阅读的速度也不自觉
地慢了下来，读书也更侧重于品读。这一
阶段的阅读，不再盲目地追求阅读的数
量和速度，而是既注重汲取思想的精华，
又注重学习欣赏艺术形式的完美呈现。
我常常为书中的某一句话而情不自禁地

会心一笑，也会为作者构思的精巧和匠
心独运而击节赞叹。

遇到一本好书，那是上天对自己的
恩赐。阅读一本好书，更是可遇不可求的
好缘分。对于这样的好书，我觉得如果浮
光掠影，蜻蜓点水，简直是辜负了上天的
一番美意，实在是愧对作者呕心沥血的
奉献。于是，我开始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
阅读一本书。

《平凡的世界》《霍乱时期的爱情》
《百年孤独》《瓦尔登湖》……就是在这一
时期反复阅读的。每一次阅读都有一种
全新的感受和体验，都有一种意想不到
的感动在猛烈地撞击着心扉，那一种感
觉真是妙不可言。正如北宋词人张孝祥
在《念奴娇·过洞庭》一词中，面对中秋时
节洞庭湖“素月分辉，明河共影”的美景，
发出了“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浩
叹一样。是的，读书之乐、读书的妙趣真
的是一种难于与人分享的独特而奇妙的
精神之旅。

黄永玉先生曾说过“关掉读书灯，一
身都是月”。确实如此，在每一个万籁俱寂
的夜晚，当我放下缠绵已久的书本，浑身
舒坦，似乎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下，每一个
毛孔都舒张开来，都在尽情吞吐接纳天地
灵气，心灵也如月光一般空灵，澄澈。如果
进入梦乡，就连做梦都是香甜的呢。

品茗谈文

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是月
张燕峰

体育比赛，常把前三名称
为冠军、亚军与季军。也许您会
有疑问，比赛又不是行军打仗，
怎么都跟“军”扯上关系呢？

其实，体育比赛确起源于
军队，无论东西方都一样。许多
体育项目就直接脱胎于军事训
练，像骑马、射箭、跳高、跳远、
掷标枪、游泳等。这样看来，以

“军”命名比赛前三名就不足为
奇了。

比赛有“三军”，现代军队
有海陆空三军，古代军队亦有
三军，哪三军？曰前、中、后三
军，曰左、中、右三军，曰上、中、
下三军。所谓冠军，实是“勇冠
三军”的缩写。一般认为冠军源
自西汉大将霍去病。霍去病以
其骁勇，痛击匈奴，被汉武帝任
命为骠骑将军，封冠军侯。这以
后，魏晋南北朝均设冠军将军，
唐朝也设有冠军大将军官衔。
直到清朝，护卫帝王的銮仪卫
及旗手卫的首领，也称为“冠军
使”。那么是否还有比霍冠军更
早的冠军呢？有。《史记》提到过
两位。一位是秦末项羽掌权前
的“老板”宋义，宋义英勇善战，
被楚军称为“卿子冠军”。另一
位是项羽的部将英布，司马迁
说他“布常冠军”。只是宋冠军、
英冠军的声明远逊于霍冠军，
这才失去“冠”名权。

亚是次一等的意思，亚军
也就是低于冠军的优胜者。诸
子百家中孟子号亚圣，项羽尊
称范增为亚父，均是此意。还有
一种说法认为，霍去病成冠军
后，后人经常提到另一位西汉
名将周亚夫，周亚夫自然成了
首位亚军。

至于季军，季是排行，用在
兄弟排行里是伯仲叔季，季居

第四。用在季节里是孟仲季，像
春天可分为孟春、仲春和季春，
季居第三。季军就取了季节排
行。为啥不取兄弟排行呢？三军
三军，不是四军，当然要取接近
的排行了。有人说反正季排最
后，季军就是老末。不然，季军
虽是三强中的老末，实力还是
很突出的，形容老末的还有一
个专有词汇：殿军。殿军就是殿
后之军，史上最有名的殿军是
那位“解名近处是孙山”的孙山
啦。

涂鸦因何叫涂鸦

有两种涂鸦。
一种是中国涂鸦。唐朝有

位诗人叫卢仝，他有首《示添
丁》诗说：“忽来案上翻墨汁，涂
抹诗书如老鸦。”说他的儿子乱
写乱画，涂抹得像乌鸦似的。后
人从诗中提炼出“涂鸦”两字，
用以比喻书画或文字稚劣，且
多用作谦词。如明朝的管时敏
有诗云：“我嗟涂鸦手如棘，屡
欲从君问奇画。”小说《孽海花》
第十四回说：“这是小女涂鸦之
作，贤弟休要见笑。”

另一种是美国涂鸦，一种
户外行为艺术。准确地说，这是
英语graffiti的意译。1966年，美
国的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有
人将自己的绰号以及自家门牌
号之类涂绘于墙面等介质上。
后来，graffiti逐渐扩大到汽车、
火车和车站站台等不同表面
上，墙不再是唯一的介质。

严复先生曾说翻译要讲求
信、达、雅三字。用涂鸦来翻译
graffiti，将中国古典与外国现
代艺术完美结合，真可谓形神
兼备，神来之笔呢。

思想者营地

趣话冠军、亚军与季军（外一篇）

张天野

资水
资水是邵阳的母亲河，但

见诸传世文献的记载比较晚。
《汉书·地理志》载：“路山，资水
所出，东北至益阳入沅，过郡
二，行千八百里。”前不见资水
面目，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也
对资水语焉不详，直到北魏郦
道元的《水经注》才有比较翔实
的记载。有人觉得奇怪，为何

《禹贡》《山海经》对资水只字不
提呢？其实，上述典籍暗含着
资水的信息。《禹贡》载：“江、汉
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山海
经》卷五载：“澧沅之风，交潇湘
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楚地
记》载：“巴陵、潇湘之浦，在九
江之间。”宋人胡旦、朱熹、蔡沈
皆以注入洞庭湖的九水为九
江，虽然个别河流有差异，但其
中均包含“资水”。康熙《宝庆
府志》卷十一“地舆·形胜”载：

“九江孔殷，资居其一。”1957
年安徽寿县出土了楚怀王六年
（前 323）的“鄂君启节”，“资
水”赫然在目：“上江，入湘……
入资、沅、澧、油。”由此可见，先
秦时期，已经有了资江之名，资
江的历史露出冰山一角。

康熙《梁志》
研习道光《宝庆府志》，常

遇到康熙《梁志》，譬如该书卷
六十一“疆里记”：“有桃花洞。
城南七里许，俗称十二景之一

‘桃洞流香’者也。康熙《梁
志》：‘由城南官道左径至，洞扉
高丈余。’”“东山上有寺，即宋

太平兴国讲寺。康熙《梁志》
云：‘东山岔起城左，如覆盂
然。上有寺，奉三世尊。’”康熙

《梁志》是本什么样的志书呢？
百思不得其解。今年在网上花
费 200 余元买到了康熙《宝庆
府志》，读序言，一阵狂喜，查

“桃花洞”“东山”，心花怒放，一
切疑惑烟消云散。原来此志书
是康熙年间在中宪大夫宝庆府
知府兰阳梁碧海主政时撰修
的，简称“康熙《梁志》”。

宝庆的来历
“铁打的宝庆府，纸糊的长

沙城。”宝庆是一个有厚重历史
的地方。

近读《晓山话邵阳》，里面
谈到了宝庆的来历。“邵阳古称
宝庆，源于宋理宗在大祥区发现

‘宝秤’，后自定年号宝庆，铸宝
庆元宝，并赐名邵阳为宝庆。”还
说赵昀任职邵阳防御使期间，曾
在城外邵水桥下获得一件价值
连城的宝物——宝秤（谐音宝
庆），他视为祥瑞之物，当皇帝
后，即以宝庆为年号，封邵州为
宝庆府。这可能是一则美丽的
传说。本人觉得这种说法十分
可疑，拟定年号是国家大事，一
般会经过高层讨论。宋朝文治
极盛，年号引文常出自古之典
籍。现已初步查明，宋理宗“宝
庆”年号取自《易传·系辞下》“圣
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与《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
赖之，其宁惟永”而来。

（易立军，隆回人，中国屈
原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会员）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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