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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开讲了！
与 名 家 对

话，与思想交锋，
集中讲述我们文
化的前世今生和
个体成长的来龙
去脉，历史进程
中的重大事件和
人物将依次登台
亮相。

5月7日，作
为封面新闻和成
都博物馆联手推
出的文化盛宴
“封面开讲了”，
在成都博物馆隆
重开讲。“封面开
讲了”作为封面
新闻主办、成都
博物馆联合主办
的全新文化品
牌，立足封面新
闻人文矩阵及专
家智库，邀请名
家做客，发出时
代声音。首期邀
请了著名文化学
者、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首都文化
创新与文化传播
工程研究院院长
于丹，以苏东坡
的诗词为原料，
品读他的“人间
有味是清欢”。

一位是千百
年来被人爱戴的
北宋文豪，一位
是用儒学经典浸
润国人心灵的当
代著名学者，苏
东坡和于丹，在
成都跨越时空有
怎样的邂逅？封
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根据讲座录
音整理，全文刊
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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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
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
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
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
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
验者……是饮酒成瘾者，是心
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
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
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
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
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
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
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
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
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苏东坡传》
谁是苏东坡？我想用林

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的
这段话作为开头。一蓑烟雨
任平生，人间有味是清欢。有
一种古人，他们是我们的朋
友，在我们心塞、烦恼、焦虑的
时候，他们如同一杯清茶，让
你气定神闲，让你心思清朗。
苏东坡，正是这样一个古人。
我一直羡慕四川人，你们的老
乡太精彩了。从我20岁第一
次跟随导师来成都至今，我一
次一次地回来。每次回来，我
都会想起苏东坡那句话，此心
安处是吾乡。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
苏东坡这个人，我会说：一点
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谁是苏东坡？问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会
露出亲切而敬佩的微笑。想想我们中国历
史上的哪个人，提到他的名字，中国人会露
出会心的微笑？也许这句话足以概括苏东
坡这个人。一个人有着种种确定的过往的
身份，但是一切都不是他生命的全貌。

谁是苏东坡？我们当代的大学问家季
羡林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
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
高水平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
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中
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
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宋八大家之
一。论画，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
宋代苏、黄、米、蔡四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
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切呢？也许这
句话可以解释，“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
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
人。”这句话说得足够骄傲吧，为什么他可以
陪玉皇大帝？因为他有才华，所以跟玉皇大
帝聊，谈天说地不会发怵，难的是下可陪卑
田院乞儿，他说我眼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我
的眼前人人都是好人，没有谁不好。林语堂
分析说，苏东坡这辈子受过那么多的坎坷困
顿，这样的人怎么不心怀怨恨呢？林语堂说
我明白了，“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
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
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
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
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
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这大概算是一把钥匙，让我们打开苏东
坡。所以我们要说“一蓑烟雨任平生”，看他
走过什么样的人生历程。

如果你只让我举出唯一一个中国历史
上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
我一定不会说李白，也不会说杜甫，更不会
说陶渊明，这个人必是苏东坡。苏东坡有知
识分子的担当，同时在苦难中有一份潇洒的
彻悟。他是真正在党争的漩涡中有话语权
的人物，儒道释三家在他身上水乳交融。如
果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言，
苏东坡是最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独善和兼济有时候在他身上是共存的存在，
他始终是热情的，爽朗的，他的初心一直清
晰，这才是苏东坡的价值，因为他赶上了北
宋，所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大时代，20岁的
苏轼、18 岁的苏辙和父亲苏洵出蜀离开眉
山，一门三父子在走出巴蜀的时候就注定青
史留名。宋太祖开科取试比前朝增加了十
倍，“宰相须是读书人”，可以说在宋一代，所
有的士大夫都是得了志的文人，所有的文人
都是失了意的官员。所以说在宋一代，中国
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是出将入相、内圣外
王，出外可以做武将，进内朝可以拜宰相，这
是多么宏阔的一个梦想。苏东坡走出眉山
的时候就是抱着这样的志向。

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
子三人出蜀地赴京师参加进士考试。苏轼
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虽然苏轼未中状元，却
受到欧阳修的热情奖掖，一时之间名满天
下。嘉祐六年（1061），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

当时，主考官吏部侍郎欧阳修给大家出
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我们来看看
苏东坡用 600 字写了什么文章？他认为赏
罚必须分明，又必须做到立法严但责人宽。
有一善，从而赏之，看到老百姓做善事要大
加褒奖，要歌颂他的美德，那就是一个道德
的典范，让天下人向他学习，因为你告诉他
你做了这个开始不容易，但难的是一辈子做
好事，要善始善终做下去。而这个世道上有
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
弃其旧而开其新。看见不好的事情，眼里不
能容沙子，还要惩罚他，还要反思他，惩罚并
不是说对事，其实它也是要去除背后的机
制。这个世界要想进步，一定要能够创新，
要能够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割除，这样惩恶扬
善的力量就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

想一想20岁的苏轼，年纪轻轻就知道，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
以无罚，罚之过乎义。”所以在可赏可罚之
间，他论述说，“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
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
也。”如果奖励多了的话还是一个君子，因为
你在鼓励看见人性的优点，鼓励社会百姓一
心向善的行为。但可罚不可罚，你答应罚多

了就未免有一点残忍。苏东
坡鼓励大家尽可能扬善，而对
于惩戒宽容一点，可赏可不赏
你就赏，可罚可不罚就不罚，
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学生有一
句话，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鼓励人提升尊严比更多的刑
罚要好，这就是年轻的苏轼的
观点，这个观点也为他以后成
为旧党打下了埋伏。这样的人
内心是忠厚的、不残酷的，但你
指望他大变革，痛下杀手，雷
霆手段，他是做不到的。一个
人在少年时候的价值观，跟他
的一生选择都有关系。

过去考试要防止作弊，防什么
呢？防考生的笔迹，所有的考生的
答卷要专门抄写之后上交，苏轼的
考卷交到了大名鼎鼎的诗人梅尧臣
手中，梅尧臣赞叹写得实在太好了，
观点好，文笔好，满纸风尚俨然的君
子，所以他推荐给最高主考官欧阳
修。欧阳修一看好啊，文章写得好
啊，欧阳修想，除了我的学生曾巩能
写出这么漂亮的文字，还能是谁
呢？我不能点这篇是状元，别人说
我徇私怎么办？结果，苏轼就成了
第二。面试时，欧阳修一看自己点
的第二名是眉山出来的举子苏轼，
懊悔啊！该把苏轼点为第一。

从此，欧阳修与苏轼结下了深
厚的师生之谊。面试之后是殿试，
面君宋仁宗。宋仁宗在殿试之后跟
皇后说，我今天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的苗子，我用不上了，留给后世子孙
用。多年之后，这句话可是救了苏
轼的命。

这么拉风参加完殿试面君之
后，苏轼怎么五年之后才去做官？
因为中间出了一件大事，就是苏轼
母亲过世，作为孝子，苏轼苏辙回来
了，要尽孝24个月，再出山做官。当
时年轻的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
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
文。苏轼赴任的时候，看欧阳修怎
么评价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
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
头地也。可喜！可喜！”大宋真是个
很好的时代，前辈为后辈欢呼让路，
我给他让路，我让他出人头地，所以
苏轼这一生怎么不感念欧阳修，他
带着这样的风发意起去上任，他辞
别了父亲和没有去商州上任的弟
弟，他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一种
人生别离之叹：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而苏辙由于在《御试制科策》中
激烈抨击宋仁宗，在朝廷引起轩然
大波，司马光认为苏辙“指正朝廷得
失，无所顾虑，于（御试）四人之中最
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胡宿却认
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罢
免。后来由于仁宗的干预才达成妥
协，列入四等下，除商州（今陕西商
县）军事推官。苏辙对朝廷大臣不
能容直言深感失望，后来诏命虽下，
他却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

得知弟弟辞官消息，苏轼写下了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其一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这时候的苏轼，不过是 26 岁的
青年，可慈母过世，结发爱妻王弗也
已过世，他已经看到了人生离别。
王弗去世的时候，他的大儿子苏迈
非常小，他带着儿子，想着已经去了
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和妻子，他要去
赴任，看着跟自己同科高中意气风
发的弟弟留下来照顾老父，一个国
家恢弘的前景，一个民族的盛运，和
自己蓬勃的梦想，以及身边的离别、
颓败，隐隐的忧伤萦绕在他心里，让
他一开始就意识到生命有多少偶然
性啊。

这个世界何处才是我们的归
隐？有很多人想要隐于山林，有很
多人年纪轻轻就想买别墅每天悠闲
自在，哪有这样的日子，“惟有王城
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我一直
喜欢这个句子，在这样一个大传媒
时代，每天都受过剩信息的干扰，每
天都对这个变化的世界有真伪莫定
的猜测，每天都有焦虑、危机。其实
就在今天，就在你一天劳碌之后，你
可以默默念起苏东坡的这句诗，其
实就在成都街头，就在你开车过立
交桥，难道不是你的隐居吗？难道
不是你的心隐吗？能说出这句话的
苏轼当年26岁，这是他第一个阶段，
出仕。

苏轼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
方传奇，但又是无奈地流浪。

我总觉得，人年轻的时候
要有流浪，到晚年的时候才会
有田园。流浪时有冒险有邂
逅，田园里有安顿有温馨。人
生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如果
20 岁的人给你田园你也不会
安分，但到了六七十岁还在流
浪的话，又未免太凄凉。好在
苏东坡开始流浪的时候够年
轻，他开始了山巅水涯的行
走，而每到一处“此心安处是
吾乡，”所以这个骄傲的诗人
在世间有过很多故乡。

宋仁宗在位的时候，苏东
坡没有太大建树，因为那时候
58岁的父亲苏老泉去世了，他
为父亲守孝3年。再出仕的时
候，已是宋英宗在位，他本来
有机会直接进入中央机关，但
宰相韩琦不同意。治平三年
（1066），宋英宗想打破常规，
将苏轼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
知制诰的重任。韩琦谏道：

“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
为天下用，”但英宗急于用苏
轼，问韩琦：知制诰不宜立即委
之，任命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
以吗？韩琦仍不同意，认为修
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是显要职
位，也不可骤然任之，建议先让
苏轼到史馆兼职，按近来的规
矩，这也得考试合格才行。治
平二年，30岁的东坡，再次制举
三等，自此得以进入馆阁，遂有
苏学士之称。

接着大时代的变革出现
了，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即位，苏
轼的人生坎坷开始了。熙宁年
间，宋神宗起用了面都没有见
过的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
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
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
职，政绩显著。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
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
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
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
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
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
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那时的大宋活得并不轻
松，每年要向西夏交7万辆银
子，向辽国交 20 万两银子，输
出的布匹和食物不计其数，所
以当时的大宋已是风雨飘摇。
你想想，宋神宗多么想要变法，
但是宋神宗的时代是什么时
代？再往后一点就是徽钦二帝
被掳走，就是著名的“靖康之
变”。所以，宋神宗的变革，让
北宋的寿数又往后绵延了一
点点。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
解宋神宗为什么要用这样一
个能下狠心的改革派了。

熙 宁 变 法 自 熙 宁 二 年
（1069 年）开始，至元丰八年
（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亦
称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以
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
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
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
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
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
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
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
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
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
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
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
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
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
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
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
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
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
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朝中，以老臣司马光为
首，三苏父子，曾巩、欧阳修等
不主张这么严酷的变法。他
们的争论点在于，变法能不能
变祖宗之法？司马光认为，祖
宗之法再不好，可以择其善者
修改，不能彻底颠覆。但王安
石认为有些就是要颠覆，要立
新法。所以，王安石主张的是
强国论，把老百姓的钱都收上
来，再不打仗的话国就灭了；
而司马光主张的是富民论，不
能让老百姓卖儿卖女，得让他
们把日子过下去。通俗讲，新
旧党争的症结就在这里。

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
浩浩荡荡 18 年，跟司马光
拉锯只有一年，司马光为首
的旧党就下去了。司马光
告老还乡十五年，成就了那
本名著《资治通鉴》。宋代
的知识分子了不起，当下能
建功立业，回乡能著书立
说，从思想到行动一心希望
匡复民族，中兴社稷。既然
用了王安石要革新现有的
法度，苏轼因为一再上书指
责新法遭到拒绝就只能请
求外任。首站是杭州通判，
通判是一个小官，相当于最
高长官的助理。

到了心旷神怡的杭州，
苏东坡这样一个深情的人，
自然免不了深情的诗句：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所以他走到各地的时
候，看见的总是这样一种拟
人 化 的 山 水 与 人 心 的 碰
撞。能反映他内心的其实
是到了密州，到密州的时候
年龄并不大，自称老夫的时
候是 39 岁，但苏轼经历的
心事蹉跎已经很多了，所以
在密州出猎的时候才会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
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这时候他多
么希望打仗啊，但不能打
仗，只能打猎，所以只能发
一点少年狂，让这么多人跟
着我浩浩荡荡，其实是让心
中的豪情有一点点寄托。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这是他的真正梦
想，什么时候等到皇上给我
诏书，让我去戍边，真正给
我一个大业。其实，文人的
心气是一直靠这样撑着的，
大家会发现时光中一个人
越抗争，觉得时间少他越是
一个儒家气质；而一个人越
顺应，越从容，越是高士的
气派。苏东坡年轻的时候
一直跟时光在抗争，但逐渐
学会了顺应。苏轼的一生
为什么有趣呢？就是因为
儒道释对于他来讲是生命
中都曾经体会过的状态。
密州有一个高台，苏辙为他
起名叫超然台，你应该有一
种超然的气派。

所以苏轼还在安慰自
己，时光还来得及：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
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
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也是在密州，苏轼一直
想着他的兄弟子由，我们大
家那么熟悉的词章，就写在
苏轼40岁整。都说四十而
知不惑，所以这个时候大家
会清晰地看见，他已经从单
纯的儒家的坚持转向了儒
道兼济，而且已经转向了对
世间、人间、天上的一种关
怀，他已经在这个时候想，
除了我的此时此刻，那么天
上又是什么样？人间又有
多少不团圆？我跟我的弟
弟离得那么远，但是人不团
圆时明月圆了：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
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
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
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
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
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
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
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样的手足情深，这样
的兄弟挚友，在相隔很远的
时候问一问青天上的明月
照过多少悲欢离合呀。看
着这一首，就会想起李白当
年的话：“青天有月来几时，
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
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
随。”当年，李太白一顿酒
杯，而苏东坡接过他的杯子
又举起来，明月几时有，把
酒问青天。他要问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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