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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 第1讲

9月29日，“名人大讲堂”司
马相如季的首场讲座在阿来书

房举行。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
希平带来了题为《司马相如对
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的精
彩讲座。讲座之后，文学博士、
西南民大中文学院副院长、四

川司马相如研究会理事王猛，
临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江万军
和徐教授一起参加了圆桌对
谈，针对司马相如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探讨。

圆桌对谈

司马相如曾是四川学子的
偶像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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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8时）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优

2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6—96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30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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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22262期全国销售43578838
元。开奖号码：329。直选全国中奖9261
（四川509）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
国中奖36266（四川1856）注，单注奖金173
元。44861014.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2262期全国销售16944316
元。开奖号码：32998。一等奖123注，单
注奖金10万元。395485953.94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1月28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司马相如的“相”为何读一声？
辛弃疾曾经“盖章”

徐教授在讲座中念到司马相如名
字的时候，“相”一直是念的一声，与大
家印象中的四声不太一样，这是为什
么呢？

“这其实是一个学术圈的老问题，
特别是我们四川的老百姓，习惯性读
的是四声，不过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应
该是念一声。”徐教授解释说，发一声
的结论是从两个角度得来。“第一个是
司马相如的本传里曾经写到过他名字
的来历。司马相如的小名叫犬子，取
贱名容易养活，但后来他有了点名气
之后不好意思叫这个名字了。由于他
仰慕蔺相如，所以就改成了蔺相如的
相如。”

还有一个角度则更有依据一些，更
具有参考性：“在很多唐宋的格律诗里，
就曾提到过司马相如的名字。格律诗
是有平仄之分的，在这些格律诗里，相
如就是用的平声字，所以应该念一声。
比如说，辛弃疾的诗句‘千金纵买相如
赋，脉脉此情谁诉’。千金是平声，纵买
是仄声，相如这两个字是平声，类似的
例子很多，包括杜甫，唐代的很多诗里
面都有。当然，这是我的浅见，并不强
求别人也这么读，如果有人读四声，我
也不会强求说对方读得不对。”

司马相如对蜀学发展有何贡献？
他是一个先驱者

近些年，蜀学概念的兴起，让越来
越多人关注司马相如的贡献。徐希平
教授认为，蜀学分广义和狭义，具有比
较包容的特点，而且在汉代就有了蜀
学的概念。汉代学术大家扬雄的学术
领域很广，既受到了严君平的影响，同
时也受到了司马相如的影响。

“司马相如除了《汉赋》对他的影
响之外，在语言训诂、历史文化、儒学
思想以及楚辞汉赋等方面都有着影
响。虽然我们不能无限扩大司马相如
在蜀学方面的无所不能，但至少他是
一个先驱者。他包容的思想、文学、语
言学、历史学、哲学等，都对后世的蜀
学有影响。”徐希平教授这样总结。

王猛是研究司马相如的青年学
者，他认为相如作为先驱者很多功能
并不仅限于他自身的学问，而是一种
示范的意义。“文翁化蜀之后，有两件
很有名的事情：文翁倡其教，相如为其
师。这个为其师不是他当老师教别
人，而是他当模范。后面的蜀中学子
都以他为模范，觉得走这条路就可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觉得这
一点是他对蜀学影响很容易被忽略的
地方，他是一个典范偶像。”

卓文君是司马相如最大助力？
其岳父也很给力

很多不了解司马相如在文学上和
政治上成就的人，对于他的认知只是

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卓文
君不仅给予了司马相如很大的支持，
她的家族、特别是她的父亲卓王孙在
资金方面为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地区
给予了有力的保障。

临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江万军
表示，在邛崃，研究卓文君和卓王孙
的成果比较多，很多人都认为司马相
如两次出使西南夷的背后，离不开岳
父卓王孙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卓
王孙是临邛当时的首富，以冶铁致富
的，富到什么程度？富可敌国。而且
这句话是司马迁说的。司马迁这么
严谨的学者都这么说，完全可以说明
卓王孙的富有。因此，司马相如出使
西南夷两次经过邛崃，卓文君也随他
到了西南夷，除了当时汉朝给予他必
要的费用以外，卓王孙对他有着极大
的支持。不仅是在资金上有支持，而
且在他出使西南夷的通道上，到处都
有卓王孙的工厂，因此可以提供若干
的便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徐希平教授（左）在讲座结束后与嘉宾展开圆桌对谈。徐瑛蔓 摄

在徐希平教授的讲座结束后，两
位青年传习志愿者分别向徐教授请教
了司马相如的相关问题。

徐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作为卓越
的政治家，司马相如曾经出使西南，为
解决社会治理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问
题作出了贡献。基层工作者陈双对此
非常感兴趣，她向徐教授请教：“司马
相如出使西南时，对当地的文化有哪
些影响？”

“司马相如曾经生活的临邛向南，
就是民族地区与中原文化、蜀文化的
结合部。因此，他在临邛的经历，像是
经营、交流、卖酒的这些经历，对他了
解地域民族文化是有帮助的。他能够
从西南走向中央，相比那些没有来过
西南地区的人，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的。”徐教授认为，司马相如的这种经
历，使得他更加了解民族文化以及当
地人民的愿望，形成了中央与西南地

区沟通的有利条件。“他知道当地百姓
的渴求，也知道当时的中央政府的希
望，所以他要把这个沟通点打通，然后
才能促进理念、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徐教授认为，司马相如这种工作
理念是如今仍旧值得学习的。他说：

“今天来看，他这种‘深入基层’的经验
和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管是
搞民族文化交流，还是乡村振兴，其实
都可以从司马相如当时成功的案例中
得到启发。西南地区是多民族地区，
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

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冷泠向徐教
授请教：“您觉得司马相如在现代文化
传承中的价值和精髓是什么？这种价
值又如何融入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当
中？”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徐
教授说：“今天这个活动本就是一个大
家一起交流的活动。也就是说，不光

是在书斋里的学者们要了解司马相
如，也要让广大老百姓、社会上方方面
面的爱好者，都能够对司马相如的文
化精神、贡献有深切的了解。”

迄今为止，人们提起司马相如，最
容易想到的还是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
事。对于司马相如文化传播的现状，
徐教授补充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
中，一些传播性强的东西，像是民间故
事佳话，很容易广为人知。但同时，这
些东西也很容易把一些当今社会和文
化需求的东西遮蔽掉。”如何解决这种
文化传播上的偏颇，徐教授给冷泠支
招：“还是要进行广泛宣传，上下沟通，
就像司马相如对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的沟通一样。社会各界都要对这些文
化名人的精神和价值有深刻全面的了
解，再针对性地看到哪些是需要扬弃
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徐希平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深入基层”的司马相如 值得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