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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
镜鉴

管仲是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

他帮助桓公在齐国进行内外政改革，

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历史伟业。与其他
子书相比，《管子》最大的特点是强调
以经济手段治国理政。

管子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收成
看作社会管理的基础。“仓廪实则知
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耳熟能
详的名言可谓管子一生治国理政的
实践总结。

同时，管子建议把人按职业分为
士、农、工、商四类，不但想出各种办
法使农民人口数量最多，而且规定不
许与其他三类人杂居，以便让他们居
住在远离都市的鄙野专心务农、潜心
钻研农技。

桓公曾问管子：“怎样做才能提
高农粮产量？” 管子说：“国内有没有
农业专家呀？”桓公答：“有。”管子说：

“那就运用奖赏的手段吧！ 那些精通
农业生产的人，您赏赐给他们一斤黄
金。 其他人就会争着学习耕种技艺，

这样农业产量就提高了。”

桓公担心国内的粮食流向国外，便问：“怎样做才
能让农民多储藏粮食？”管子说：“我今天去集市，看到
有两户人家正新建粮仓准备储粮，您赶快带着玉璧去
慰问他们吧。”桓公照管子的话做了。半年后，集市上
建满了大大小小的粮仓，里面堆满了粮食。

管子解释：“那两户人家，既无功于国家也无名声
于邻里，只因偶尔建仓储粮，得到了国君的慰问和赏
赐。名与利是人们所期望得到的，一举而名实兼得，人
们不图这个还图什么呢？”“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
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说的就是
这个道理。

桓公看到农民一年四季辛苦忙碌却依然贫穷，坐
商行贾手不沾泥、背不负耜却生活富有，就问询管子
有什么办法予以调节？ 管子说：“粮食的价格高了，其
他商品的价格就低；粮食的价格低了，其他商品的价
格就高。”

桓公说：“我记得你说过，要让商品的价格自然起
伏，不能作硬性规定。”管子说：“是的，用不着给粮食
定一个价格。请您命令卿大夫们修建粮仓，并下令：卿
一级的大夫储藏一千钟粮食， 大夫储藏五百钟粮食，

列大夫储藏一百钟粮食， 富商大贾储藏五十钟粮食。

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了。”

桓公照管子的话做了。结果，由于众人忙着储藏
粮食，导致粮食供给骤然紧张，粮食价格随之猛涨。这
又刺激了农民开荒种田的积极性，齐国的农业生产跟
着兴盛起来。

桓公说：“楚国是强国，那里的人民善于战斗。我想
举兵攻伐，又担心实力不够。该怎样做呢？”管子说：“那
就用经济手段代替军事竞争吧。”管子建议，齐国可先
跟楚国进行贸易往来，并高价购买楚国的野鹿。

楚王听说这件事后，对手下人说：“金钱是贵重的
东西，国家因它而维系，君王用它来实施奖赏。禽兽本
是一群害物，是应当舍弃且驱逐的。如今，齐国用重金
购买我们的害物，这是楚国的福分。上天就要把齐国
送给楚国了。你们快告诉百姓，赶快猎取野鹿，换取齐
国的金钱。”

楚国因出售野鹿，金钱顿时多得数不清，以至于
不需要向人民征税了。此时，管子对桓公说：“楚国的
钱财增加了五倍，但他们的农田都荒芜了。楚国的人
民马上就要归顺齐国。”之后，齐国封闭关卡，不再与
楚国交易。

由于楚国人纷纷弃农而捕鹿，导致楚国境内农粮
短缺，一石米竟然高达四百金。不少人因口粮不足而
饿得匍匐在路上， 不得不为了活命都投奔到齐国。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农粮战役中，管子一举获胜。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清诗” 句句值得
传诵，数量不多却质量
远超鲍照、谢灵运

李白诗集中，诗题关涉孟浩然的有五
首。他在《赠孟浩然》诗中借用《诗经》“高
山仰止” 的典故称赞孟浩然：“高山安可
仰，徒此揖清芬。”您那高山仰止的品德怎
可企攀？我只能拱手作揖，礼赞您清美芬
芳的高尚节操。

李白才高自负， 时人难入其法眼，就
连杜甫也不例外。据《旧唐书》记载：“天宝
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
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所谓
“饭颗山之嘲诮”，指的是李白《戏赠杜甫》

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
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后人说
此诗“盖讥其拘束也”，是李白对杜甫作诗
拘束而不浪漫的讥讽。

杜甫对孟浩然也是称颂有加，认为他
的“清诗”句句值得传诵，数量不多却在质
量上远超鲍照和谢灵运。这个评价可是相
当高了。要知道，杜甫对李白的评价也不
过是“俊逸鲍参军”，认为李白的诗与鲍照
相仿佛。

孟浩然的诗匠心独妙，特别是“五言诗
天下称其尽美矣”。 开元十六年的一天，秋
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云：“微
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

咸阁笔不复为继。 还有人更是称赞孟浩
然：“精朗奇素，幼高为文，天宝年始游西
秦，京师词人，皆叹其旷绝也。观其匠思幽
妙，振言孤杰，信诗伯矣。”诗伯就是诗坛
宗伯，就是诗坛领袖。

开元二十八年，著名诗人、画家王维

以侍御史的身份到两广一带选拔官员，途
经郢州（今湖北钟祥）刺史亭，挥笔作画《写
孟浩然真》。 当地士绅将写真勒石亭中，从
此郢州刺史亭便改名“浩然亭”，后又更名
“孟亭”。

元和十三年五月，户部侍郎孟简出任山
南东道节度使，镇守襄阳。孟简进士出身，又
中博学宏词科， 是有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

可是，著名诗人张祜路过襄阳时并没有去拜
访孟简，而是瞻仰了孟浩然故居，并在《题孟
处士宅》一诗中写道：“高才何必贵，下位不
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

张祜直言：孟简虽然身居高位，持节镇
守襄阳，但这襄阳并不属于孟简，它只属于
孟浩然。这一见解确属卓识。后人又将孟浩
然称为“孟襄阳”，他的集子也被尊称为《孟
襄阳集》。

《春晓》可谓流传广
泛、文字浅显、意蕴深刻、

兴象高妙

唐人殷璠选评的 《河岳英灵集》， 以兴
象、风骨为旨归，收录盛唐诗人二十四家的
诗作。其中，孟浩然的诗作选了六首。

清乾隆年间， 蘅塘退士孙洙编选评注
《唐诗三百首》，收录唐代诗人七十七家（包
括两位佚名作者）的诗作，选诗标准是“脍
炙人口之作”。 时至今日，《唐诗三百首》仍
是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 除了明代李攀龙
的《唐诗选》或可比拟之外，其他选本包括
袭用“唐诗三百首”之名而略有增删者，均
无法比肩。

在这部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中，孟浩然
的《春晓》可谓流传广泛、文字浅显、意蕴深
刻、兴象高妙。

《春晓》的文字确实颇为浅显，以至于注

释者不多。在已有译解的名家版本中，都将
“不觉晓”解作“不知不觉天亮了”，或与之相
近的意思。也就是说，都把“觉”解作“知觉”

或“感觉”。

例如，清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注云：“春
晓贪睡，虽晓而不知晓。”抱恨轩主《白话句
解唐诗三百首》，将首句解作“春夜好睡，不
觉醒来已经天明了”。梦花馆主《白话注释唐
诗三百首读本》，将首句解作“春天好睡，醒
来不觉，已经天亮了”。

又如，《中国历代诗歌选》将“不觉晓”注
释为：“不知不觉天亮了。”《唐诗选》 的解释
时：“春天夜短，又因风雨少睡，故既眠而不
觉晓， 直到闻啼鸟才知觉。”《新选唐诗三百
首》认为“春晓”是指春天的早晨、“不觉晓”

意指不知不觉已经天亮了。《新译唐诗三百
首》将首句注释为：“春天好睡得很，醒来时，

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好久。”

再如，《孟浩然韦应物诗选》将“不觉晓”

解作 “不知不觉天已亮了”。《唐诗三百首集
解》将首句解作“春日好睡，醒来时不觉天已
大亮”。《唐诗三百首新注》的说法是：春眠两
句，起先还不觉得晓之将至，听到鸟声才知
道。《中国历代诗词精品鉴赏》 认为，“不觉
晓”是指不知不觉已到了早晨。

唐朝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写道：“觉，

寐之寤也，音工效反。”所谓“寐之寤”，就是
睡觉醒来；所谓“音工效反”，就是这个“觉”

读音为“jiào”。

《康熙字典》的“觉”字下，则有这样的
记载：“《增韵》：梦醒曰觉。《诗·王风》：尚寐
无觉。《史记·高帝纪》： 后人至， 高祖觉。

《注》：觉，谓寝寐而寤也。”《史记》记载，刘
邦当亭长的时候， 曾经为县里押送一批人
去郦山服徭役，中途很多人逃跑了。刘邦估
计到不了郦山人就跑光了， 就在丰西的湖
泽地带停下来喝酒。等到夜里，刘邦对这些
人说：“你们都逃走吧， 我也要逃跑了。”有
十几个人愿意跟随刘邦， 刘邦便带领他们

连夜在山泽小路中行进， 并派了一个人在
前面开路。

开路的人回来报告：“前面有条大蛇挡
在路上，还是往回走吧。”高祖乘着酒意，上
前拔剑将大蛇斩成两段，道路开通了。走了
几里，刘邦醉倒在地上睡着了。后面的人来
到斩蛇的地方， 见一个老妇人在黑夜里哭
泣。问她为什么哭？老妇人道：“我的儿子是
天上的白帝之子，化为蛇挡在路上，结果被
赤帝的儿子杀了。”人们认为老妇人简直是
胡扯，就想用鞭子打她，老妇人却忽然不见
了。后面的人赶上来时，刘邦已经醒了。人
们把刚才的事告诉刘邦，刘邦心中暗喜，跟
随他的人也变得更加敬畏他了。这里的“高
祖觉”，就是高祖醒了的意思。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第十六载：“后
当将终，语诸僧曰：‘吾今日作一觉长眠。’便
入室，右胁而卧。明日怪眠不觉，看之久终，

方悟长眠语矣。”这里说的是，北齐高僧法常
临终前对各位僧人说：今晚要睡一个长长的
觉。之后，他就进入室内，躺在床上向右侧卧
而睡。第二天没见他起来，僧人们便去室内
看，发现他已经故去了。

明代陈耀文编撰的《天中记》记载：“有
孙供奉者，火发于堂，众皆奔逃。有乳姥直穿
烟焰中，出，身不焦灼，婴儿尚眠不觉。”孙供
奉家的厅堂失火了，众人都跑了出去。孙供
奉家里的奶妈和熟睡的孩子都在里屋，奶妈
就抱起孩子直接冲过厅堂的火焰， 跑了出
来，身上竟然没有被火烧坏，怀中睡觉的婴
儿还没有醒来呐。

清代徐枕亚《兰闺恨》第五回《投店》：“春
眠不觉，起已晌午，无鸟可闻，无花可落，

但风雨如晦而已。” 这显然是化用孟浩然
的 《春晓》， 前两句是说春夜睡眠睡得很
死，迟迟未醒，起床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

那“春眠不觉晓”就是春夜睡眠睡到天亮
还没有醒。如果按照正常语序，应作“春眠
晓不觉”。

孟浩然是盛唐诗坛上一位很特殊的诗人。他从未释褐（意指担任官职），是地地道道的布衣诗人，这在当时的
名流中是极为罕见的。诸如李白、杜甫等，虽然也自称布衣，但都曾被授予过官职。因此，李白集又可称为《李翰林
集》，杜甫集又被称为《杜工部集》，而不像《孟浩然集》或《孟浩然诗集》，没有任何点缀。然而，这样一位布衣诗人，

却受到诗仙、诗圣等众多知名文人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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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 书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三桥村东丁家阁 27号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号：沪集宅川

字第 095833号、执照 NO.0000237号）宅基地使用人丁建良，宅基地立基人：陈娟、丁
恋晨。你户房屋被列入张家浜楔形绿地工程（六期）项目征收范围。2018年 11月 23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批准了《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沪（浦）征地告（2018）第
108号。2019年 3月 2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准了《征地房屋补偿
方案公告》沪（浦）征地房补告（2019）第 007号。由于目前联系不到你户，故无法送达
房屋征收相关文书，请你户在登报之日起 7日内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联系，并提供
有效的产权证明、身份证明、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约定面谈时间，确保房屋征收相
关文书的送达，逾期我公司将按规定对你户房屋相关文书及后续事宜通过本基地公
示栏予以公告。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金桥路 2690弄 59号（三桥村民活动中心），

联系人：唐先生，联系电话：13661733943，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 1点-4点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浦东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3日

4×4 厘米 1000 元
4×8.5 厘米 2500 元
6×8.5 厘米 3800 元
8×8.5 厘米 5000 元

注销公告
     上海乾翔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公告发布起 45天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分类广告刊登热线：63510135 22898558

欢迎刊登
分类面积广告

品牌推广、 各类招
商、招生、商品促销、公
告、启事、律师声明、清
算公告、合并公告、动拆
迁公告等，广告效应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