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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突然闯入
这片竹林的。昨晚抵达
这里，我们本就打算游
览这座山的竹海。等吃
过了早饭，我们就会出
发。 只是早晨醒得早，

我起床推开窗子，发现
下榻的宾馆就在竹林
里。 于是我出了宾馆，

信步走进了这一大片
竹林———这时，我才恍
然大悟，原来我半夜里
听到的雨淋声，竟不是
下雨， 而是风吹竹林，

竹叶发出的簌簌声。

风停了，竹林无边
地安静下来。竹林梢上
有竹林鸟的叫声。眼前
竹子秀颀的枝干湿淋
淋的。竹叶上蓄着的露
珠， 不时地往下嘀嗒。

静静地走在竹林里，空
气异常清新。我贪婪地
张开嘴巴，有一滴露珠
在额头沁凉一下，然后
滚进了嘴里。 嘴里有一
丝甜甜的味道。越往竹
林的深处走，鸟声就越
远，代替它的是一种噗
噗的声音。声音沉闷且
有节奏。伴随这种声音
的，还有一种突然的炸
裂声。那声音“啪”的一
下，仿佛过年时一个淘气的孩子，放了一
个炮仗就突然转身跑了。

定了定神，我四下里张望，这下就看见
遮天蔽日的竹林里， 生长着一大片的竹笋。

不是雨后春笋，春笋也咕嘟嘟冒着。这里一
株，那里一株，遍地都是。胖乎乎、圆滚滚的
竹笋，头顶着金黄色的竹箨，身子被厚厚笋
衣紧紧地包裹。在高高的翠竹下，在浅浅的
草丛或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缝里，都能看见它
的身子。它不探头探脑。毛茸茸的笋尖上调
皮地泛着几颗晶莹的露珠。有的仿佛有些羞
涩，躲在一些灌木的绿叶里，但那笋尖上的
露珠依然亮晶晶的，像是它躲不开的笑脸。

仔细听，原来这声音全是它们发出来
的。竹笋们的喧闹，有点像婴儿在母亲肚
子里的拳打脚踢。那噗噗之声先从竹箨里
出来，待终于撑破竹箨，它就发出啪啪的
剥离和拔节声。声音落处，若认真地看，还
可以看到竹箨自然张开的样子， 有些兴
奋，也有些无可奈何。那“啪”的一声，仿佛
就宣告了一个新生命诞生……我站在竹
林里听，这里一下，那里一下，竹林里此伏
彼起，全是噗噗啪啪的声音，使人感觉整
个的竹林都响动了起来。新鲜、活泼和持
久，且萌动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仿佛来
到一家医院的婴孩房。

太阳出来了。阳光被细密茂盛的竹叶
遮挡着。 偶尔从竹叶缝隙里射进来的阳
光，只要照射到竹笋的身上，那竹笋立即
纤毫毕现， 有的还伸出一两片细嫩的绿
叶，像是竹林里的一个梦。放眼望去，金褐
色的笋衣拥抱着笋尖，散发出一种奇怪的
金属光泽。而在它的头顶，那些高大的竹
林，浓浓密密的枝叶径自摇曳，竹子亭亭
玉立的，宛若身披绿纱的妙龄女子轻挪着
脚步，恬静而优雅。

很快， 就有人喊我回去吃早饭了。那
一天我们也如约游览了天柱山的竹海。无
涯的竹林确实像是一片大海。竹林的海。竹
海里波浪起伏，有时汹涌地荡起层层碧波；

有时平静像是一匹长长的绿绸。头顶上，竹
子的枝叶小鸟依人， 嘴巴里仿佛永远含着
一支青青竹笛。满目青翠、幽深和清凉———

后来，我还看到了竹林里的瀑布、溪流，吃
到了春笋制作的各式各样的佳肴。 但因为
记得早晨听到春笋的拔节声， 面对鲜嫩的
竹笋，我却不敢动一下筷子。

贾雨村的惊世宏论 周 岭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出了一个发前人
所未发的关于“人”的理论：正邪两赋论。

从冷子兴说起

《红楼梦》第二回，说到贾雨村遇见一位故
人冷子兴，引出了“演说荣国府”的一大回文
字。先是贾雨村寒暄落座后发问：“近日都中可
有新闻没有？”这话问得很有意思。这个新闻跟
今天所谓的新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那个
语境里，“新闻” 两个字特指官场的人事擢升、

黜降、迁转、起复等重要消息。那么冷子兴怎么
会知道如此机密之事？原来，冷子兴不仅是贾
府中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女婿，同时他还是
个古董商。

那个时代的古董商，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身
份。达官显贵收藏古董蔚成风气，这就少不了
古董商的参与。但这还仅仅是古董商的表面作
用。

而古董商的真正作用，竟是许多为官之人
绝对离不开而又无人能够替代的。这就要说说
那个时代的官场规矩。当时的规定，京官和地
方官互相交结，最严重的是杀头的罪。但不准
来往就有问题了。官场上有句话，“朝里有人好
做官”，所以地方官一定要交结京官的。京官也
要交结地方官，为什么呢？清代的京官是历朝
历代最穷的。 京官如果不交结地方官的话，就
凭那点儿俸禄是不够的。 所以京官和地方官，

互相交往都有需求。有交结需求而规矩又不敢
破，怎么办？找古董商！这是古董商的第一个深
部作用：靠古董商互通声气。

第二个作用呢？大家知道，在官场攀附之
风甚盛的时候，行贿受贿习以为常。但是一旦
为人举报，查出来就是重罪。所以既要行贿受
贿，又不能授人以柄。怎么办？还是找古董商。

譬如某人要行贿四十万两银子， 自己不敢送，

对方也不敢收。怎么办呢？双方商量好了。一位
从自己家里拿出个一钱不值的破罐子，交给指
定的古董商，要价四十万两银子。另一位即刻
用四十万两银子从古董商手里把这个罐子给
买回来。于是，行贿成功。

冷子兴说到荣国府，提到一桩异事：“这政
老爹的夫人王氏……生了一位公子， 说来更
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
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
是新奇异事不是？”贾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
怕这人来历不小。”冷子兴又道：“那年周岁时，

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
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
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

‘将来酒色之徒耳！’”冷子兴又道：“说来又奇，

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
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

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
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
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所以，“将来色鬼
无疑了！”

“正邪两赋”之人

贾雨村听到此处，“罕然厉色忙止道”。“罕
然厉色”这四个字，一定是作者为了醒人眼目。

接着，一番大道理出来，这番道理是从来没有
人说过的。

贾雨村说，人是要秉气而生的，而气分两

种，一种是正气，一种是邪气。秉正气而生者，

一定是大仁；秉邪气而生者，一定是大恶。大仁
的例子：尧、舜、禹、汤、文、武。汤是商汤王，文
是周文王，武是周武王。还有周公旦、召公奭、

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还有理学家周敦颐、

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皆应运而生者”。大恶
的例子：蚩尤、共工、夏桀、商纣、秦始皇、王莽、

安禄山、 秦桧等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
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

但历史是不是由这两种人构成的呢？绝对
不是。 真正要说的一种人在后边。 贾雨村说：

“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
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

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
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
光天化日之中， 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

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
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
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
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
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
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
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
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
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
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
逸士高人。”

这段话是说，恰巧有人秉了这正邪两气而
生的话，既不是大贤，也不是大恶，这就是第三
种人。又拉出一个大名单。

第一位，许由，是尧时代的贤人，道德学力
可以经时济世，尧曾多次要让位给他。这样一
位贤人，为什么不出来做事呢？他觉得世事太
不干净，所以要做隐士。尧又派人来找他出任
九州长，他夺路而逃，跑到颍水边上撩起水来
洗耳朵。这时正好碰到他的好朋友巢父，牵着
牛犊子来喝水，说：你干吗洗耳朵？许由说，这
耳朵听了太多不干净的话。巢父一听，啊？你在
上游把水弄脏了，我的牛犊子岂能在你的下游
饮水？赶快把牛犊子牵走了。两个人，一对乖僻
邪谬、不近人情。所以后世把他们归为一类，经
常以“巢许”并称。

第二位，陶潜，就是陶渊明。这位夫子做彭
泽县令的时候，觉得不自在，不愿意为五斗米
折腰， 写了篇著名的 《归去来兮辞》，“归去来
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挂印逃走了。还要检讨：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宁可“种豆南
山下”，哪怕“草盛豆苗稀”，也要隐逸山林之中
尽享田园之乐。

再有就是“竹林七贤”，还有王、谢二族。

王、谢是什么人呢？王是王导，谢是谢安，都做
过宰相。刘禹锡《乌衣巷》诗句“旧时王谢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两家。还有
顾虎头，就是被称为“画圣”的顾恺之。还有陈
后主、唐明皇、宋徽宗。陈后主，是南朝陈的末
代皇帝陈叔宝。唐明皇就是那位爱美人不爱江
山的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就是那位能写善画
私幸妓女丢了江山的赵佶。还有温飞卿，晚唐
的花间派词人温庭筠；米南宫，北宋书法家米
芾；柳耆卿，北宋词人柳永；秦少游，“苏门四学
士”之一秦观。还有明代的书画大家唐伯虎、祝
枝山。奇女子中，有卓文君、红拂、崔莺莺等。还
有一些艺人，像唐玄宗时的乐工李龟年、黄幡
绰，五代后唐时的敬新磨。甚至还有妓女，像唐
代的薛涛、宋代的朝云等等。当然，脂批说得很
清楚，也就是大概举几个人而已。如果允许我
们再补上一些人的话，像屈原、贾谊、李白、杜

甫、李贺、陆游，包括曹雪芹，这些人是不是都
应该在这个名单里啊？

“第三种人”两个特点

第一，“正邪两赋” 之人在当时都是没用
的。不是不被人所用，就是不起什么重要的作
用。许由、陶潜，都没什么作为。李白有作为吗？

杜甫有作为吗？有人用他们吗？陆游曾经写过
一首诗《入剑门》，“此身合是诗人未？”我难道
就该是个诗人吗？前方在打仗呢，我不应该上
阵杀敌吗？但是没有人用我呀！只好“细雨骑驴
入剑门”。宋徽宗有作为吗？把江山丢了，被关
到五国城，一直到死。这些人基本上就属于这
样的一类。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都得到了历史的
高度肯定。这是很奇怪的，当世不被肯定，后世
却被肯定。为什么呢？一部历史，并不都是大贤
和大恶写成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正
邪两赋”之人的贡献。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就
是“教化”。人类总是要从蒙昧状态逐渐地发展
到文明状态，这个发展过程，最离不开的就是
“教化”二字。而这类奇人，对历史的贡献正好
就是这两个字。曹雪芹不仅深刻地认识和理解
了这一类人，他应该知道，自己也是这一类人。

所以，他的笔下极度赞美的，诸如贾宝玉、林黛
玉等等，几乎都是这一类人。

请君着眼第二回

有人说，读《红楼梦》应当以第五回为总
纲。 因为第五回的内容是 “贾宝玉神游太虚
境”，在警幻仙姑的引领下看到了“薄命司”中
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册子上写
的是《红楼梦》中主要女孩儿命运的“判词”，这
些“判词”都预示了这些女孩儿的身份、处境和
归宿。因此是读《红楼梦》的
门径线索，或曰总纲。持这
个主张的大都是红学家。

又有人说，《红楼梦》的
总纲不是第五回，应该是第
四回。为什么呢？因为第四
回是“乱判葫芦案”。写的是
贾雨村在应天府大堂判案
的时候，因为一张“护官符”

而徇情枉法、 胡乱结案。由
此细算了整部 《红楼梦》里
的“几十条人命”，于是得出
了一个结论：《红楼梦》的主
题是“阶级斗争”。读《红楼
梦》的着眼点应该是第四回
的“护官符”，第四回才是总
纲。持这个主张的大都是政
治家。

对不对呢？ 都不对。为
什么呢？首先，第五回的局
限，只是预示了《红楼梦》的
一个主题， 就是 “美的毁
灭”。而《红楼梦》是一部极
特殊的书，多主题是一大特
点。也就是说，除了“美的毁
灭”， 至少还有几个重要的
指向。第一，以贾宝玉为代
表的“天性”与“天理”的冲
突，从而发人深思：是宝玉

错了还是社会错了？第二，“大旨谈情”。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宝玉、黛玉、宝钗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爱
情故事。第三，通过贾家的败落，阐发了一种“无
常”哲理。指出万事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变是绝
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那么，第四回呢？更不能涵
盖整部书的主旨了。“阶级斗争”说，是一个特殊
历史时期对《红楼梦》的特殊解读。如果仅仅从这
个层面上理解《红楼梦》，无疑是对这部伟大作品
的粗暴矮化。

所谓的文学其实就是人学。文学创作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写什么样的人。《三国演义》写
的是争霸天下的群雄，《水浒传》写的是江湖社会
的豪杰，《西游记》 写的是拟人化的神仙妖怪。俄
国十九世纪文学画廊里出现了一组“多余的人”，

像莱蒙托夫写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普希金
写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屠格涅夫
写的《罗亭》中的罗亭，等等。他们的特点，都是出
身于贵族家庭，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但都是没
有作为的人。这些艺术形象，与曹雪芹所说的中
国历史上正邪两赋的人以及《红楼梦》里所写的
主要人物有些相似。 但是有一点最重要的区别，

就是曹雪芹所称许的人物由于“教化”之功于后
世受到高度肯定。这个高度差就拉开了。并且曹
雪芹所谓“正邪两赋”的人，比“多余的人”要早一
个世纪。

曹雪芹要写的是人，是特殊的人，是迥别于
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作品中所有出现过的人，是像
他自己一样秉“正邪两气”而生的人。是当世不被
认可，而身后因“教化”之功永垂青史的人。所以，

读《红楼梦》首先要读懂“正邪两赋”论，要深切体
会作者的苦心，要着眼于作者笔下以贾宝玉为代
表的“其聪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
近人情又在万万人之下” 的一组可歌可泣的人。

鲁迅先生说，自《红楼梦》一出，传统的思想和写
法都打破了。一个“都”字，说尽了曹雪芹，说尽了
《红楼梦》。

再说一遍，文学就是人学。从这个意义上，读
《红楼梦》应该以第二回“正邪两赋论”为总纲。

书斋漫笔

夏荷 （油画） 钱雯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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