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  2017年 1月 3日 总第 41期

E-mail : ahnudsrb@126.comHttp://lib.ahnu.edu.cn

主编：方青  程文海                    顾问 /报名题写： 庄华峰               编委：刘和文  王丽珍  王文娟                 美编：张正莲

导 读
G u i d e

怎样读《后汉书》                三版

宣传月活动总结暨颁奖大会 二版

爱情挽歌                            四版

The Reading Post

我校召开安徽省高校图书馆“用户体验和体验式服务论坛”

本报讯   12月 23日，安徽省高校图

书馆“用户体验和体验式服务论坛 ”在

我校召开。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朱家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图

书馆馆长朱强教授，安徽省高等学校图

书馆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储节旺教授

以及来自省内各高校图书馆专家、学

者、文献资源保护与利用专业研究生和

文献数据公司代表百余人出席会议。

开幕式上，朱家存代表安徽师范大

学致辞。他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他指出，图书馆是文明的载体，文

化的象征，是重要的文化聚集地，其发

展水平也直接反映了地方文化水平；在

数字和新媒体时代，读者面对实体图书

馆向虚拟图书馆的转型，如何释放图书

馆的新功能，需要图书馆界从业者和专

家进一步研究。本次论坛对解决当前高

校图书馆转型时期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

北京大学朱强教授来我校开展学术交流
本报讯   12月 23日，北京大学图书

馆馆长朱强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做了

题为《数字环境下的隐私和隐私权保

护》的学术报告。

朱强教授从改善用户体验、提供用

户服务的角度，诠释了隐私安全是用户

首要的体验，举例说明当下用户隐私和

隐私权保护权方面存在着被泄露的威

胁。朱教授认为隐私权在我国的发展分

为替代保护阶段、隐私权确立阶段和隐

私权的发展阶段。分析不同国情和传统

观念下，网络环境下的隐私和隐私权保

护存在的问题，指出网络所带来的隐私

权问题关键的是个人数据的权利。最

本报讯   12月 16日，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

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昌平教授应邀做客文

津论坛，以“数字环境下信息管理研究

与发展”为主题，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

武汉大学胡昌平教授做客文津论坛
胡昌平教授开篇介绍了信息管理

研究发展趋势与定位，提出新时代下

信息管理研究是理论、技术和应用研

究的融合。随后重点阐述了信息管理

研究项目的来源和组织情况，并结合

实例介绍项目选题、申报立项和研究

推进的具体流程，提出项目选题应当

“新、易、小、实”，研究内容应当明确

具体，研究推进应注重实质性内容，要

有针对性地组织成果，边应用边转型。

最后他强调一个项目的完成并不代表

结束，项目成果应用及后续研究工作

不容忽视。最后，胡昌平教授与相关老

师进行了一对一的现场答疑与交流。

安徽大学储节旺教授指导社科基金申报
本报讯   12月 22日，安徽省高校图

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安徽大学图

书馆馆长储节旺教授应邀来我馆讲学，

做了题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应注

意的一些问题”的讲座。

储教授从选题谈起，提出“好的选

题是成功的一半”，结合 2017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指南，提出选题要有价

值、范围大小适中、概念明确和有特色

等要求，并以“五大发展理念在图书馆

情报工作中的应用与实践研究”和“精

准扶贫与图书馆建设相互关系研究”等

选题为例，说明选题的技巧与注意事

项。随后，储教授就文献综述、研究内

容、思路方法、参考文献等内容的撰写

作具体指导，特别强调申报书内容的撰

写应具备问题明晰、结构合理、思路正

确、观点凸显、论证充分、内容简练、

角度新颖、方法科学、语言专业、文献

权威十个方面特征。关于申报书填写

的团队组织、经费预算以及申报书规

范填写，他也做了详细的指导。

后，朱强教授就图书馆对于隐私和隐

私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提出增强用

户了解自身隐私的能力、制定政策，起

草声明等意见和建议以及“ o p e n

everything”和加密等具体保护方法。

非常重要的意义，势必对我省高校图书

馆事业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朱强

教授代表教育部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对

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强调当前

图书馆处在转型时期，遇到很多挑战，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我们在应对挑战时

采取的有效策

略之一，传统

图书馆发展面

临越来越大的

挑战，必须加

快 创 新 与 改

革，努力适应

用 户 新 的 需

求；当前，图书

馆队伍结构及

其能力得到较

大的改善，服

务水平和质量得到大大提高和改善。储

节旺教授代表安徽省图工委对各位嘉宾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本次会

议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用户的体

验成为所有商业竞争的关健点，正所谓

“用户至上，体验为王”；从理论上看，用

户体验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热点，具有重

要研究价值。当前，图书馆服务水平参

差不齐，希望本次会议能厘清用户体验

思路，形成用户体验服务的策略和方

法。开幕式由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方青教授主持。

开幕式之后，朱强作了题为《数字

环境下的隐私和隐私权保护》的报告。

他从改善用户体验，提供用户服务的角

度，诠释了隐私安全是用户首要的体

验；介绍了各国网络环境下隐私和隐私

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他

还就图书馆隐私和隐私权保护所面临的

挑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之后的馆长论坛上，来自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

徽农业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和书记分别介

绍了在用户体验和体验式服务中的经验

和做法，分享了近年来各图书馆在服务

中的模式创新，提出数据化时代图书馆

在提升用户体验中应该着重提高的关键

点和发力点。论坛由安徽师范大学图书

馆党总支书记程文海主持。

23日下午作者论坛和应用论坛邀请

8位征文作者围绕“用户体验和体验式

服务”主题，从学理和实践上展开分析，

从研究方法、微信平台、体验式古籍服

务案例等方面阐述用户体验和体验式服

务的观点。作者论坛由安徽农业大学图

书馆馆长吴文革主持。

应用论坛邀请 8家文献数据供应商

进行探讨交流，他们在分别介绍各公司

数据库平台的基础上，分享了在“用户

体验和体验式服务”方面的创新，并就

加强和高校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更好满

足读者需求进行探讨。论坛由安徽医科

大学图书馆周国正副馆长主持。

闭幕式上，举行了获奖征文颁奖仪

式。根据各单位推荐论文数量和组织工

作情况，评选出 6家优秀组织奖。

24日上午，与会有关专家参观了

安徽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

本次论坛是安徽省高校图书馆一

次高层次、高水平工作与学术交流的

盛会，征集了一批学术价值高的优秀

论文，组织了图书馆界知名专家和学

者发表精彩报告，提供了图书馆、数据

公司和专家交流的大平台，取得预期

效果。

mailto:ahnudsrb@126.com
http://lib.ahnu.edu.cn


第 2版

欢           迎           赐           稿         本版编辑 ：王丽珍

f          u          w         u          z         h          i          c          h         u          a          n         g
服务之窗

至      E-mail : ahnudsrb@126.com

图书馆召开“第十届读者服务宣传月活动”总结暨颁奖大会
本报讯   12月 15日下午，图书馆

“第十届读者服务宣传月活动”总结暨

颁奖大会在敬文图书馆一楼视听阅览室

举行。全体获奖学生、图书馆领导班子、

各部室主任以及相关部室成员参加大

会，会议由图书馆副馆长施才玉主持。

首先，图书馆馆长方青从宣传经

典、走近经典和读者互动三个方面对

“第十届读者服务宣传月活动”进行了

总结。他指出，本届活动尝试走出校园，

服务社会，将全民阅读从校园推广到芜

湖市，共设计策划了20项主题活动，其

中新增微视频大赛、敬文书话、作家见

面会、书海寻宝、数字资源服务进学院、

经典诵读等 9项创新活动。活动期间共

第三届“阅读 *知识梦 *中国梦--我与经典名著之缘”征文获奖名单 第四届“读者之星”获奖名单

“图书馆首届微视频”大赛获奖名单

第三届“万方数据检索大赛”获奖名单

颁奖大会现场 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获奖读者合影

收到各类参赛作品 202项，评出各类奖

项 71项。在学校各级领导的关心、各学

院教职工与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下，如

期圆满结束。

接着，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程文海宣

读了各项活动获奖者名单，对第三届

CNKI杯“阅读知识梦中国梦—我与经

典名著之缘”征文、第四届“读者之星”、

图书馆首届“微视频大赛”、第二届“万

方数据检索大赛”、“‘科技酷生活’

IEEE?Xp lore?科技文献检索达人挑战

赛”、读者协会 2016年年度优秀会员以

及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阅读征文等

7个奖项的获奖者进行了表彰。程书记

还特别指出，由我校组织选送的历史与

社会学院 2014级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

究生姚彦琳同学获得了全省第二届“万

方数据检索大赛”特等奖（全省唯一一

名，）；文学院2014级卓越语文专业姜海

萌等4位同学在全国师范院校联盟阅读

征文大赛的 700多篇作品中脱颖而出，

分获一、二、三等奖。

随后，CNKI征文一等奖获得者胡

昇宏 老师、“读者之星”查小飞同学、读

者协会年度优秀会员蔡明明同学分别发

表获奖感言，表达了对阅读的热爱、对

图书馆工作的肯定、对辛勤工作馆员的

感恩。正如查小飞同学所说“我深切感

受到图书馆的领导、老师们时刻站在学

生立场办事，及时实施人性化的管理，

给我们的学习和阅读提供了特别好的条

件和环境”。

最后，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相关

部室主任全体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和奖

品，并在敬文图书馆东门前合影留念。

据悉，图书馆已连续举办十届读者

服务宣传月活动，每届主题各异、内容

多样、参与面广。根据近三年的读者满

意度调查问卷显示，读者对图书馆各项

服务的满意度均达 90%以上。图书馆将

一如继往地坚持以读者为中心，以宣传

推广阅读为目标，进一步培养读者良好

的阅读习惯，营造书香校园氛围，为校

园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附：获奖名单）

 

奖项 题目 作者 单位 

一等奖     

（3名） 

品味《庄子》的诗性之美 胡宏昇 图书馆办公室 

陌上桑 卢茜 文学院2015级汉语国际教育 

爱情挽歌 ——读《穆斯林的葬礼》有感 闫小燕 皖江学院2012级广告学  

二等奖     

（5名） 

于心灵深处遇合：读《苏东坡传》《漫话东坡》后有感 姜海萌 文学院2014级卓越语文 

唯念山中寂寞林——品读林黛玉的一生 陆欣 文学院2015级卓越语文 

红楼梦未醒 余冰清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2014级化学 

这美丽一路——我与《风雨考研路》的那份缘 贾全侠 文学院2015级学科教学（语文） 

平凡中的不平凡 魏秀娟 皖江学院2014级电子信息工程  

三等奖    

（7名） 

边城人家 程为 文学院2015级秘书学 

浅析唐诗中所蕴含的"光明"力量 巢婉祺 皖江学院2013级汉语言文学 

《窗边的小豆豆》 蔡明明 教育科学学院2014级学前教育 

追求本心 胥泽佳 外国语学院2015级英语 

围城读后感 徐美玲 法学院2015级法学 

待你来看此花时——读龙应台《目送》有感 杨晓彤 法学院2015级法学 

梦里不知身是客——读《聊斋志异•小倩》有感 贺海静 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 

奖项 作品名 作者 单位 

一等奖 线下线上图书馆资源与检索 黄婷婷 文学院 2014级文艺学（研） 

二等奖 图书馆宣传片 王蓉 皖江学院 2014级广播电视学 

三等奖 
梦中图书馆 郑文翔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3级动画 

敬文讲坛 何修豪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4级新闻学 

 

奖项 姓名 单位 

特等奖 姚彦琳 历史与社会学院 2014级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 

优胜奖 许远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4级化学（硕士研究生） 

优胜奖 朱艳雨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5级化学（硕士研究生） 

 

 
姓名 单位 

王夏艺恋 历史与社会学院\2012级历史学 

储巧云 文学院\2013级汉语言文学（师范） 

王秀玲 皖江学院\2013级英语 

徐文杰 皖江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 

朱晗 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非师范） 

罗艺茹 教育科学学院\2014级心理学 

徐韡 外国语学院\2014级日语 

华中叶  体育学院\2012级体育教育 

王莉月 美术学院\ 2013级环境设计 

鲁文辉 政治学院\ 2012级行政管理 

寿泽华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2013级地理信息科学 

米晴晴 皖江学院\2013级网络工程 

周丽君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2014级土地资源管理 

代贝贝 经济管理学院\2013级财务管理 

过劲劲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2014级物电 

尹霞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食品科学与工程 

潘敏程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2012级数学与应用数学 

郭梦影 生命科学学院\2013级园艺 

靳园园 经济管理学院\2012级会计学 

贾雪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3级材料化学 

孔德曲鸣 2014级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 

崔璨 2014级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 

晏亚强 2014级研究生\英语口译 

周丹丹 2013级研究生\美学 

吴烨 2014级研究生\英语笔译 

徐留风 2014级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论（语文） 

胡一乐 2014级研究生\美学 

陈祖耀 2014级研究生\学科教学（语文） 

徐燕 2014级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 

查小飞 2014级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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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经典

怎样读《后汉书》

怎样读《论语》

汪桂海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范晔撰写

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纪、传九十卷。

现在通行的《后汉书》版本都收入晋司马

彪撰《续汉书志》三十卷，填补了范书无

志的缺憾。《后汉书》记载了自光武至献

帝195年的史事。这部史书规模宏大，疏

而不漏，议论深刻，词采壮丽，将史学与

文学融为一体，与《史记》《汉书》《三国

志》并称为“前四史”。

范晔编纂《后汉书》的目的和史源

司马迁撰写《史记》，班固撰写《汉

书》，都是通过史书证明汉朝的建立是

符合天命的，以此来崇扬汉朝，使汉朝

的功德“扬名后世，冠德百王”。范晔所

处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史书的目的更多的

是要总结东汉衰亡的原因，为人们提供

历史的借鉴。范晔撰写《后汉书》时，上

距东汉建国有四百多年，距东汉亡国

（220）也已有二百多年。这数百年中，记

载东汉历史的著作出现了很多。其中，

最基本的史书是东汉官修纪传体《东观

汉记》。该书具有国史的性质，其材料来

源十分丰富，可视为东汉史料的总汇。

魏晋以后出现的许多东汉史书，大都取

材于它。范晔《后汉书》在史料方面也

主要依据《东观汉记》。范晔对其中的材

料做了大量剪裁、订正、润色工作。范

晔对其他诸家史书也多取其长，后来居

上，以至于除袁宏《后汉纪》外，诸家

《后汉书》相继散亡。

《后汉书》的编纂体例和方法

范晔作《后汉书》时曾制定过凡例。

刘知几称范晔《序例》“定其臧否，惩其

善恶”，“理切而多功”，“序例之美者”。确

定了好的著史凡例，是范晔《后汉书》成

功的基本前提。《后汉书》的体例继承了

《史》《汉》，采用纪传体。范晔《后汉书》

原本计划编纂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

为百篇，以与《汉书》篇数相应，但实

际完成的只有本纪、列传，从这两部分

看，其编纂方法别具匠心。

1 .改《外戚传》为《皇后纪》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以来，皇后

在史书中通常入外戚传。但东汉的情形

较为特殊。《皇后纪》序说：东汉“皇统

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

后”。二百年内先后有六位皇后或皇太后

临朝听政，这个现象在历史上确实是少

有的，皇后在东汉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

作用自然不同于以往。因此，在《后汉书》

中专立《皇后纪》是合乎这段历史的。

2.类传新增七种

《后汉书》的类传比较多，除循

吏、酷吏、儒林三列传与《史》《汉》名

目相同外，另有七个为《史》《汉》所无，

它们是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

逸民、列女。七个类传的设立完全是根

据东汉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不是凭空

虚造。范晔在《后汉书》增入《列女传》，

记载才行高秀的妇女，这在正史中是第

一次出现，应给予较高的评价。

3.运用合传

合传是把时代未必相同而性情行事

很相近的较为重要的人物，采取以类相

从的方法，合为一个列传。这也是仿效

《史》《汉》的做法。 伋例如郭 、杜诗皆东

汉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

贾琮皆桓、灵时人，而合为一传，因为他

们都是品行卓著的人。《后汉书》列传人

物仅见于目录者就有五百人左右，很多

采用了合传的方法叙述，避免了杂乱。

4.运用类叙法

东汉历史上有许多名位不很显著的人

物，不能每个人或几个人单立一传，但他

们的人品值得称道，他们的某一两件事迹

值得记载流传，《后汉书》对这一类的人物

采用类叙法来编次，把他们附录在同事的

一个重要人物的传内。这样叙事可起到简

洁周密的效果。

5.一事不两载

在史料的剪裁运用上，《后汉书》

处理得详略得宜，疏而不漏。例如《吴

汉传》叙其破公孙述之功，《公孙述

传》则不详细记载；张俭奏劾中常侍侯

览之家，事见《侯览传》，而《张俭传》不

复记载……这种情况很多，可见作者是

经过悉心核订，避免繁复的。

《后汉书》的优点

1.体例方面沿袭《史》《汉》，吸取

了其他史书的一些创新，有不少改进，

编次更加周密。

2.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文赡事详，

史料丰富。

3.是非分明，不以成败论人。清人

赵翼肯定《后汉书》“立论持平，褒贬

允当”。《后汉书》中对鱼肉人民的外

戚、宦官等豪强恶势力，表示了极端的

厌恶，而对不畏强暴、刚直不阿、敢于

同阉宦等恶势力斗争的党锢人士和太

学生，表示了强烈的同情，对他们极力

表彰、歌颂。

4.议论精彩。范晔《后汉书》各纪、

传大都作序、论、赞，综述所记人物，总

结他们的特点，阐明事情的前因后果，

大都很精当。

5.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后人论及

《后汉书》文辞之美，异口同声。

推荐《后汉书》的重要注本

李贤注。李贤注着重于文字音义、

名物制度等方面的训诂。除此之外，对

史实的补充也不少，当时，东汉以来，

各家有关后汉史的著作还都有传本可

供检阅，故注文得以多所征引，其中引

《东观汉记》和谢承《后汉书》较多。范

晔撰史，曾对不少史籍有所借鉴，其文

字的继承之处，李贤等人往往在注中

加以标明。这一类的注无论对研读范

书，还是作古书辑佚工作，都很有帮

助。现在李贤注本最通行的版本是中

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

本文节选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

8月 5日名家见解栏目

孙钦善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主要弟子

言行的一部书，为儒家的原始文献，是

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具

有思想价值、语言价值、文学价值和史

料价值，在海内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

响，并存在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阅读

《论语》，特别是真正读懂《论语》，非常

重要。

作为经书的一种，阅读《论语》必

须遵循阅读经书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在

这方面，清代考据家兼思想家戴震给了

我们很好的启示，他在《与是仲明论学

书》的信中说：“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

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

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

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

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

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

有渐。”经以载道，这里说明语言文字

（即传统所谓小学）与道（思想）的关系，

强调读经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他所谓

的“词”，指的是语言；所谓的“字”，指

的是“文字”。至于“道”属于思维范畴，

表现为概念、定义、推理等，是思想对

客观事物的反映。于是形成了这样的链

条：“道”反映事物，“词”表达“道”，

“字”是记录词语的符号。经书（乃至一

切文献）是由文字记载的书面文本，上

面戴震的话，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读经的

科学理路。只是其中“所以成词者字也”

一句，确切性尚须推敲，实际上“字”不

是构成“词”的成分，而是记录语词的

符号。接着上面的话，戴震又谈了他是

怎样解决读经时的“字”“词”问题的，

如说：“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

（慎）《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

古圣人（指仓颉）制作（指造字）本始。

又疑许氏于故训（即训诂，指字义）未

能尽（指《说文解字》只限于解释文字

本义），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

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六

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

借，是《说文解字》用以分析汉字形体

结构及借用规律的理论），然后为定。”

可知他借助的方法有三方面，一是字典

工具书，二是《十三经》文本及旧注，三

是“六书”理论。所谓“贯群经”，有两

层意思：第一，群经相当于活字典，一

字的所有意义，贯穿群经之中有全面表

现，并且各经注疏旧注中多有解释；第

二，一字往往多义，在群经中贯通上下

文，其具体意义总是确定的。前一点突破

了字书释义的局限，后一点为根据上下

文“随文释训”以确定字义的方法。这里

所概括的语文方面的解读方法，既科学，

又全面，至今仍在沿用。

戴震这封信中，在谈到语文解读方面

之后，接着又谈到经书的名物、典制、天

文、地理、算术、乐律等具体内容考实方

面。他说：“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

典》数行，至 '乃命羲和 '，不知恒星七政

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以上讲不知

天文历法，难以读通《尚书·尧典》）。诵

《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

音，徒强以协（同叶）韵，则龃龉失读（以

上讲不懂先秦古音，则读不出《诗经》的

押韵。按，此属于语文问题，不属于内容

考实）。诵古《礼经》（即《仪礼》），先《士

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

其方，莫辨其用（以上讲不懂宫室的方位

及衣服的用场，则难以读懂富有典章制度

规定的《仪礼》）。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

《禹贡》（《尚书》地理专篇）、《职方》（《周

礼》地理专篇《职方氏》）失其处所。不知

少广（开方之法）旁要（勾股定理），则《考

工》（《周礼·考工记》）之器不能因文而推

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

则比兴之意乖。……中土测天用句股，今

西人易名三角八线（三角函数的统称），其

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古天文学测算

法），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

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

（《管子》）、《吕》（《吕氏春秋》）言五声（音

调）十二律（乐律），宫位乎中，黄钟之

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

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

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

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

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

人之道，如县（悬）绳（测垂直）树（立）

槷（立于地上测日影的标杆），毫厘不

可有差。”这里戴震认为经书所载之

道，除了靠语言文字表达之外，还依附

于经书中名物、典制等具体内容而存

在，如果不进行内容考实，对经书也难

以通其道。

总之，戴震在此信中完整提出了语

文解读、内容考实，以及以此为基础进

行义理辨析而达到通其道的科学读经路

径。这是读经的通例，读《论语》也概

莫能外。

但是《论语》作为语录文献，又

有其特殊性，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相

应的特异方法来阅读。

限于篇幅，不再举证。读者如有

兴趣，可参见拙著《论语本解》及

劄《论语校释丛 》正、续篇（分别刊

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二辑、

第五辑）。

本文节选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

9月 9日名家见解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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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挽歌
皖江学院 2012级广告学 闫小燕

云卷云舒，岁月荏苒，昂首，看

着那一望无际的天空，心如水般潺潺流

淌，没有过多的波澜；思绪如雪花般漫

天飞扬，带着我心中那不可言语的哀伤，

静静地，轻轻地，落在了那叫“奇珍斋”

的地方。

在这里，所有的故事开始慢慢地拉

开了帷幕，而所有的结局却都已注定。

一切，从这里开始；一切，又都在这

里结束。

轻推开奇珍斋的门，仿佛看到那个

一生琢玉，卖玉，护玉，守玉，爱

玉，为玉所牵绊的男人 --韩子奇，正

小心翼翼的珍视着那些他视若生命的玉

器。他漂泊不定的人生，似乎在踏入

那扇紧闭的门后结束了。然而，有人

曾说过，结束有时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结

束，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在这样

一个玉的世界里，他开始了他如玉般的

人生，炫目之后，终以一地碎片回归

淡然平静。

他因玉结缘，因玉成王，因玉而

走，终因玉而别。他的一生都游离在

玉的国度里。一块玉，隔离着两个世

界，一个是他的世界，一个是她的世

界。有人曾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石，

没有爱情的婚姻，即使有表面上的和

谐，也只是虚伪缥缈的空中阁楼，随

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就如韩子奇和梁君

璧这般。

他和她的结合，或许可以说是必然

的。因对于玉的热爱和对恩师的感激，他

于危难之际与她定下终身。十年艰辛创

业，奇珍斋后来居上。终于，“览玉盛会”

一鸣惊人，为他赢得“玉王”美称。日寇

战争的爆发后，终究，因玉成魔的他，抛

弃妻子，踏上了漫长而迷茫的异国漂泊

之旅。就这样，那份对玉的痴迷，让他深

深地伤害了那个爱他的女人--梁君璧。

而这伤害却伴随着她的一生，不可抹去。

对冰玉而言，我想她是幸福的，她拥

有着韩子奇的爱；但对君璧而言，她又是

何其的悲哀啊。在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里，她始终坚守着一个妻子的职责。在丈

夫为玉抛家弃子走上异国漂泊之旅之后，

毅然坚强的支撑起他们的家，默默地等

待着他的归来。没有人能够断言，这份等

待会有多长，是几个月？还是几年？亦

或是永远？在无言等待中，她没有放弃，

没有怨言，直到等到了他的归期。

无奈命运总是如此的残忍，漫长的

等待，没有等到丈夫的爱情，没有换来

一家团圆和睦相处的情景。在知道自己

的丈夫和自己的妹妹在异国他乡相恋生

子之后，又有谁能看见她那破碎的心，

听见那眼泪流淌的声音。这是包含了多

少的心痛与不甘啊! 她，愤怒了，挥起

手了，挥断了那份手足之情，否定了他

与冰玉的关系。有谁曾想到，她只是一

个平凡的女人，也只想拥有一份简单的

爱情和美好的家庭啊！

失去爱情，失去期待的她，留下的

或许就只有心中那份永恒的信仰了。这

至高无上的信仰是她的动力，不可撼

动；真主是她的灵魂，不可亵渎。但

当一份执着到达一个顶峰，她就会陷入

这份沼泽不可自拔，亲手为她的悲惨一

生拉开了序幕。

因为信仰，她无法容忍丈夫和妹妹

对自己的背叛，无法容忍他们对真主，

对自己信仰的蔑视；因为信仰，她拆散

了天星和他的爱人，自作主张的为天星

安排了另一个人生；因为信仰，当新月

乞求她不要阻挠她和楚老师的相爱时，

也没有唤起她母性的慈爱，造成了新月

短暂的人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一种信仰，一种她所坚持的信仰，

让三段爱情都没有舞动出最美的姿态，

绽放出光彩。她为信仰而活，但一切的

坚持，在知道丈夫其实不是真正的回族

时，似乎又变得那么的滑稽可笑，那么

的讽刺。

她是可恨的，在她拆散了三对人的

真爱之后；她又是可怜的，在知道背离信

仰之后；她更是可悲的，在夫离子去，孤

身一人之后……

对于她，我想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只因命运捉弄，变化无常啊。

玉碎了他走了，一切恢复平静了。夜

渐渐深了，明月渐渐地爬上来了。看着那

一轮明月，我的心隐隐的痛了，痛了……

又有谁会想到，命运是何其不公？

在最为灿烂的年华里，新月离开了，如陨

石般划过那一方天空，划过了，消散了。

然而命运又是公平的。

童年里的新月是快乐的，母亲虽离

开了，却拥有着哥哥的疼爱，父亲视她

为掌上明珠，家里的下人更是对她疼爱

有加。孩子的纯真在她的身上一直保

留，直到后来。

岁月流淌着，新月长大了，带着一

份清秀和美丽，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燕

京大学。就是在这个充满知识和浪漫的

校园里，她遇上了她短暂一生的爱人 -

-楚雁潮。他是她的老师，也是她的朋

友。未名湖畔，他们时而谈论文学，时而

谈论政治，时而谈论家常。终于，爱情在

不知不觉中发芽了，在她的眼中，他不在

是那个他了；在他的眼中，她也不在是他

了。他们相爱了。

或许，每一个爱情之路都满是挫折，

才能为之动容，披荆斩棘之后才能划下

圆满的结局。但是，新月却是不幸的。

和汉族老师的相恋，遭到了母亲的

强烈反对。那一份年轻的爱情的火花就

这样在宗教信仰面前受到了无情的打压。

命运似乎觉得还不够！在悲苦中，新月

却病了，医院就慢慢地成了她的另一个

“家”。在医院里，新月忘不了他，她哭求

着她的母亲，让她能在生命的最后旅途

里能好好的感受这一份爱恋。可她失败

了，愿望落空了。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她依旧执着

的等待着她爱的那个人的到来，等待着，

等待着……

终究，新月没有等到她盼望的那个

人，终于丢下一切，走了！对这个世

界，她留恋也罢，憎恨也罢，永远的

离开了。要走的人，注定是要走的，谁

也留不下，这是她的宿命。

他终究也晚了。

新月离开了，楚雁潮也心碎了，绝望

了，疯狂了！他不可遏制的扑上去，吻着

她的脸，她的眼，她的唇！这和着泪水的

吻，是他们的第一次吻，也是最后一次；

是初恋的吻，也是诀别的吻。

一场爱恋就这样慢慢地结束了，消

逝了。玉碎，月落，一切就这样不知不觉

得结束了。

奇珍斋的大门依旧紧闭着，谁也不

曾想到，这里曾演绎了一场穆斯林家族

的悲欢离合，六十年的兴衰起伏，三代

人的命运变迁。

天，依旧那么蓝；云，依旧那般白；

一场醉人心肠的爱情挽歌，依旧继续着

它的漂泊……

 卢茜

北方清晨，鸡鸣不过三，村子便睁

开了惺忪的眼。湿漉的光还不能驱散雾

气， 窸窣晨起 的声音却早已此起彼伏。

阳光借着春早一寸一寸地攀上村边

酱色的小楼，屋顶片片瓦砾上尚沾着昨

夜的露，折射着自东而来的光亮，屋顶

便镀上了一层金粉，微翘的檐角在初生

的红日里依稀可见。檐下悬着一块雕花

镶边的木匾，藏蓝的底色里嵌着规规矩

矩的三个大字——“秦氏楼”。

“娘，我去了啊！”

“诶，路上小心点，早去早回啊！”

应声望去，是秦家的女儿罗敷，又出

门采桑了。

小村离城南不过三里路，春雨过

后，小路泥泞，但似乎每一粒微尘都

夹着生的气息。避着坑洼不平的小路，

罗敷手提着裙裾，一路上走走停停。早

间的露珠摇摇晃晃，从路边初绽的雏菊

瓣上“啪嗒”一声滚落，渗进深色的

土壤里。这一切在罗敷的眼里宛如一个

新生的世界，虽己嫁作人妇，可少女的

心性依旧在她身上久久不散。罗敷柳腰

轻折，凑上前去，似有若无的香气从鼻

尖滑过，她轻轻地笑了，伸手摘下那朵

雏菊，别在丫头给梳好的坠马髻上。

春日的风拂过罗敷的面颊，打着旋

儿，卷起她刺绣钩花的鹅黄色裙角，带

起了淡淡的脂粉香。耕作的农人不经意

瞥见了她经过的背影，就驻在那儿了，

直到黄牛拖曳才恍然回神。

岔路口的桥下，清浅的河水映出了

罗敷白皙的面庞，耳垂上坠着的明月珠

在水光的映射下闪闪发光，衬着她淡紫

色的印花短袄，莲步轻盈。

“诶！那是谁家的闺女啊？”

“是罗敷吧？嗯，是秦家的罗敷。”

一回神，她寻声抬头，远远望见桥上

脱帽理发的少年和挑担赶路的行者，正

捋着胡须朝她笑着呢！只一瞬，一朵红

晕在罗敷的脸上漫开，她微微低头，便

转了身急急地赶路了。

城南的桑叶翠色欲滴，晌午，光顺

着层层树叶的缝隙下漏，在未干的土地

上形成了点点光斑，诱人的潮气与泥土

的芬芳就这样被慢慢被蒸腾出来。罗敷

轻掂脚尖，伸手去够那新生的叶儿，采

进悬在臂上的小篮里，桂枝提钩的小篮

在她纤细的臂弯里摇摇晃晃的，也多亏

了出门前母亲给系上了青丝带，否则，

这纤细的手臂是断然挂不住的。只一小

会儿，桑叶已盖满了底儿。罗敷放下小

篮，伸手去擦拭额角渗出的汗珠，淡紫

的绸袖就这样滑到了臂弯，露出她如玉

般通透的小臂，宛如一幅天成的画儿。

这一幕恰巧被经过的使君看在眼里，

他眯起眼角，挪了挪堆在车厢里的身躯，

道：“原来是我的马儿为我发现了美人儿

啊！快！快去给我打听打听，这是谁家

的小姐！”

五马嘶鸣间，身边小吏已回：

“报！大人！那是秦氏的女儿名为罗

敷，年方十五有余！”

“哦？速速扶我下车！”

只见他登上高马靴，一手扶住快要

从扭花腰带上溢出的肥肉，在小吏的搀

扶下挤出车厢，左脚还未下车，右脚早

已迫不及待地朝罗敷奔去。罗敷抬头

间，使君堆笑的嘴脸已凑到跟前，笑嘻

嘻道：“姑娘这采桑可累否？赏个光与

我归府如何？富贵荣华，何须采桑？”

罗敷显一愣，随后微微一笑：“使君莫

怪小女子言语冲撞，您实在愚蠢！使君

府上自有填房妻，罗敷家中亦有结发夫

婿。”“哦？我贵为使君，你岂敢不

从？”他有些急了，眉心的褶皱拧出了

点点汗渍。罗敷见状，莹莹笑意攀上眼

角：“在东方，我夫婿随从人马一千

多，他排列在最前头。凭什么识别我丈

夫呢？骑白马后面跟随黑马的那个大官

就是，用青丝拴着马尾，那马头上戴着

金黄色的笼头；腰中佩着鹿卢剑，宝剑

可以值上千上万钱，十五岁在太守府做

小吏，二十岁在朝廷里做大夫，三十做

皇上的侍中郎，四十岁成为一城之主。

他长得皮肤洁白,疏朗朗略微长一点胡

须；他轻缓地在府中迈方步，从容地出

入官府。太守座中聚会时，在座的有几

千人,都说我丈夫与众不同呢！您还有什

么疑问吗？”

一席话罢，使君脸上的笑容早已凝

固，撇着的嘴微微抽搐着，许是自觉讨了

没趣，又略微惧怕着罗敷夫婿的权势，他

皱着鼻头，努力架起耷下的眉角：“姑娘

莫生气，使君我只是见你孤身一人采桑，

小路危险，既如此，就不叨扰姑娘了。”罗

敷似没听见，笑意不减，挽起小篮，留给

了使君一个轻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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