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3 文匯副刊文匯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三刊出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7月14日（星期二）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鬼谷子」是戰國
時代著名的縱橫學派
創始人，作為一位隱
士，他培養出的弟子
孫臏、龐涓、蘇秦、
張儀是那個時代的風
雲人物，左右着各諸
侯國之間的政治局
勢。鬼谷子的隱居之
地，歷來多有爭論。
然據《蘇秦列傳》
載：「蘇秦者，東周
洛陽人也，東事師於
齊，而習之於鬼谷先
生。」這段話至少透

露了這樣一個信息：鬼谷子是在齊國授徒的。
後經多方考證，山東淄川區的梓橦山是鬼谷子
隱居地之中較為可信的。
從嚴格意義上講，梓橦山不能算是山。首先
它沒有山的凌雲氣勢，也沒有山的巍峨形態，
甚至從遠處看，只是一處高出平地的丘陵，默
默隱匿於都市一隅，屬於真正的「不顯山不露
水」。梓橦山的靈秀之處似乎不在於「山」，
而在於「洞」，這洞就是鬼谷洞。僅看名字，
便流露着一絲撲朔神秘的氣息，又因鬼谷子曾
於此洞修身養性，講學授徒，更有八稜碑、王
樵繭室、玉皇宮、黌嶺寺、儒學院、冀經書院
等歷史文化遺存，而使梓橦山愈加顯得幽深而
曠遠。
歷史上關於鬼谷子的傳說很多，有一些已近
乎神話。比如說他是道教的洞府真仙，位居第
四座左位第十三人，被尊為玄微真人，又號玄
微子，也有說他是村夫慶隆和東海龍女的兒
子……然而，鬼谷子是人不是神，西漢楊雄、

東漢初王充、東漢末應邵等人的著述中都有記
載。在兩漢人的眼中，鬼谷子確有其人，他曾
是「連六國從親」的蘇秦和「散六國之從」的
張儀的老師，是戰國縱橫之術的鼻祖。他大約
出生在公元前390年左右，卒於公元前320年
後，有過一段豐富的社會政治鬥爭生活經歷，
後隱居潛心治學，擇徒授業，教人以權謀之
術。他為學生樹立的人生目標是「分人均
地」，博取功名。他是先秦政治權謀術的總結
者。而《史記》上的記載更接近於真實，太史
公下筆必有出處，這是被許多歷史學家證明了
的，而現存最早記載鬼谷子行跡的典籍便是
《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者，東周
洛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
生。」而梓橦山所在的淄川區正是春秋戰國時
齊國的核心區域。有人稱鬼谷洞是「中國最早
的軍事學院」，此言非虛，單從孫臏、龐涓、
蘇秦、張儀等這些如雷貫耳的軍事天才皆出自
其門下，便足以說明問題。
鬼谷子的名字，說法不一。有的地方叫「王

栩」，有的地方叫「王禪」，在梓橦山，民間
流傳鬼谷子是「王禪老祖」。他在梓橦山作窟
三丈，潛心修煉，著成了《鬼谷子》這本智慧
謀略之書，並在此地講學，傳播他的思想。孫
臏、龐涓、蘇秦、張儀就是在梓橦山跟隨鬼谷
子學術，得到鬼谷子的真傳而成名天下。孫臏
是齊國的軍師，在中國歷史上曾留下「田忌賽
馬」、「請師出屋」等膾炙人口的典故，並策
劃了齊魏桂陵之戰、馬陵之戰等著名戰役。他
的「圍魏救趙」和「減灶之計」在中國及世界
軍事史上被廣泛利用，他所著的《孫臏兵法》
與孫子的《孫武兵法》統稱《孫子兵法》，成
為世界上著名的兵書戰策。
2005年7月12日，在英國倫敦佳士得拍賣會

上，一件元代青花瓷器「鬼谷下山」，拍出了
2.3億元的天價，刷新了中國瓷器及中國工藝品
拍賣價格的世界紀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鬼
谷子文化已經享譽世界。套句現代用詞，鬼谷
先生應該稱得上是一位「牛人」。他既有政治
家的六韜三略，又擅長於外交家的縱橫之術，
更兼有陰陽家的祖宗衣缽、預言家的江湖神
算，所以世人稱他是一位奇才、全才，民間亦
有傳說鬼谷子是命理師的祖師爺。鬼谷洞門口
有一副後人為其撰寫的對聯：看破紅塵望歸隱
歸隱從未斷紅塵，超脫世人願得道得道未曾辭
世人。
漫步梓橦山間，步步藏景點，處處有故事。

就拿步雲橋來說，據說當年是一道長20米的獨
木橋，去鬼谷洞的必經此橋。橋下便是深達10
米的鬼谷，湍急的梓橦河洶湧奔流。當年鬼谷
子就在此考驗他的弟子，由此生發的一個故事
膾炙人口。
相傳，孫臏與龐涓相約來鬼谷尋鬼谷子拜師

學藝，看到腐爛不堪的獨木橋，龐涓就想回
頭，孫臏求師心切，冒險走了過去，剛剛走
過，腐木立斷，墜入深谷。孫臏見到鬼谷子並
拜了師，卻急壞了鬼谷另一頭的龐涓，他後悔
不該動念，忙跪倒在地，求鬼谷子收下。鬼谷
子道：「腐木為的是考驗你們的決心，我今只
收一個徒弟，你還是請回吧！」孫臏忙跪下給
龐涓求情：「我二人情同手足，肝膽相照，一
路披星戴月，好不容易來到了鬼谷勝地，希望
師傅收下他吧！」鬼谷子嘆氣道：「此人心術
不正，日後必會害你，難道你不在意嗎？」孫
臏是個忠直之人，哪會考慮日後的事，忙說：
「我二人是結拜弟兄，榮辱與共，但求師傅成
全！」鬼谷子雙目微閉，口語振振：「念於孫
臏的赤誠，你龐涓就先在鬼谷住下，你閉上眼
過來吧！」鬼谷子用手一點，立即颳來一陣大
風，把龐涓捲了過來。
多年後，一切如鬼谷子所料，龐涓任魏國大
將軍後，把孫臏騙到魏國，處以腆刑剔去其膝
蓋骨。現在的步雲橋已成為梓橦山一景，來此
觀光的遊客都爭相到橋上走一走，體會一下古
人的心境。然而，橋已不是獨木橋，橋下也沒
有深深的山谷和湍急的河流了。
在梓橦山下的藏梓村，有一處佔地十餘畝、

可容納千餘人的鬼谷子文化廣場。廣場中央，
矗立着鬼谷先生的巨型雕像，一襲長袍，傲然
臨風，鬚髮冉冉，仙風道骨。身後是刻有介紹
鬼谷子生平的浮雕，能讓村民和遊人了解這位
偉大縱橫家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生。一到傍晚，
這裡載歌載舞其樂融融的景象，讓人不禁遐
想，鬼谷子當年傳授韜略，為的也正是天下太
平、百姓安樂吧。

青少年時代，對晚清小說極有興
趣，這緣於看了魯迅《中國小說史
略》中的若干章，如「清之俠義小說
及公案」、「清末之譴責小說」等。
於是找了不少那個時期的書來看，最
迷的是吳趼人的《九命奇冤》、《劫
餘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等。後來始知這位吳趼人先生是廣東
人，更為喜愛。
那個時期，一般學者稱為「近

代」。究竟近代小說的產量有多少
呢？近閱湯克勤、李珊編著的《近代
小說學術檔案》（武昌：武漢大學出
版社，二〇一三年六月），在〈前
言〉中同樣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引述
了若干專家的統計，至二〇〇八年劉
永文的《晚清小說目錄》，得出「近
代期刊小說1141種，日報小說1239
種，單行本小說2593種」，這個數量
可見晚清小說之盛。
這部《近代小說學術檔案》，是陳

文新主編《中國學術檔案大系》其中
一種。所謂「檔案」，即是摘錄專家
學者的著作，後再加編者的解說和評
介。被摘錄者都是研究有成的學人，
早期的如魯迅、胡適、阿英，當然榜
上有名，後如錢鍾書、吳小如、陳平
原等，海外華人學者則收夏志清、王
德威。
這裡，且看看編者如何看待王德威

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
論》：「王德威的『沒有晚清，何來
五四？』的命題，以及對晚清小說現
代性的挖掘，受到了學界的持續關
注……國內學界的反響大致出現了兩
種狀況：一、贊成；二、反對。」
編者將「兩陣對圓」的觀點勾勒出

來，從而提出己見：「王德威有淵博
的知識和深厚的理論基礎，他的近代
小說研究，視野寬闊，視角新穎，對
於過去中國學術界相對薄弱的近代文
學（小說）研究來說，尤其具有外來
衝擊力的影響和作用。」
編者對王德威遍讀文本的精神，十

分欽佩，「出現在他論著中的近代小

說近百種，這樣的廣度在海外華人學
者中是僅見的」。職是之故，編者在
〈前言〉中，便鼓吹「精讀文本，不
但要細讀近代小說名作，還要細讀目
前所知的所有的近代小說作品」，
但，可以全部讀完嗎？正如篇首劉永
文所列的數量，有多少人可以全部讀
了？或全部細讀了？相信王德威也沒
有。
這個「奢求」，是基於編者的感

喟：「現在很少有人能沉潛地閱讀作
品了。」不錯，王德威確是典範。其
實，在這本書中所引各家，都是「沉
潛閱讀」之輩，「五四」時期及上世
紀三十年代的不說，當代的錢鍾書，
夠「沉潛」了，簡直是中國有數的
「讀書種子」；另如陳平原所撰的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
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
研究》等，何嘗不是「沉潛遍讀」
（不敢說他已「全讀」）了該時期的
作品，那才寫出他在這領域的研究大
著。
那麼，我們是否須「全讀」了才下

筆？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

荇菜，又名水荷葉。我總是把它和睡蓮混淆。原
因是，它們的葉子極其類似。不同之處在於，二者
開花的樣子不同。
華北農村有人娶親，必在棗木大門上張貼大紅色

對聯。一般而言，門心是「關雎起化，麟趾呈
祥」，或者是「石投蘇水，月照秦樓」，門對則一
律是「詩歌杜甫其三句，樂奏周南第一章」，這是
引述《詩經》中的典故。「關雎起化」無疑是從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而來，「周南第一章」指
的也是《關雎》。我曾教中學語文多年，每年都帶
着學生朗誦《關雎》。先給孩子們講一遍《詩經》
裡的愛情故事，神往一番之後，大家齊讀或者背
誦：「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其間搖頭晃腦，儼然是一群古代私塾裡的蒙
童。
只是，我很少留意荇菜。
記得自己讀中學的時候，和很多人一樣，極喜歡

大詩人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那軟泥上的青
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
做一條水草」……徐志摩是情聖，給後人的感覺
是，他的一生只為詩歌和愛情而活着。但事實並非
完全如此。
徐志摩是一個酷愛自由的人。他的不同凡響之

處，在於始終知道自己要什麼、愛什麼。這種鮮明
的個性，不僅難以獲得家人的理解，連他的老師梁
啟超都頗有微詞。只是，人生短暫，中庸和特立獨
行究竟哪個更好一些，也是個見仁見智的話題罷

了。
徐志摩遇到陸小曼，是在一九二五年。這一年，

徐二十九歲，陸二十一歲。他們的愛情如膠似漆。
陸是個喜歡交際的人，開銷極大。徐為此四處奔波
兼職賺錢，供陸開銷。陸生活奢侈，租住了一套豪
華的房屋，月租一百大洋。家中養着十四個僕人，
還要買漂亮衣服、聽戲打麻將、趕夜場跳舞，甚至
抽鴉片。
徐對陸百依百順。即使陸與翁瑞午同榻抽大煙，

極其曖昧，徐也為其百般辯解：「夫婦的關係是
愛，朋友的關係是情。羅襦半解，妙手摩挲，這是
醫病；芙蓉對枕，吐霧吞雲，最多只能談情。」這
辯解多少有些蒼白。只是，安靜的夜晚，大詩人回
味着「那軟泥上的青荇」這一句的時候，是否也因
此感覺到一絲苦澀呢？
徐終於因愛而死。這一點，有點像因決鬥而死的

普希金。
於是，在討論婚姻時，有人總結說：「無論如

何，都不要和一個最愛的人結合。」
這話，不知道究竟有幾分道理。
網絡百科中說，青荇，即荇菜。網上又有文字

說，荇菜本身是水環境的標識物。荇菜所居，清水
繚繞。至於污穢的地方，是見不到這種潔淨的東西
的。
這樣看來，荇菜竟然是一種非常喜歡潔淨的植

物。在沒有電燈、電話、電腦、電影和電子書的時
代，男人們一覺睡到天亮，之後扛着木耜下田。至

於女人，她們要縫補衣服、撫養孩子，還要採摘果
蔬、餵養牲畜。
成群結隊的男人下田幹活，在水邊遇到青春氣息

撲面的女子。老人們點點頭也就過去了，中年男子
則悶着頭往前走，或許是擔心家中婆姨的火眼金
睛。有年輕的小伙子從後面一路趕來，看到一邊採
摘一邊哼唱的女子，頓時心情激盪。
樸素的愛情，就是這樣在一瞬間被激發出來的。
西方人所謂的荷爾蒙和多巴胺都是冷血的詞彙。在
遙遠的古代，一個身材結實的小伙子在路邊瞅了一
眼採摘荇菜的女子，他的內心已經種下了愛情的種
子。之後，他們相約一起爬到山坡頂上數星星，在
酷熱的夏夜，一起去遠離村子的水潭裡嬉戲，然後
生兒育女和白頭到老。
真的愛情，或許真的不需要十四個僕人，不需要

一百大洋月租的房子，更不需要鴉片煙來營造氛
圍。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城，在提供愛情消費方
面，遠不如兩千年前大家採摘荇菜的那條小溪流來
得實在和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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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離江南岸，平疇出陽山。
明珠耀太湖，鑽石亮皇冠。
人道火山湧，千古鑄此岩。
我謂女媧石，遺落在人間。
迤邐串珠寶，迢遞綴玉珊。
有如長腰軟，有如獅子歡。
小丘多玲瓏，大地自豐顏。
書院吟誦悠，古寺鐘磬遠。
奄忽春風至，突兀芳菲鮮。
竹樹層層綠，桃李色色妍。
萬株壯聲勢，八佾舞翩躚。
一睹羽霓裳，再看美人面。
天下獨此花，勾魂攝心田。
楊妃與趙姬，對比亦等閒。
陶令寓美夢，崔護寄愛憐。
傳奇孔尚任，題扇興亡嘆。
乃知貌雖柔，應識骨彌堅。
此花最通情，滴水報湧泉。
暖風潤芳澤，碩果展笑靨。
四野甘汁湧，八衢車馬喧。
茫茫人寰中，此地最芳甜。
宜請王母嚐，合為壽星獻。
輕佻皮已綻，漫吮肉酥綿。
蘭麝滿齒頰，瓊漿溢舌尖。
指看琳琅果，誰與相比肩？
多謝釀蜜人，心血勤澆灌。
成就一方土，卓然名聲顯。
江左好農莊，東方美田園。
遊目舒胸襟，移步賞景觀。
小憩農家樂，彷彿桃花源。
屠蘇斟客醉，鳥語伴客眠。
揖別語依依，邀約再相見。
我作陽山吟，一吟一流連。

陽山吟並序
太湖之畔，無錫陽山存焉。此地風光旖旎，物產豐饒，
尤以水蜜桃聞名遐邇。桃花之放，蔚雲蔚霞；桃果之熟，
釀甜釀蜜。更喜近年陽山發展建設碩果纍纍，宜謳宜歌。
余往返觀光數十次，對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無不情誼綿
長，乃作《陽山吟》以誦之。

■鬼谷子著書圖 本報山東傳真

■這書值得研究近代小說者一觀。
作者提供

隨着電腦與網路技術的運用與普及，「虛擬」一
詞日益被廣泛運用。如今虛擬的東西很多，遊戲有
虛擬貨幣，聊天有虛擬情人，也可在網上虛擬種
菜、偷菜、飼養寵物……而在個別寫手圈裡，也悄
然流行着一種「新興」的寫作形式——虛擬寫作。
「虛擬」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有二：一

為不符合或不一定符合事實的，二為虛構。其實，
個別寫手的虛擬寫作，純粹就是虛構寫作。好聽點
叫閉門造車，難聽點簡直就是胡編亂造。
寫作是要有生活經歷的，這經歷有的是自己親歷

親為，有的是通過讀書、採訪等方式耳聞目睹所
得。通常來說，人的經歷愈豐富，寫出的作品就愈
動人。但虛擬寫作者並不遵守此法則，他們什麼時
髦就「寫」什麼，完全是憑空想像、跟風寫作。
只要稍加留意便會發現：若張三寫《奶奶上

網》，李四便寫《爺爺開博（博客）》；某甲寫
《初戀像橄欖》，某乙便有《初吻如電流》；你寫
《吵架也幸福》，他便來《鬥嘴也甜蜜》；今天有
《在英國考駕照》，明天便有《在紐西蘭學駕

駛》……一時間，似曾相識的標題和內容充斥了媒
體和網絡，卻盡是些子虛烏有的故事。
我認識一個女性寫手，姑且把她叫做「萍萍」，

免得對號入座。萍萍明明才二十出頭，尚未婚嫁，
甚至連男朋友都沒有。但此人卻專寫愛情和婚姻故
事，寫得大膽熱辣，簡直教人不敢相信。且看文章
的標題：《老公的前情人》、《為老公找舞伴》、
《把老婆當花樣呵護》、《寶貝像鮮花一樣生
長》……常言道：「浪漫的愛情，平淡的生活。」
談戀愛的時候，只是一門心思愛一個人，當然浪
漫。可婚後，凡人要為生計和柴米油鹽奔波，當有
了孩子，家庭的重心便立即轉移到了下一代的身
上，誰還有那麼多閒情去浪漫。萍萍文中的大膽和
浪漫，多是無限理想化的生活，也多是在影視劇和
小說中出現，現實生活中沒有，或者少有。
我們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對讀書與

寫作的人大有裨益。這樣才能增知識，廣見聞，寫
出的文章才言之有物，文采飛揚。過去有句話是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如同個別寫手，明

明生活在邊遠的小縣城，出城、出省的機會都很有
限，更談不上走出國門。但他們的膽子卻很大，既
寫祖國各地的景色，又描繪歐美諸國的風情。表面
上看，其知識之淵博超過學者，遊歷之廣博超過外
交官和旅行家。但如此高產的「美文」，簡直令一
些編輯和讀者產生質疑。後經舉報，此人的「美
文」均是東拼西湊的產物，跟剽竊沒有兩樣。
虛擬寫作為何在部分寫手中風行？因為方便！通

常只需借鑒，或將他人的文章改編一番，便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只需將原文標題改頭換面，再將原文
人物的性別、年齡，以及故事發生地稍作修改，一
篇篇「大作」、「新作」便大功告成，再隨着電子
郵件，洪水猛獸般地砸向千萬媒體和網絡平台。
話又說回來，這些虛擬寫作者全都具有自我保護

的意識，幾乎沒人用真實姓名。他們也怕壞了自己
「真實」的名聲，也怕原作者追究，更怕編輯封
殺，屬於「地下工作者」。而每當他們數着大量數
額不等的匯款單時，便更加堅定其虛擬寫作的信
念。
虛擬寫作的實質是杜撰，是借鑒，是模仿，是

「拿來主義」，說得嚴重點，是偷盜和剽竊。現今
網絡發達，資訊便捷，各式文學作品源源湧出，難
免泥沙俱下。對於這類寫手，古語云「同是人，類
不齊」，或許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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