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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王陽明（1472—1529），本名王守仁，幼名
雲，字伯安，別號陽明，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明代著
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
學之集大成者，以哲學成就載入史冊。其學術不
單影響我國明清兩代以至近現代，而且遠播日
本、朝鮮等東南亞國家。
2019年，是王陽明平定朱宸濠叛亂、任江西巡
撫和發表「致良知」500周年。江西政協常委、副
秘書長、民建中央委員趙波，日前建議江西開展
王陽明500周年相關紀念活動。我由此想起王陽
明和他的《紀功碑》。紀功碑，古已有之。我國
歷史上首次有戰功紀念刻石的是「燕然勒
功」——東漢永元元年（西元89年）國舅竇憲率
大軍征伐北匈奴，大破北匈奴後，登燕然山，摩
崖勒石，刻字記功。王陽明《紀功碑》藏身於廬
山南麓的秀峰。南唐中主李璟，曾在秀峰築台讀
書，保大九年（951），李璟敕令在這裡修建寺
廟，賜名「開先寺」，意思是「開國先兆」。在
李璟讀書枱下，有一塊數丈見方的石壁。石壁上
有三通石刻。從右至左分別為明代徐岱的詩作，
北宋黃庭堅《七佛偈》，王陽明的《紀功碑》。
有句成語，叫做歷久彌香。王陽明便是這樣一
位歷史人物。本世紀以來，隨着傳統文化尤其是
儒家研究的持續深入，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文化大
家，逐漸成為學界的熱點：2012年1月31日，中
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播出紀錄片《廬山文殊台：心
學大師王陽明》；2017年10月，四十集大型歷史
正劇《千古大師王陽明》正式簽約啟動，該劇緊
緊圍繞王陽明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人生不
同階段，講述王陽明傳奇的一生；2017年12月，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千古一人王陽明》……
正德十四年（1519），能文能武的王陽明，平
定了危及大明江山的寧王之亂，在贏得「大明軍
神」美譽的同時，背上了「功高蓋主」的包袱。
重壓之下，他不得不將全部功勞歸於無能的皇帝
明武宗。數月後，王陽明在秀峰憤憤然寫下《紀
功碑》，並刻石存世。次年春日，登上廬山，在
天池峰揮毫作詩，在文殊台夜觀天象。文殊台，
一層平頂、臨壑而建，立身於天池山西邊，北側
壘有上台石階，下有石室五楹，石木水泥混合結
構。戊戌之夏的一天上午，我在廬山遊覽了龍首

崖、文殊台後，穿過那個用不規則石塊堆砌，由
近代著名政治家、學者康有為題額的「天池寺」
山門，沿着天池峰麻條石鋪就的山道，向北攀登
不過百餘米，一座隱身林間的紅瓦石亭出現在眼
前。
這座汪精衛當年修建、意在保護王陽明詩刻的

亭子，有兩個與眾不同之處。其一，亭子周遭，
全是石板「護欄」，沒有人們進出的「門」。為
了一探究竟，我只好高抬笨腳，跨欄而入；其
二，亭子中間，不是平地，而是一塊北高南低的
斜坡狀天然巨石，上方刻着「照江崖」三個遒勁
有力的楷書大字。據明朝嘉靖年間著名學者桑喬
所撰的《廬山紀事》記載，此三字為嘉靖文人劉
世楊所題。「照江崖」之下，從右至左並排着兩
通石刻。其右為王陽明詩：「昨夜月明峰頂宿，
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
茅屋。」落款：「陽明山人王守仁伯安書」。寥
寥數語，意味綿綿。表面看，是在描繪大自然的
奇妙現象，背後卻暗喻王陽明內心的憂憤。
這就要由此及彼，與王陽明的秀峰《紀功碑》
聯繫起來。《紀功碑》長約242厘米，寬約234厘
米，碑文字體莊重遒勁，揮灑自如，氣勢宏偉，
刻技嫺熟，字跡清晰。全文如下：「正德己卯，
六月乙亥，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
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
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亦赫怒，親統六師臨時，遂俘宸濠以歸。
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
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以
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
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初讀碑文，頗
為困惑。碑文中明白無誤地寫道：「宸濠擒，餘
黨悉定。」接下來卻筆鋒一轉：「天子聞變赫
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既然經過
鄱陽湖大戰，宸濠已經被擒，叛亂也已平定，為
什麼天子還要親自率兵，並俘獲宸濠、凱旋而
歸？這不就有點「自相矛盾」了。由此及彼，細
加品味，王陽明這樣行文，並非條理不清，而是
另有隱情。
原來，武宗的宦官、寵臣張永、江彬、許泰等
人，對王陽明嫉恨已久，當他們接到王陽明的捷
報後，不是如實報告，而是歪曲事實，在武宗面

前誣告說，寧王叛亂前，曾與王陽明聯繫過，王
陽明卻密而不報，可能腳踩兩隻船——看哪邊得
勢，就投靠哪邊。因此，對王陽明應當嚴加提
防。武宗一聽，非但信以為真，而且怒火中燒。
於是，明知叛亂已平，還是興師動眾，親率大軍
前去「平叛」。其行為暗藏殺機：如發現王陽明
有異常，便隨時隨地將其處置，以免留下後患。
王陽明探知內情後，驚恐不安，只好將朱宸濠

交給武宗大軍的先行官張永，把「首功」拱手相
讓，希望他在皇帝面前替自己說點好話。與此同
時，王陽明向皇上重新報捷，將功勞全歸於天
子，並再次表明忠誠。武宗收到捷報後，命王陽
明在九江一帶待命，等事情完全搞清楚後再酌情
處理。王陽明雖然暫時逢凶化吉，但卻耿耿於
懷、心有不甘。次年正月，王陽明遊廬山秀峰
「開先寺」時，便煞費苦心寫下《紀功碑》，簡
要記錄了平叛過程。通觀碑文，激揚飛越，縱橫
跌宕，將行書的灑脫和楷書的莊重糅合在一起，
使全文氣韻貫通，雄健蒼勁，代表着王陽明書法
的極高水準。清初詩人王漁洋觀賞了王陽明詩碑
後，激動不已，寫詩讚道：「文成摩崖碑，其字
大如斗。萬古一浯溪，光芒同不朽。」王漁洋將
《紀功碑》與顏真卿的頂尖之作《浯溪碑》相提
並論，認為二者同樣萬古不朽。
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可是，皇帝老兒非但沒有褒獎他，反而要親率大
軍前來「平叛」，差點就把有功之臣的小命給
「平」了。王陽明正是抱着這種憤憤不平、惶惶
不安的心境在秀峰留下《紀功碑》，碑文委婉地
透露自己本應得到的功勞。今天看來，王陽明一
邊向皇上報捷，且將功勞全歸於天子；一邊揮動
妙筆，撰寫峰回山轉的《紀功碑》。如此這般，
既是為自己付出打抱不平，也是為歷史真相留下
證據。乍看起來，似乎不夠光明磊落，至少有口
是心非之嫌。然而，王陽明這樣做，實在是不得
已而為之。有道是，「官逼民反」。王陽明之所
以出此「下策」，完全是被武宗逼出來的。可謂
是，於無奈中折射出這位心學集大成者的高明。

話說柏格森一直以來受到很
多思想家所影響，當中包括普羅
提諾（Plotinus）、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 康 德
（Immanuel Kant）、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乃至威廉
．詹姆士（William James），
涵蓋古典的現代的，此外，很多
科學家、藝術家、神秘主義者對
他有所啟迪。
柏 格 森 為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之邏輯原子論及分析方
法的競爭對手，即使僅為間接對
手，與羅素不同的是，他不僅改
變分析方法，更堅持哲學應完全
拒絕分析；他遂有此說法，形上
學「免除特徵」，因此處於必須
表達「無法表達之物」的困窘立
場。
此外，他不僅反對簡單事

實、簡單事物與感官作用的觀
念，更反對哲學包含事實、事物
與感官作用的觀念；他的基本本
體論乃變遷本體論，其對象並非
事物或事物性質的變遷，而為變
遷本身，變遷遂自成整體。
「綿延」觀念即變遷的實

在，他認為不但事物性質有所變
遷（比如藍色的事物變成紅色，
年輕的事物變老），生命本身的
物質亦有所變遷；此外，他更認
為概念乃靜態的與片面的；當世
人嘗試分析事物，已採取某一觀
點而放棄另一觀點，從而扭曲及
改變事物；凍結事物時間卻不可
理解事物發展，分析無法令人滿
意，皆因事物存在無限的角度與
無盡的片刻。
假如讀者視之為詩篇，遂展

示戲劇性——世界被兩種相互
衝突的趨向所創造，其中物質在
意識中展示下降運動，第二種則

具有自由情感及永恒創造力的生
命，不斷向知識及無限的視界推
進；兩種因素相互混合，彼此制
約；此一基礎差異見於植物與動
物界、非動的及運動的有機活動
之間；植物借助陽光儲存從惰性
物質中抽取能量，動物則可免
除，因可從植物攝取已儲存的能
量，均衡釋放爆發力；在較高階
段，動物界在損害狀態下維持生
命，以此種能量的聚集可強化發
展；進化之道變得日益多樣，選
擇絕非盲目為之；本能隨利用器
官而產生。理智的胚胎期已存
在，但對本能而言，智能仍為劣
等。
柏格森 1889 年之學位論文
《試論意識的直接材料》
（Donne es imme diates de la
conscience）已提出時間並非某
種抽象的或形式表達，為永遠關
涉生命及自我的實在；他稱此種
時間為「持續時間」，與生命力
相似，此種概念可闡述為「活時
間」，乃動態流動，呈現出經常
的及永恒增長的量變；那就避開
反映，不與任何固定點相聯繫，
否則將受限而不復存在；可由一
種趨向內在本源的內省、集中的
意識所感知。
柏格森在科學敘述並未談及

本能的本源——也許源自被熟
練掌握與探究過的個人體驗，或
者源自靈魂解放的危機，從而推
測上世紀末佔統治地位的理性主
義生物學的沉悶氣氛引發此種危
機；他在此種科學的影響下成長
及接受教育，當他反抗此種科學
時，已在物質世界的概念結構領
域掌握非凡武器，當理性主義之
網試圖禁錮生命時，他試圖證明
動態而流動的生命可穿網而過。

■葉 輝

事物有無限角度與片刻

我的馬拉松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吳翼民

■張桂輝

春天的色彩

生活點滴

■成志偉

王陽明的秀峰《紀功碑》

詩情畫意

擺脫了寒冷的襲擾，歷經了九九八十一
天的隆冬磨難，久盼的撩人春風終於暢行
無阻地吹拂神州大地。廣袤的田野裡，麥
苗青青，拔節而上。公園內、街道旁，小
草返青，爭先踴躍。千千萬萬株柳樹，由
黃泛綠，迎風舞蹈。冰雪消融了，江湖塘
坳鱗浪層層，蔚藍明潔……大自然籠罩在
一片片、一叢叢、一汪汪綠色之中，整個
世界被沁人的濃綠所包圍，充滿了勃發的
生機，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春的嫵媚、春
的激情、春的力量。
綠色，是生命的顏色，當然是春天的主

色調。然而，春天的迷人，不僅僅是因為
她的綠色。如果整個世界只有綠色，未免
單調。春天的魅力，就在於她不只擁有綠
色的基調，而且擁有繽紛斑斕的各種美麗
色彩的環抱。
當春天來臨時，鵝黃色的迎春、連翹爛

漫怒放，在綠草映襯下，分外燦爛奪目，
吸引了無數依戀的眼光。樹上的蠟梅、紅
梅，好像一盞盞小燈籠掛在空中，晶瑩閃
亮，期盼着知音的欣賞。紅牆邊、庭院裡
一株株玉蘭樹，還沒來得及長出葉兒，就
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精心孕育的紅的、紫

的、白的聖潔花朵，一串串地掛在枝頭，
向仰慕的遊人招搖顯擺，快樂地傾聽人群
裡爆發的嘖嘖讚美。鬱金香，真是百變美
女，紅的、白的、黃的、紫的、橙的，還
有藍的、青的，甚至還有雜色的、拼色
的，像川劇變臉那樣，讓觀賞者不知愛哪
個才好。雍容華貴的牡丹芍藥，總以國色
天香自居，像貴婦人那樣驕傲持重，白膚
紅顏，最愛被人追求，毫不含羞地接受數
不清的照相機、攝像機的親吻。月季也不
甘落後，在路旁畦邊，只要有一點土，就
拚命地綻出白色小花，招徠過往行人垂涎
自己的美色。至於桃花、杏花、李花、梨
花、櫻花、茶花、杜鵑花、海棠花、丁香
花、風信子……無不擠在春天展露自己的
嬌容，竭盡全力用鮮艷的紅、黃、白、
紫、桔等絕色靚姿，博取人們的關注和愛
慕。春天，正因為有了這麼豐富妍麗的色
彩，才在綠的主調上加置了和聲、配器、
合唱、伴舞，共同奏響了華美的春之聲交
響樂章，響徹天宇，繞樑人間，使億萬人
留戀，被億萬人誇讚。
顯然，單純的綠，不是春天；只有赤橙

黃綠青藍紫百色雜陳，自然和諧地鑲嵌在

綠色中，融匯在綠色中，方能構成完整的
春天的色彩。宋代朱熹有一首《春日》詩
寫道：「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
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
春。」這「萬紫千紅」，使春天那麼美，
才是春天的真正色彩！
大自然的春天需要萬紫千紅，人世間的

春天更應該萬紫千紅。當今的世界，離理
想的春天尚很遙遠。少數人暴富，多數人
貧困；少數人奢華，多數人拮据；少數人
淫樂，多數人拚命，這不公平的社會現
實，在地球每個角落比比皆是，釀成構建
人間春天的巨大障礙。只有伸張公平正
義，視最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高於一
切，實現共同富裕，讓人人各得其所、各
展其能；讓人人喜悅常在、笑顏常開，這
才是人人嚮往的人類和諧共歡的美好春
天。「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
園」，這是全人類祈盼的人間之春的美麗
色彩。為了實現「萬紫千紅春滿園」的世
界大同理想境界，我們還需努力激濁揚
清、除舊佈新、與時俱進，真正打造出一
個人人平等的，絢麗多彩的，溫暖可愛
的、永恒的地球之春，人間之春。

來鴻

未來可期
浮城誌

1990年，李叔同長子李准出生。李
叔同的婚姻由母作主，夫妻感情淡
薄。封建社會的沉重壓力令早慧而有
獨特性格的李叔同不願跟隨一般俗世
人的人生軌跡。家庭壓力和孩子的出
生，令李叔同產生極大的負荷和無力
感。
為人子已有壓力，為人夫又不稱
心，到為人父階段更加增添了年華消
逝的傷感，詞作顯出的傷感是十五歲
時的延續，也是自己對才華和抱負的
嘆息。
如果說，李叔同受家庭重擔的壓

力，不如說是封建社會給予人們的枷
鎖壓力。每個人都必須走同樣的路，
讀書考科舉，父母之命，成親，傳宗
接代，都不是李叔同想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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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許多城市出現了一個新氣象——馬
拉松運動風起雲湧、方興未艾。如我們江
南地域，每逢春秋大好季節，不舉辦幾場
馬拉松比賽似對不起如許佳地美景，於是
乎「全馬」、「半馬」、「微馬」接踵而
至，若山陰道觀景，應接不暇。規模是越
跑越大，規格是越來越高，有時跑道上跑
者竟然密密麻麻達上萬，不乏外國人士點
綴其間，於是乎就冠上了「國際」兩字。
馬拉松是政府主導的一樁好事，擴大城

市知名度，帶動旅遊消費經濟，主要是倡
導了全民運動健康生活的好風尚。我沒有
參與共襄壯舉，卻是去現場觀光過，更多
的是坐在電視機前感受到這般昂揚向上的
氣氛，想着我雖入老境，心卻是蓬蓬勃勃
不甘老去的，無緣無力跑上賽道，也可以
天長日久自行其是跑我的馬拉松呀。
其實追溯起來，我的馬拉松從學生時代

就開始了的，這便是那會兒的遠足。但那
會兒的遠足不是「跑馬」，而是「走
馬」，連續「暴走」的路程勝於「全馬」
的距離。
中學時代，學校也組織春遊秋遊，但多
半借助車船，我們一撥同學偏偏獨闢蹊
徑，自行約定來個遠足。當着工廠上中班
的工人晚上十點下班，我們已經踏上了遠

足的道路。一兜乾糧一壺水，一掛殘月當
燈盞，山道晃動着我們影影綽綽的人影，
有大道可行，我們偏走崎嶇的山道，為的
是別樣的體驗，追求詭奇刺激。故鄉蘇州
郊外多名山，有歸有光名篇《吳山圖記》
為證，丘陵山石雖不算雄偉，卻奇異，在
夜間尤其詭譎，或狀怪獸猙獰、洶洶欲搏
人，或如鬼魅飄忽，森森欲懾人，看得我
們心怦怦亂跳，腳步不由加快，突兀間，
前方一裊娜婦人，正舞得婆娑，趕緊趨
避，定神看，乃是一棵彎彎柳樹，深吸一
口氣繼續前行，不料一澗擋道，潺潺唧唧
流淌着，月光下水如白練，蜿蜒從山坡上
抖下，乃赤足而涉，尋得一條山道，奮力
向山上攀去。山道是破敗不堪了，據說是
當年專門為乾隆下江南遊山玩水所建。乾
隆當然不會像我們這樣攀爬，而是坐着山
轎拾級而上的，一路還勃發起了詩興。惜
乎才幾許歲月，御道亦然頹敗，頹敗的御
道上野花雜草卻是頑強地生存着，物是人
非怕是造化之規律吧，油然想起馬致遠
「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的感
嘆。既如此，年輕時更應珍惜啊。
登頂，為的是看永恒不變的日出。那是
大自然一道瑰麗的風景，在平原上和城市
裡是觀賞不到的，我們靜靜地等待，看茫

茫晨霧中忽然擲出一顆丸子，有些慘淡，
混沌如蛋黃，在雲霧裡閃閃爍爍，偶或還
被浮雲掩沒，但它頑強搏鬥着，呼嘯浮沉
於雲霧中，毫不退縮，終於變亮，放出一
根根金針，把雲霧捅破，撕剝一淨，於是
天地澄澈，山河廓清，好一個晶亮清明的
世界啊。也有霧靄撕剝不開的陰雨天氣
的，我們並不懊惱，還慶幸遇到了奇景，
雲霧呼拉拉的推來湧去，非常壯觀，兀的
一大片白雲掩來，同學之間咫尺不見，互
相呼喚着名字和綽號，怕誰被哪方妖魔擄
捲了去。雲去矣，互相觀望着拍手大笑，
因為每個人都濕漉漉的像雨後松柏樣的清
新。
好風景每在遠處高處，這便是遠足的景

致，是當年「走馬」的賜予。學生時代的
遠足培育了我的馬拉松精神，直至古稀之
年，我依然喜歡徒步行走，每天的散步已
然成為習慣，一天走個幾千米，十天二十
天不就是一個「全馬」？再推而廣之，做
任何事情、其如看書寫作不也是馬拉松麼？
眼花了，看不多書，每天看個幾頁，一月
一本書就拿下了；每天寫幾百個字，堅持
數月不就是洋洋灑灑一篇大文章麼？
我們這座城市又一個馬拉松賽事要鳴槍

了，我的馬拉松賽事正酣着呢。

■■秀峰王陽明紀功碑秀峰王陽明紀功碑。。 作者提供作者提供

封建社會的枷鎖

四季循環，花開花落，古樹參天，綠樹
成蔭，仍須瞥見種子幼苗，茁壯成長。觀看
電視劇集，主角露鋒芒，綠葉們扶持，還要
勿忘培育年輕新一代演員，否則會落入青黃
不接的狀況。
電視台已播放達五百多集的處境劇《愛
回家之開心速遞》，故事枝節繁衍，涵蓋親
情、友情及愛情，場景會在家中、公司或大
學。當故事發生於大學生活的戲軌，便由一
群年輕演員擔綱演出，實是一個大好的平台
給予他們機會去磨練演技。況且，此劇收視
甚佳，縱劇情有時過於胡鬧，卻能引起觀眾
留意，確能讓新一代演員漸漸被觀眾認識，
累積人氣。
當中，頗為欣賞飾演「朱凌凌」一角的
吳偉豪，下筆之時，他尚未足二十一歲。他
沒有明星二代的光環，純粹熱愛演戲，在父

母支持下，以十七歲之齡毅然投考電視藝員
訓練班。儘管憑其討好的外表及較佳的運
氣，獲得了不錯的角色，但仍試過扮演路人
或對白不多的客串角色，或甚走過欠缺演出
機會的低潮。二零一六年，他於當時的處境
劇《愛回家之八時入席》內飾演「林禾」而
嶄露頭角，演技自然但略顯稚嫩。至今，看
其演出，無論咬字、讀對白及肢體動作也見
進步，可見他所下的苦功，縱然遇上時機，
也要親手抓緊才可。雖則有時《愛回家之開
心速遞》的劇情過於瘋狂喜鬧，可是亦有認
真之時，近來一場父子戲，父要兒子繼承律
師事業，兒子卻要繼續追尋攝影夢，盡吐心
聲，最終不歡而散，他的演出，拿捏掌握不
錯。此際，演處境劇令他被更多人認識，不
過尚在起步，務必要繼續努力及提升。這名
新演員，未來可期。

■星 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