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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今
年两会期间指出，我国广
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
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
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
富。我国知识分子历来
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
义、勇担当。

宋代大文豪苏轼正
是这样一位令后人景仰
的古代知识分子，在他谪
居海南儋州的三年里，不
但没有受困于仕途的挫
折与现实的窘迫，反而笔
耕不辍，创作成果丰厚；
他不遗余力地向当地百
姓传播中原文明，不仅极
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
生活，而且丰富了人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人生到
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
泥”，苏轼与儋州大地和
当地百姓的这一段“鸿雪
因缘”将永载史册，流芳
万古。

在唐宋以来的历史文化名人当中，像潮州人敬
仰韩愈一样，儋州人最喜爱苏轼。

不只是儋州人或者海南人，其实几乎每一个读
过书的中国人，没有不喜欢苏东坡的。究其原因，不
仅是由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崇高地位，还有他的文人风骨和人格魅力。苏轼的
一生是诗意的。如果按照现代的学术门类加以评
定，他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诸多领
域，几乎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宋朝以后的文
献里面，有关他的一切印记，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
富。

接触过古典诗词的中国人，对苏轼流传千古的
名篇名句都非常熟悉。其中，“大江东去”的豪迈，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
情，都让人怦然心动，过目难忘。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
绝美诗词，多数都是在谪居之地写成的。在后人的想象
中，苏轼与他的人生遭际，仿佛经历过地震海啸的遗迹
上面，夜空中一轮皎洁的孤月，破败荒凉，对应着纯真
美艳。“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
州 ，这三个地方是苏轼被一再放逐的路标，也是足以
令人绝望的命运下行线。儋州，在9个世纪以前，处于
中原文明之外，海外蛮荒之地。这是苏轼坎坷人生的
重要节点。苏轼被这样极端的困苦，足足熬磨了三年。

海南万里真吾乡

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时间的界面回放到900多
年前，即公元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

这一年的二月，谪居惠州的苏轼，倾其所有，新建
了一座住宅，名为白鹤新居。白鹤新居西可远眺惠州西
湖，东可遥见黄墙青瓦的寺院僧楼。“旦朝丁丁，谁款我
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乔迁之喜，加上与子孙团聚
的天伦之乐，让春天里的苏轼喜不自胜。他为此写了
一首题为《纵笔》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就是苏轼此时此地的心情。这首诗前两句是

写实的，年近六旬须发花白的苏轼，千里跋涉，终于到
达贬谪之地。刚刚安顿下来，家人也能团聚了，本该
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苏轼的痔疮病发作得很严重，
加之惠州入夏酷热，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所以说完

“霜风”，就说到“病容”。可是接下来趣致一转，明明听
到了钟声而且被吵醒了，却说“家人向我通报，因为知
道苏先生春睡正美，不忍心打扰，附近道观里的值夜
人，五更例行敲钟的时候，手底下特意轻慢了许多”。

这就不仅仅是诗意栖居的问题了，这首诗辗转
传到京城，据说宰相章惇笑道：“苏子瞻尚尔快活
耶？”于是朝廷下诏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知州的佐
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章惇和苏轼
曾是好友。据史料记载，章惇为人豪爽，但心胸狭
窄。因苏辙弹劾过他，便怀恨在心，并迁怒于苏轼。

颠沛流离的苏轼，席不暇暖，又被贬谪到儋州。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章惇选择儋州这个地方，
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的缘故。而苏辙被贬
谪到雷州，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
字。如此荒诞的理由，后世之人没有不为之愤懑的。

儋州古称儋耳。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
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62岁的苏轼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
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走
到梧州的时候，苏轼突然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而
且也在报到的路上，尚未走出滕州，距离百里左右。

苏轼决定加快脚步，一路疾行，追赶苏辙。兄弟
二人在万里之外的异乡能够相聚，可谓悲喜交集。
据说兄弟俩相伴而行，一走就是数日。有一天他们
来到滕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
汤饼，也就是热汤面片。养尊处优惯了的苏辙，看着
脏兮兮的碗筷和“粗恶不可食”的汤面，便放下筷子
唉声叹气。而苏轼却毫不在意，风卷残云，片刻吃个
精光。还跟苏辙调侃说：“你想仔细品尝这美味吗？”

我们无法想象北宋年间的面片汤，它的粗糙是何
种感受。推想当时的研磨技术，面食应该远不如现代
的精细，什么都能看得开的苏轼，尚且都要采取不嚼
快咽的策略，其低劣不堪便可想而知了。身陷绝境，
却能坦然面对，谈笑自如，苏轼这种乐观旷达处变不
惊的心态和境界，也难怪千百年来，让人深为叹服。

苏轼在雷州和弟弟相聚了四天，又忍痛而别，挥
泪南下。临别少不了叮嘱苏辙要放宽心态，保重身
体。“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纵使千百年后的今
日，想象一下他们两人生离死别，各奔苦难前程的凄
然情景，依然如在眼前，令人痛心。

孤帆一片，载着苏轼父子，驶向茫茫无际的大
海。苏轼却在诗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命运的理解：“莫
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儋州驿道，路旁儋耳山仿佛横空出世，拔地而
起。危岩峭壁，奇峰怪石，迥异中土。农历七月初
二，苏轼父子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行程数千里，抵
达儋州被贬之地。他在诗中写道：“四州环一岛，百
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
但见积水空。”苏轼来到了儋州，来到了他想象中的
海天之外，异域的景象是如此新奇。看山仍是山，看
水仍是水，即便在遭受贬谪的厄运之中。

风烛残年，万里投荒，苏轼是有一定心理准备
的。他觉得这一去是再也无法踏上归途了。在赴海
南途中，他给弟弟苏辙寄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
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可见苏轼
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最后的归宿。他
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
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昌化军（儋州）的军使张中，对
苏轼很是照顾，把他奉为上宾，盛情
款待，还时常与苏过对弈达旦，苏轼
在一旁观棋不厌，一派心安理得、气
定神闲的高雅光景。

当时，朝廷对贬谪后的苏轼还有
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
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幸亏遇
到侠义的张中，使得初到儋州的落魄
文豪，心里总算有一份慰藉。苏轼在
后来赠给张中的诗中说：“海国此奇
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
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大
约持续半年多，苏轼的政敌湖南提
举董必察访广西，听说这个情况以
后，派人来到儋州，将苏轼父子逐出
官舍。后来又罢了张中的官。

自己好日子结束了不说，还连累
好人丢了官，苏轼一时十分沮丧。据
说好友佛印一度要来海南看他，他写
信回绝，称自己过着“食无肉、病无
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
泉”的生活。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用
手里仅存的一点点积蓄，在城南面的
桄榔林下，买了一块薄地，并在当地
百姓的帮助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

“桄榔庵”。好在海南的黎人淳朴善
良，豪爽好客，经常有人给苏轼父子
送些吃的、用的。

据儋州史料记载，苏轼在儋州
三年多的时间里，向当地的黎族百
姓传播中原文明，可谓不遗余力。

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
土地，而以卖香为生，这里的农业还
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荒地极多，收
获甚少。遇到疾病不请医生而相信
巫师。人们思想封闭，文化落后，疾
病流行。而且祖祖辈辈都直接饮用
沟塘里的积水。苏轼克服了起初语
言不通的困难，极力劝说当地黎族
百姓，以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指导大
家耕作的方法，并写了《和陶劝农六
首》，真诚地告诉大家：“听我苦言，
其福永久。”

他耐心地教化大家讲究卫生，
指导当地人勘察水脉，掘土打井，人
称“东坡井”。从此人们不再饮用沟
渠浊水。

苏轼是墨的制作与鉴赏的行
家。当时的海南缺笔缺墨，尤其是
墨，十分昂贵。苏轼小品文《书潘衡
墨》中记载，金华墨商潘衡来儋州制
墨，得到的松烟很多，但是墨的质量
很差。苏轼教他把炉灶与烟囱之间
的距离拉大一些，让炉灶再宽大一

些，结果得到的松烟虽然只有原来
的一半，但是墨却比以前更黑，质量
更好了，这就是著名的“海南松煤，
东坡法墨”的由来。

苏轼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
家。当地人以山芋为主食，父子俩
自创了一道美食，名曰“玉糁羹”。
并以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
如牛乳更全清。”在吃的问题上，苏
轼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冒险家。《闻
子由瘦 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写
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
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
烧蝙蝠。”吃鼠类也就罢了，居然蝙
蝠也敢吃，再怎么入乡随俗，这也是
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有一次，当地
的土著百姓送来一些生蚝，父子俩
把它们剖开，把肉放进锅里，突发奇
想，倒进一些酒煮了起来，味道十分
鲜美。边吃边嘱咐儿子苏过不要对
外人谈起，“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
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贬孤岛，估计也就
苏轼想得出来。可见其沧桑阅历的
背后，藏着一颗充满童趣的心。

在儋州，苏轼还结合气候条件与
生活起居，发明了养生三法，即晨起
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后来写
成《谪居三适》，虽然写的是生活小
事，却体悟颇深，予人启迪。当时海
南岛由于开化较晚，生产条件落后，
稻米无力自给，只能靠北方供应。为
了度过“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
半日无”的艰难日子，苏轼和儿子参
照古籍中的龟吸之法，通过调整呼吸
吐纳，平衡能量的摄入和消耗，锻炼
精气神，效果颇佳。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海南三
年，苏轼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
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
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
《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他
的物质需求是那么容易满足，生活
是那么自得其乐。寒冷潮湿的冬
日，屋里升起炉火，他便感觉“先生
默坐春风里”。正午的阳光照射轩
窗，让人昏昏欲睡，正是“欲觉犹闻
醉鼾声”。这是何等的怡然自得啊！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
雩风”，如此超然洒脱的诗句，给人
的感觉，好像是现代人的一次意兴
盎然的免费旅游，根本看不出一个
被贬谪者的愁闷心情。

让苏轼最为惬意的，是他的载
酒堂。这里不仅有“鱼鸟亲人”的怡
悦，还有“载酒问字”的神圣和庄严。

兹游奇绝冠
——苏轼在儋州

■ 陈耀辉

1

2 溪边自有舞雩风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6月20
日，65岁的苏轼在儋州生活了三年零
九天之后，终于接到大赦的诏令，北
返中原。真的要走了，此时苏轼的心
情却异常复杂。既有将与子孙团聚
的喜悦，又有对儋州父老的不舍。他
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深情：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以诗明志，把海南当作故乡，

而把出生之地蜀州看成寄生之地。
可见苏轼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异
乡的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余生欲老
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
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这首诗是
苏轼在海南最后的作品，题目是《澄
迈驿站通潮阁二首》。

第二年的6月11日，苏轼在路过
镇江的时候，游览了金山寺，看到寺
里自己的画像仍在，于是在上面题写
了一首六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第一句说自己年事已高，形容枯

槁，内心平静，不再有恩怨，不再有波
澜，就像木头燃烧之后化作冷灰。第
二句说自己一生在官场颠沛流离，就
像离岸的小舟一样，身不由己，不知
所如。而后两句则让人为之一振。
按照常理，三次贬谪应该是他心底永
远的痛。然而恰恰是这最难熬的逆
境，丰富了他的内心和阅历，使他有
更多自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写
作、思考、喝酒、赏月，品味世情，感悟
人生，展现出他丰盈饱满的精神世
界。几次贬谪，都是以失意开头，以
诗意结尾。

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
戏剧性，苏轼遇赦北归时，构陷他的
宰相章惇因为反对徽宗即位，被贬谪
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怕苏轼报复
他的父亲，便写信请苏轼手下留情。
苏轼马上回信安慰他们，并把自己在
岭南生活的心得和经验告诉章援，还
嘱咐他岭南缺医少药，要给父亲多带

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章援见信
后，深为苏轼的宽宏大度和古道热肠
所感动。苏轼给章援的回信，被林语
堂先生称为伟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
献。

《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
子在此着重强调了君子应有的风貌，
这就是古代仁人志士的操守，也是苏
轼的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境界的根源。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
“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
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
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
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
怪者。”诗文使人灵透，信仰使人坚
定。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正是中华
民族的内在精神。对于中华文化而
言，对于海南儋州而言，苏轼的存在，
是天理昭彰，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
耀眼之光。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
平生。”苏轼的这两句诗气势雄健，展
示了一个以圣贤为榜样的人，颠沛流
离之际，对仁慈恻隐、节义廉耻的持
守。

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其处境
之困苦，使命之艰巨，心态之昂扬，意
志之坚强，人格之伟大，从“虽九死其
犹未悔”的屈原，到“兹游奇绝冠平
生”的苏轼，再到“旌旗十万斩阎罗”
的陈毅，从书生意气，到革命家的情
怀，可知这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始终
都是蓬蓬勃勃川流不息的。

星移斗转，倏忽就是千年。今天我
们重读苏轼，不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让
我们高山仰止，他融坚毅、豪放、豁达于
一身的高贵品质，对黎民百姓的火热深
情，更值得我们学习。由此想到，那些
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而历经苦难
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他们始终没有
被敌人战胜，没有被困难压倒，他们是
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系吉
林日报社总编辑）

3 珠崖从此破天荒

载酒堂，是根据《汉书·扬雄传》中
“载酒问字”的典故而命名的。到了清
代，进士王方清和举人唐丙章在此掌
教，“载酒堂”才改称“东坡书院”。

表面上看，“载酒堂”是苏轼与朋
友饮酒求乐的“会所”，实际上，是他以
文会友、“问奇请益”、敷扬文教的地
方。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
堂”，实现了中原文明和海南文化的有
效对接，是海南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在儋州的三年时间，苏轼不遗余力
地传播着中原文化。其中最显著的贡
献，是亲手培育了几个优秀的本土学
子。此前，海南一直没人参加科举考
试，中原地区也一直没有海南人为官。

在这些学子中，有几位是苏轼非
常满意的。像笃学上进、侠义好客的
儋州人黎子云兄弟，“词义兼美”、忠厚
正直的琼州“佳士”姜唐佐等人。苏轼
的“载酒堂”就是张中和黎子云兄弟倡
议集资，并在黎子云祖宅边修建的。
后来，苏轼成了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
在一起吟诗饮酒，这给苏轼枯燥苦闷
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来自琼山府的学生姜唐佐，是当
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饱学之
士。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
书。可惜几次参加科举，均屡试不
第。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比如偏僻闭
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以
及长途跋涉、水土不服、状态不佳等
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海南孤悬
中原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中原文化
渗透不够。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
佐便带着老母亲从琼山赶来拜师，并
一直侍奉左右，深得苏轼真传。姜唐
佐气质不俗，文风磊落大方，错落有
致，很有中州之风。去广州应考前，苏
轼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
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
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
途经河南汝州，顺路拜会苏辙。苏辙

把哥哥在北归途中去世的消息告诉
了他。姜唐佐拿出老师题字的折扇，
苏辙补写了这首七绝的后两句：“锦
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
唐佐对苏辙表示不再参加任何考试，
回到家乡开办学堂，把老师播下的中
原文化火种继续播撒下去。后来，姜
唐佐回到家乡，开坛讲学，终老乡里。

有了姜唐佐的“破天荒”，才有后
来海南的人才辈出。从此以后，经宋
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
士97人。《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
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
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在海南的
五公祠内，人们专门设了一个苏公
祠，世世代代纪念他。

由于受到苏轼的影响，现在儋州
人崇尚读书，读书人之间经常诗歌唱
和。甚至这里说话的尾调颇似四川
方言，被称为“东坡话”，体现了人们
几百年来对苏轼的深厚情感。

北宋至今，海南出现了许多文化
名人。明代的海瑞是海南琼山人。
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女性”的宋庆
龄是海南文昌人。谢晋执导的《红色
娘子军》历史故事就发生在海南。

苏轼流放到海角天涯，吃尽千辛
万苦，就他个人的命运而言，无疑是
不幸的。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
自暴自弃，而是给海南带来了中原文
化，传道授业，移风易俗，增进民族团
结，推动社会进步，这对落后闭塞的
海南来说，实为难得的机遇。所以后
人曾发出“东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说：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
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
西。”然而儋州人对苏轼的仰慕与怀
念，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所留下
的人文印记，即使经历千年风雨，也
不曾磨灭。他与儋州大地和当地百
姓的这段“鸿雪因缘”亦将永载史册，
流芳万古。

4 余生欲老海南村

苏轼《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
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
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
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坡仙笠屐图》明·宋濂题

儋州东坡书院内的苏东坡铜像。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