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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统兴琼岛风物

东坡书院

萧伯纳写作时睿智迭现，笔多讥讽；
生活中也幽默潇洒，风趣独到。

成名后的萧伯纳，门庭若市。一天，
英王乔治六世前来访问他。寒喧之后，由
于兴趣爱好和文化修养悬殊，两人很快就
相对无言。萧伯纳看英王迟迟没有离去
的意思，便从口袋里掏出怀表，一个劲地
盯着看，直到英王不得不告辞。事后，有
人问他喜不喜欢乔治六世，萧伯纳微微一
笑，饶有风趣地答道：“当然，在他告辞的
时候，确实让我高兴了一下。”

一次，一位太太问萧伯纳：“亲爱的，
你看我胖得走路都困难，请问什么药减
肥最有效呢？”萧伯纳认真地说：“我倒
知道有一种药可以减肥。”然后，他耸了
耸肩，摊开双臂道：“很遗憾，这种药的名
字我翻译不出来。”“这不可能，您是闻
名遐迩的大学问家，什么词能难住您
呢！”萧伯纳庄重地说：“尊敬的夫人，因
为‘劳动’一词，对您来说，简直就是不可
思议的外国字。”

美国舞蹈家伊沙多拉给萧伯纳写信
求婚，说从优生学的观点看，如果他们俩
不能成为一个孩子的父母那将是莫大的
遗憾。她写道：“一个具有我的身材和你
的头脑的孩子，将是多么美妙啊！”萧伯
纳接到信后，一本正经地给伊沙多拉写了
封回信，他幽默地写道：“亲爱的女士，如
果假设都成立，那么这个孩子具有我的身
材和你的头脑，就糟透了！”

在一次聚会上，肥头大耳的神甫看
着瘦骨嶙峋的萧伯纳，便挖苦道：“萧伯
纳先生，看到你这副可怜相，我感到英国
人似乎都在挨饿。”萧伯纳一听，机智地
回敬道：“神甫，你算说对了，我看到你这
副尊容，一下子就明白了英国人困苦不堪
的原因。”

北宋末期，琼人在“东坡读书处”（今
苏公祠）开设东坡书院，但规制甚微，其外
连洞酌、临清、濯缨三亭，内设课舍和讲
堂，堂后便是东坡祠。

咸淳七年（1271年），曾在东坡书院读
书的琼山举人郑真辅进士及第。因其年
纪最轻，相貌出众，被时人誉为“探花
郎”。他的成名，为琼台争了一口气，大大
地鼓舞了琼籍学子的信心。第二年，教授
蒋科特地在东坡书院内建造锦衣堂，堂名
取苏颖滨为其兄苏东坡题赠琼山举人姜
唐佐“锦衣不日千人看”诗意。又在刚建
好的堂中树立咸淳进士题名碑一块；碑上
刻上大观以后海南进士及第者的姓名，其
中有绍定二年（1229年）的陈应元、宝祐元
年（1253年）的何一鹏、宝佑四年（1256）的
陈国华、开庆元年（1259）的黄文光、咸淳七
年（1271）的郑真辅。

元代对东坡书院采取一系列保护措
施，设山长一名负责书院管理，并拨学田
70石作为书院的办学经费。当时著名书
法家赵孟頫还为书院题写院匾。

明洪武四年（1371年），琼山县知县李
思迪，将设在海口的琼山县学宫迁入东坡
书院，因而书院停设。由于郡人对此颇有
异议，洪武九年（1376 年），琼山知县陈概
又将学宫迁往府城南郊河边，东坡书院复
设。天顺间（1457—1464年），因书院后的
东坡祠和院内双泉游者益众，有碍学子研
习，便将书院迁往城西门外街。成化四年
（1468），知府蔡浩又将书院迁往府治东侧
（今琼山中学东）。

万历四十一年（1614年），琼州知府谢
继科迁洞酌亭于城南，又将书院复迁于浮
粟泉右原址上，更名为粟泉书院。

清代乾隆十年（1745 年），琼州知府于
霈、琼山知县杨宗秉对书院进行一次工程
浩大的扩建。在苏祠附近共建房屋47间，
其中前大厅3间，后讲堂3间，中有捲篷2
间，大厅前左右学舍6间，其东凿山填堑，分
为三进二级，共设学舍28间；其西设学舍5
间。又在浮粟泉上建六角亭一座，翼以雕
栏，栏外凿池，池中植荷，作为息游之地。
这次扩建共费银2000余两，经过10个月的
紧张施工才告完竣，知府于霈对此有记。
扩建后书院更名为苏泉书院。

乾隆十七年（1752），巡道德明在苏公
祠左盖了一座龙王庙，泉上厅堂俱废，其他
的房屋也逐渐倾圮，苏泉书院一度荒废。

乾隆三十九年（1774），巡道陈用敷、知
府萧应植、同知陈景埙等人复建书院于原
址之右，修复先时讲堂3间，创建文奎楼3
间。停办22年的苏泉书院复苏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府叶汝兰
做过复修。

嘉庆十四年（1809），知府张增重修，将
书院复回初名。

同治九年（1870年），知府冯端本以龙
王庙前座改作书院讲堂，在泂酌亭（乾隆
二十九年广东学政翁方纲将亭从城南复
迁原址）、观稼轩、苏公祠等处所有空地添
建学舍10多间。这次修建，共捐募膏火银
2万多元。

光绪十五年（1889 年），朱采重修苏公
祠，创建海南第一楼和五公精舍，书院所剩

地方不多。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书
院开始迁往城内学前街遗爱祠，二十七年
建成，民国初琼山中学借作学校。而今，只
有苏公祠内墙拱门上“东坡书院”4个楷书，
可以唤起游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了。

民国初年，在海南文学史上占有较高
地位的学者王国宪致力地方文献的整理
收集工作，当他在东坡书院遗址寻找咸淳
进士题名碑而不可得时，曾无胜感慨地留
下了一首长诗，今录于下：

三月三日天气清，寻碑洞酌登苏亭。
亭边祠石倚空壁，眉山遗墨犹留形。
忆昔宦游海外来，黎符问字车履停。
天将文运奇甸辟，地脉不断连沧溟。
公弼破天荒，符确魁大廷。
人材荟萃起，彪炳应文星。
思公教泽深景仰，爰建精庐师典型。
济济多士辩香祝，舆诵接叶书遗铭。
广文先生则古昔，筑御书阁光门廷。
千秋盛事登科记，贞珉磨勒为题名。
树立讲堂岂不意，锦衣争看增光荣。
海邦甲第从头数，当时卓荦皆群英。
……

程应峰闲话文人

萧伯纳的幽默人生

萧伯纳喜欢花卉，但一位朋友发现他
屋内只有几个作为装饰品的花瓶，便问
他：“我一向认为你是爱花的，没想到你屋
内连一朵花也找不到。”萧伯纳回应道：

“我也喜欢孩子，但是，我并不能把他们的
头颅割下来供养在花瓶里呀！”

他94岁抱病病榻时，幽默的性情依
然丝毫未变。一天，他神志清醒时，玩笑
着对医生说：“我可以使你成名了。”“您是
说等您的病好之后，会写文章称赞我的医
术高明吗？”医生颇有些受宠若惊。“如果
我死了，您作为主治医生，难道不会举世
闻名吗？”

这时，护士推门而入，说有一批崇拜
者想拜见他。“把他们轰走，”萧伯纳对护
士说，“这让我想起早年作品发表时，人们
冲我起哄的情形。”“人可以不进来，可这
些东西您还是收下吧。”护士诚恳地说。

“好吧，你们医院可用来开个杂货铺。”
“先生，这些东西代表世人对您的仰慕和
情意啊！”

“肉松？还有鱼子酱？”萧伯纳笑道，
“他们太健忘了，我已经素食70多年，怎么
连这个都忘了呢？”“先生，您素食是出于健
康的考虑吗？”“那时我根本没有钱买肉，你
不知道，我写作10年只得到6个英镑。”

现在我们说到“青庐”一词，不少人会
不知所云，但我们说到“洞房”一词时，就
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了，谁都知道那是结婚
用的婚房。但在古代，结婚用的婚房不叫

“洞房”，而称“青庐”。
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曹操与袁绍年轻的时候，非常要好，经常
出去“侠游”，这样就免不了做一些恶作剧
的事情，有时还会偷鸡摸狗。有一天他俩
见一对新人结婚，便偷偷地溜进人家的院
子，看到新娘貌美，就冒出了个坏主意。
突然大喊“抓贼”，把“青庐”里的人都引了
出来，混乱之中把新娘劫走了。

我们姑且不去论证这个故事的真假，
但古代人把举行婚礼的时候临时搭建的
帐篷叫“青庐”，却是千真万确的。

从东汉至唐初，古人都是在青布搭
成的帐篷里举行婚礼，“青庐”一般设在
住宅西南角的“吉地”上，下轿的新娘从
特备的毡席上走过最后进入青庐。《玉台
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日牛马
嘶，新妇入青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礼异》：“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
外，谓之青庐，於此交拜。”清蒲松龄《聊
斋志异·神女》：“公子辞而出，曰：‘明夜
七月初九，新月钩辰，天孙有少女下嫁，
吉期也，可备青庐。’”

古人除把“青庐”作为新人结婚用的
婚房外，有时也把结婚称为“青庐”，这一
点，与我们现在用“洞房花烛”指代结婚是
一样的意思。到了近现代，仍有人把“青
庐”指代结婚，如郭沫若《卓文君》第二景：

“卓翁，你该晓得，司马长卿名扬四海，如
今尚未青庐，假使他能得女公子为他的内
助，那岂不是天作之合吗？”

婚房是“青庐”，那唐代以前的“洞房”
一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洞房”在唐代以前并不是指新婚夫
妇的卧房，它是指宫廷中豪华而又幽深的
居室。《楚辞·招魂》：“姱容修态，絙洞房
些。”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
兮，徂清夜于洞房。”北周时庾信的《三和
咏舞》中虽然让“洞房”与“花烛”携手了，

“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但这里的
“洞房”依然不是描写新婚之夜的。

由于唐代的文人骚客多用“洞房”一
词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时间久了，人
们便把“洞房”一词专门指代新婚用的卧

韦春俭读史侧翼

青庐

汪维伦百味书斋

一次心灵的抵达

房了。刘禹锡《苦雨行》：“洞房有明烛，
无乃酣且歌。”顾况《宜城放琴客歌》：“新
妍笼裙云母光，朱弦绿水喧洞房。”《古今
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双双拜了天
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
归洞房做花烛筵席。”洪深《少奶奶的扇
子》第二幕：“二十年以前，男女总要在入
洞房以后，才说到爱情。”还有宋人洪迈
在《容斋随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
时。”等等，这里的“洞房”都是新婚夫妇的
新房之意。

如今，“青庐”一词已经从人们的视线
中渐渐淡去，“洞房”一词也早已是婚房甚
至是新人结婚的代名词了，但我们了解

“青庐”一词以及“洞房”的原意，对阅读古
文还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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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华先生的这本《行走的意蕴》
散文新著，在我的案头摆放的已是有段
时间了。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一个既
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因患疾病仍对文
学的酷爱一直坚持，为实现文学的梦想
而不懈努力的程振华来说，当是可喜可
贺的。他的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让我
敬佩而又感动。

他给自己取笔名程默，谐音沉默。
这倒与他有些内向的性格很相近。我
曾和他见过两次面，人多场合下他多是
以沉默处之。多倾听他人谈吐，少自我
发言。看来这个外表看似沉静默然的
人，内心却是波澜壮阔、激情涌动的。
从收集到这本集子里的诸多涉及写人
记事，抒情叙哲的篇章中足可体现出。
这本厚厚的文集共分为：“呓语或瓷片”

“胎记或符号”“缅怀或倾诉”“醉美或墨
痕”“素读或有感”外加“附录”等六个小
辑组成，内容丰富厚实，笔力老到且文
采飞扬。

青年散文家吴佳俊先生这样说过：
“写作是‘抵达之谜。’这个谜，既是精神
的，也是现场的。收集在《行走的意蕴》这
本书中的每一篇作品的生成，同样是作者
一次次心灵抵达的必然。无论是写与一
棵树的相遇，还是对某种老物件的追怀，
也不论是记一次由身体再到心灵的游走，
还是在抒发对生活中某个人和事的一种
发自内心的感悟。无不是作者用文字为
我们创造出的一个个“虚拟”而又“真实”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将跟随作
者一起去感动或兴奋，去欣喜或悲痛，去
破涕为笑或泪流满面……总之是伴随着
作者笔底的情绪去与之吟与诵，笑与哭。
这便是文章的力量。

“我感觉自己正在努力做出一种打捞
的姿势，打捞那些早已不存在的东西，包
括被我们视为谈资和笑料的人和事。”
（《打捞》）是的，一个辛勤的写作者就是一
个生活的打捞者。他“打捞”起的不仅仅
只是那些失去的，还有存在和发生于眼前
的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些有价值
的、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东西。

当然，仅仅从生活中去打捞是不行
的，还要将从生活中打捞到的一些“原始
材料”去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打磨。这就
叫研磨，就像《研磨一棵竹》和《研磨年关》
一样，通过对一棵竹子生长过程的研磨，
便从中发现“世间还有什么比努力更具有
活力？”“生命中嵌满年关，正是年轮以一
次次自省的方式对自我意识的屡屡提醒
和自救阿……”这便是对年关的一种与他
人不同独具自我思考性的研磨。

这本散文集之所以起名为《行走的意
蕴》，应该是作者体能行走交叉思想行走
的结果。其中的文章是心灵的风景，更是
一次次心灵的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