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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南“带货”,苏东坡是认真的
■ 吴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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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
学日本，在东京拜章太炎为师，受小学、经学教
育，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
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作为一代国学大
师，他一生桃李满天下，他授道的方式和风采尤
其受到学生们的称道。

黄侃上课喜欢咏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
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在课堂上，学生们情不自
禁地跟着黄侃唱和,整个北大到处都能听到这
种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黄侃讲课也
吸引了许多外系的学生,原本是哲学系的冯友
兰也前去听讲,放假回家时学习黄侃咏诵的调
子读给妹妹冯沅君听,从而将冯沅君引上了文
学的道路。

黄侃上课讲《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
讲，一不带书,二不带讲稿,旁征博引,口若悬
河,讲得头头是道。学生们偶尔好奇下课后去
查黄侃在课堂上引用的论据,发现黄侃说的竟
然一字不漏、一字不错,不由啧啧称奇。

黄侃的学生曾回忆,黄先生是带着感情去
教书的。《说文解字》这本书很枯燥,要是一般地
讲授知识,谁也难以坚持听下去。可是黄侃在
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去讲,他把自己
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书中的人
哭了,他也哭。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学生们都
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有一次,黄
侃讲授《说文》,说到“荠”字,他先解释该字的字
形、音韵、训诂,最后忽然说:“你们记着,荠菜馅
的饺子最好吃!”全班大笑,于是学生们对这个

“荠”字印象深刻。
为了讲授好《说文解字》，黄侃曾圈点校读

《说文解字》五次,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
体会。他给学生讲课时,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
学生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
新。有一天,黄侃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包
内有本许慎的《说文解字》，翻开一看,那书上笔
记太特别了:书上全是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
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
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
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一并都记在了
上面。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
后,问道:“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
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黄侃
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吗呢？别人要知道
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研究《说文》的第一人
了。”

训诂学家陆宗达是黄侃的学生，有一次在
课堂上向黄侃请教《说文解字》，黄侃一个字也
没给有陆宗达讲，而是送了一本没有标点的《说
文解字》给陆宗达，说道:“点上标点,点完见
我。”陆宗达依言而行。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
翻那本已经让陆宗达读得卷了边的书说:“再买
一本,重新点上。”就将此书扔到了书堆上。下
一次去见黄侃,陆宗达送上第二本已经被他圈
点得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时,黄侃点头说道:

“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一次将一本
翻得破烂的《说文解字》送给黄侃说:“老师,是
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

“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
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
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这次,黄侃
才为陆宗达讲起了研究学问的事情。许多年
后,已经成为现代训诂学泰斗的陆宗达回忆自
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
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的一生，狂放不羁，多有瑕疵。但是黄
侃课堂上不拘一格的授课风采和高深的学术素
养，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侃门下的
许多学生都以黄侃为榜样，专精于学术，很多人
都成为了学术界的佼佼者，他的学生也被国内
学术界称为“黄门侍郎”，可见黄侃的影响之大。

黄侃的课堂
■ 江舟

海南生蚝，“食之甚美，
未始有也”

苏东坡爱吃，走到哪儿吃到哪
儿，在黄州他发明了软糯的东坡肉，
在惠州他发现了甜美的荔枝，在海
南，生蚝成了他的最爱。有一天，当
地的村民拿给苏东坡很多生蚝，苏东
坡大喜过望，立即发挥了他吃货的本
色：“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
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开蚝、煮
蚝、吃蚝，所有动作一气呵成，显示了
一枚吃货的专业素养。也许是觉得
水煮生蚝还不够味，苏东坡“又取其
大者，炙熟”，这不正是当下夜宵中最
受欢迎的烤生蚝嘛！北宋文士之风
盛行，而苏东坡面对这一席生蚝，早
已忘记自己姓甚名谁，大口“啖嚼”，
在饱食之后，还不忘叮嘱儿子苏过切
勿将这一美味告诉别人，“恐北方君
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
分我此美也。”苏东坡才不顾及那虚
假的颜面和文人的架子，好吃的生蚝
要一人独占，煎烤烹炸悉由我便，至
于那些沉迷宦途的所谓“君子”们，要
想吃到这一口美味，门也没有。

作为一枚专业吃货，入乡随俗是
一项基本技能。北宋时候，海南还不
产大米，粮食经常是供不应求，初到
海南，苏东坡对此颇不适应，在诗中，
他写到：“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
半月无”，可紧接着，画风一转，“明日
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没有
米饭，就到“东家”吃鸡去，明着是祭
灶，暗里吃饱肚子才是真的。海南民
风淳朴好客，又重鬼敬神，苏东坡倒
也看得开，有鸡有酒，就当是神仙请
客了，人神同乐，岂不美哉？

这世界上不缺少美食，而是缺
少发现美食的眼睛，而苏东坡恰恰
拥有这双眼睛。在吃鸡喝酒之后，
没有米饭当主食仍然是苏东坡的一
块心病，于是，他开始研究起了当地
人顿顿爱吃的薯蓣。要不说吃货都
是有家传的，苏东坡自己还没琢磨
出来怎么把薯蓣翻出花样来，他的
儿子苏过就研发出了这种食物的新
吃法——“玉糁羹”。苏东坡激动得
写了一首题目比正文还长的诗：《过
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
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
间决无此味也》，诗云：“香似龙涎仍
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

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诗题中
的“山芋”非今日之“马铃薯”也（北
宋时，马铃薯尚未传入中国），乃是
薯蓣，也就是常说的山药，而正是这
当地人顿顿都吃、丝毫和“名贵”挂
不上钩的食材，在苏东坡眼中，却是
金齑玉脍也难以媲美的。海南山药
株形巨大，并非条形，而是块状，动
辄数十斤，此物虽粗，但加以精工细
作，其味丝毫不逊色白米干饭，恐怕
苏东坡也不会将这一美食的制作方
法轻易传授给他人的吧。

且不说诗文，仅就饕餮而论，苏
东坡不愧是个中魁首，他在海南发
现的这几种食物直到现在还大受欢
迎。如果苏东坡活到今天，重游琼
州，看到曲口大蚝、文昌肥鸡、云龙
山药，还不知要流多少的口水呢。

海南水好，“饮之则思
君子”

说完吃，也少不了喝。海南水
好，现在已为不争，但苏东坡那个时
代却少有人发现。唐宋之际由朝廷
贬来海南的官员们大多满怀心事，自
然无意饮茶，而天生就是乐天派的苏

东坡在来到海南后，很快就发现了海
南好水的个中滋味：“琼山郡东，众泉
觱发，然皆冽而不食”，放着这么好的
水不泡茶喝简直天理难容，于是，苏
东坡遍尝泉水，并亲自教当地百姓如
何凿泉为井，乃“始得双泉之甘于城
之东北隅”，一名“金粟”、一名“浮
粟”。苏东坡迫不及待地将这一消息
告诉自己的身边好友，一传十十传
百，一时间，两眼泉边打水的人络绎
不绝。更神奇的是，两泉“相去咫尺
而异味”，在一地饮茶却能品出两样
滋味来，足见琼崖风物的钟灵毓秀。
临离开海南之前，苏东坡仍是无法忘
怀这两处泉水，并为泉边小亭题名

“泂酌”，《诗经·大雅·泂酌》有云：“岂
弟君子，民之父母”，海南好水，饮之
则思君子，东坡爱茶，而凿井惠及万
民，此不亦君子之畴哉？当然，海南
好水也不止琼山一处，在儋州时，苏
东坡曾深夜一人带茶具至江边，汲水
生火煎茶，并颇有心得地写到：“活水
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宋代
喝茶程序远比当今繁复，苏东坡独自
一人点茶分茶，虽无人相与斗茶，亦
足能一尽雅兴。风清云淡，看着江水
横无际涯，独坐饮茶的人并非寂寥，

自有明月相伴。可苏东坡毕竟不是
木石之人，一生辗转，个中辛苦与谁
言说，来海南时，他随身带着当年春
风得意时圣上御赐的好茶，时常分与
友人共饮，“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
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
如果现在东坡再临海南，其实则大可
不必如此，白沙琼中云雾深处好茶出
焉，儋州本地亦有骏红茗品，而山林
周边，散生的鹧鸪茶也自有一番风
味，以海南之水沏海南之茶，怕是苏
东坡又要大兴不愿离去的感叹了。

琼岛之美，“海南万里
真吾乡”

说起海南，还不能不说说槟榔，
海南人嗜好槟榔，自古以来都将其
当做是待客上品，苏东坡来到海南
后，和本地居民相处十分融洽，被劝
着嚼几颗槟榔则是在所难免的了，
可是槟榔的好处并不是一入口就能
知道的，扶留藤包着古贲灰，和青绿
的槟榔一起入口，最初感觉到的一
定是苦涩的味道，苏东坡诗中说：

“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
泄气，始嚼或半吐”，那种嚼不得、吐
不得的窘态跃然纸上。但是，槟榔
这东西一旦吃惯了，就会让人上瘾，
不久之后，苏东坡笔下的槟榔就成
了“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 面
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嚼罢槟榔，
知道了个中厉害，再看身边的学生
友人，苏东坡不由哑然失笑，他们个
个也早已是“红潮登颊醉槟榔”了。
如今，槟榔已经成为海南农业的重
要部分，来海南一定是要尝尝槟榔
的。而面对满山的槟榔园，苏东坡
一定会告诉你：“槟榔好吃，但是不
宜多嚼”，这不，诗里都明写着呢：

“日啖过一粒，肠胃为所侮”。
与上面所说的这些相比，苏东

坡为海南带的最大的“货”恐怕就是
海南本身了。苏东坡爱海南，并不
仅仅是爱海南的美食美景，而是爱
她的全部，海南是健康岛，“绛州王
老”到了这里“百岁痴顽推不倒”；海
南是美丽岛，看山“奇峰望黎母，何
异嵩与邙”，看海“垂天雌霓云端下，
快意雄风海上来”；海南是自由岛，
这里民风淳朴，热爱和平“稍喜海南
州，自古无战场”，这里生活悠闲，物
我两忘“芋魁倘可饱，无肉亦奚
伤”。而如今，海南正在建设自由贸
易港，东坡再游，一定抚掌微笑，赞
叹“海南万里真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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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豪”刘禹锡，与柳宗元交
好，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常相唱
和，并称“刘白”，与韦应物、白居易
合称“三杰”。刘禹锡为诗，诗风清
新，宛转含蓄，善于吸取民歌精华，
反映社会生活。有《陋室铭》《竹枝
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
其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
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
源，颇具唯物主义思想。

刘禹锡的父亲刘绪曾在嘉兴
为官，在那里，他开始学习儒家经
典和吟诗作赋，得到当时著名诗僧
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18岁，也
就是公元790年，刘禹锡开始游学
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21
岁，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
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
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
忧居家。28岁那年，杜佑以淮南
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刘禹锡为
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
间，代杜佑撰写了众多表状。30
岁那年，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
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
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
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公元805年，顺宗即位。太子
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
之志，受到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
禹锡与王叔文相处融洽，其才华志
向尤受王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
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
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刘禹锡
政治热情极为高昂，和柳宗元一道
成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二王刘
柳”革故鼎新，大力改革，但改革很
快宣告失败。刘禹锡、柳宗元等先
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
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

人，史称“八司马”。
这次被贬期间，刘禹锡创作了

大量寓言诗，也写了为数众多的词
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
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
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可谓推陈出
新。同时，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
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
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十年后，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
一起奉诏回京。然而，在他写出
《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
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
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一诗后，
再次被外放为连州刺史。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刘禹锡
先后被贬到播州、夔州、和州等地，
幸有裴度、柳宗元等人倾力相助，直
到公元826年，才奉旨调回洛阳，任
东都尚书，前后共历时二十三年，写
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陋
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
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
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
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
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如《竹枝

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
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
晴却有晴。”如《秋词》：“自古逢秋
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
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如
《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
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等等。

翌年，他应召回朝任主客郎
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
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
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
来。”此诗通过玄都观盛衰变化的
描写，表明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

“桃花”，最终也没有逃过“桃花净
尽”的命运，并写下了“前度刘郎今
又来”这样豪迈的诗句。表现出诗
人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顽强斗
志。在他看来：“是为公是，非为公
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

刘禹锡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
气，就算遭遇无情的打击，也要不失
时机地将心中的忧愤释放出来，他
始终是个永不妥协的斗士。他的
诗，有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极
具艺术张力。或气壮雄直，格调高
举；或振衰起废，催人向上；或简练
爽利，晓畅自如……如“朔风悲老
骥，秋霜动鸷禽”，“千淘万漉虽辛
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沉舟侧畔千
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具有
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
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

可以说，刘禹锡豪情一生，洞
天彻地。他的诗，是在对历史、对人
生沉思后的深切感悟，有开阔的视
界，有超时空的跨度，将历史、现实、
未来融汇在哲念丛生的诗行中。刘
克庄评价刘禹锡诗风之“豪”时，说
了八个字：“雄浑老苍，沉着痛快。”

说起苏东坡与海南的关系，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则是那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
惠州儋州。”这首《自题金山画像》写于苏东坡由海南北归途中，面对金山寺中自己的画像，想起一生的颠沛流离，
已是风烛残年的苏东坡言语之间极尽自嘲。很多人因为这首诗认为苏东坡并不喜欢海南，其实不然，苏东坡可是
非常喜欢海南的，那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早就为世人所熟知，更有写给儋州父老乡亲感人至深
的《别海南黎民表》一诗：“我本海南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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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皇帝召他北归，苏东坡也显得心不甘情不愿：“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
魂”。若非发自肺腑，苏东坡又怎么会对一个千里之外的他乡如此心有所属呢？

苏东坡在海南生活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是在这三年时间里，他饱览了海南的风土民情。渐
渐地，这里优美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让这位半生流离的老人找到了家的感觉，而那些独具特色的吃食更是让这位
资深吃货心动不已。于是，苏东坡挥动他的大笔，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所见所闻，所食所饮一一记录了下来，成
为他与这片土地结缘的确证。如果说苏东坡曾经为湖北“带过货”的话，来到海南之后，他也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

“带货”大任。读苏东坡的文字，领略海南的好山好水、美景美食，也是一种别样的感受。

黄
侃

“万里南迁国亦亡，碧山埋恨海天长。
何殊青塚居胡朔，无异怀王落瘴乡。
仙鹤泪残辽月暗，杜鹃啼处蜀城荒。
当年王子墓前路，多少行人为感伤。”
这是明代举人冯宣（万州人）赋诗《荆王太子墓》，表达了

他对荆王太子遭遇的怜悯之情。这首诗一直流传下来，同时
也让后人了解到有关太子的一些事。

“荆王子，撤敦王之后，至元中，以高昌王事累，谪万安军
安置，数年卒。”《道光万州志》记载。荆王太子已预定继承王
位，因朝廷内部争夺王位斗争激烈，遭诬告陷害，贬居万安军
管制。他是蒙古族人，水土不服，数年后病逝，葬于万安军城
北4000米处的山坡上。

荆王太子墓坐北面南，墓长约20米，宽15米，墓地四周
平缓，树木苍郁，绿草萋萋。墓北面有一个池塘叫“山外塘”，
池塘周边长有白色的岩石，形如玉。池塘水最深3.2米，水质
优良。池中有不少泉眼，常年滚沸，久旱不竭。池里生长着
鲤鱼、攀鲈鱼、白鳝、泥鳅、鲶鱼、鲫鱼、青蛙、虾等水动物。

明代末期，陈氏兄弟来到山外塘荆王太子墓北面坡地定
居，后来吴姓人家也来到此地停住脚步，繁衍生息。再后来符
姓兄弟也来此处安家，他们都看好这个地方地势平缓，田野绵

长宽广，既有山外塘等池塘，又有小溪流淌，周边树木茂密，水草丰饶，适合
居住。还有一点，他们认为居住在太子墓旁也会沾点灵气，太子会护佑他
们财丁兴旺，生活幸福。20多年后，文、蒋两姓人家也来了，如此，这里就
聚居了5姓人家。他们以种植水稻、番薯、花生、瓜果为主，同时也搞一些
副业，有些人编织畚箕、箩筐、簸箕、簸箩、米（谷）筛等竹器出售；有些人搞
木工，制作家具，帮助村民建房；还有些人租赁纺织机，在自家里制作布匹、
面（手）巾、袜子等赚钱，生活得到一步步改善，村庄逐渐兴旺起来。

然而，这里没有村名，外地人来问路，住在附近村庄的人只能挥手一
指，或者面对太子墓方向，翘起尖嘴巴说：“在那里。”外地人会说，万州人
有点怪，或者说万州人不文明，问路都转弯抹角，让人猜思。

陈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听到外地人说他们村里的人不文明，十分
生气。可是，他冷静一想，问题出在咱们的村子没有名字，叫谁都说不出去
哪个村子。他便召集村里的兄弟开会讨论村名。大家踊跃发言，起了许多
个吉祥的名字，都与龙、凤、松、竹有关联，但长者都不满意。他抽了几口水
烟筒，慢悠悠地吐着烟雾圈，那白色的烟雾圈也慢悠悠地往上升……突然，
他拍了一下大腿，眯着像竹叶一样的眼睛，说：“身边的宝贝，你们都想不
到。”大家你盯着我，我瞧着你，摸不着头脑。“太子墓。”长者捋一捋胡须说，
就叫“太子墓村”。但另外的几姓兄弟担心用“太子”取村名会触犯王法。
长者则坚定地回应“你们呀，老是往坏处想，为什么不往好处想呢，仗太子
之势，无人敢欺负我们。”长者接着又严肃地说，我们选吉日宣布村名的同
时，可在太子墓旁建一座庙，名字就叫“太子庙”。逢年过节，大家都去供奉
太子，相信太子在天有灵，会庇护我们平安无事的。“好主意！”大家嚷着，举
手赞成。从此，“太子墓村”这个名字便进入村里人的生活，载入万州史册。

如今，太子墓村里还有几百人住居，五姓氏兄弟和睦相处，吃住无忧，
日子过得称心舒畅。逢年过节，他们还会带上祭品，到太子庙供奉太子。

国画中的刘禹锡。

海南烤生蚝。 海南美食玉糁羹。东坡书院内的东坡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