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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堂和它的房客们
■ 李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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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号召力
和包容心
■ 姚秦川

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中，《洛神赋图》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
的画作。据说是顾恺之在某一天偶然读到友人送来的三国时代文学家曹植
写的《洛神赋》有感而作的。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
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

顾恺之所处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战乱频繁，复杂多变而又分裂的
时期。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虽带来了经济的普遍衰退，却反而前
所未有的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和内涵。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一个自由解
放、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

《洛神赋图》以长卷连环画形式展开，画中反复出现曹植与洛神的形象，
将《洛神赋》中从相慕到相离的故事巧妙地串联起来，实现了不同时间、空间
的变幻。表达了作者不得不“归乎东路”了，但仍“揽辞髻以抗策，怅盘桓而不
能去”的情怀。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1926年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
授一职，前往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学校里有
一位姓张的学生，对鲁迅甚是“顶礼膜拜”，不
管鲁迅走到哪里，他都要跟到哪里，简直成了
鲁迅的影子。鲁迅虽然对此有些无奈，但他
并没有说对方什么。

第二年8月，鲁迅离开广州奔赴上海，他
当时以为那位张姓学生应该不会再跟随自己
一起同行，没想到，对方不但跟着他一起来到
上海，同时希望鲁迅能收留自己，并且还要

“管吃管住”。鲁迅着实有些哭笑不得，但他
又不想伤害这位年轻人，最后还是接受了对
方的“无理要求”。此时，这位同学看鲁迅处
处照顾自己，“大约以为”鲁迅把自己当作了
儿子，于是，又毫不客气地找了一位女朋友，
一起搬过来住。张姓同学不仅要求鲁迅为他
们两人提供衣食住行，而且还要求鲁迅“一定
要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鲁迅因为刚来上海，认识不了几个用人
单位。不过为了那位同学的前途着想，一向
不爱求人的鲁迅还是出门找几个熟人帮忙，
遗憾的是那几个熟人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
回话。走投无路之际，鲁迅实在没有法子，便
找到好友郁达夫，让他“无论如何，为这位青
年去谋一职，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的工
作”。看到鲁迅一副无奈的神情，郁达夫表示
自己一定尽力而为。

时间不长，郁达夫向现代书局说好此事，
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雇佣这位青
年。然而令鲁迅意外的是，就在此时，那位青
年却又觉得跟着鲁迅“看不到任何前途”，最
后带着爱人“脱离鲁迅而走了”，这种结局令
鲁迅再次哭笑不得。

事后有人问鲁迅，很明显这个年轻人是
利用了你的同情心期骗了你，可你为何还要
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对方？鲁迅则平静地回
答：“年轻人的自尊心很强，我们不能直接去
批评对方，而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成长，这些
都是我们为人师表的己任。”

到了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
后，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大宣传，让更多的
年轻学子喜欢上新文学，当时，鲁迅和郑伯奇
被分配到沪西大夏大学进行演讲。

演讲当天，大夏大学的礼堂里挤满了人，
甚至一些外校的学生也从大老远跑来。不
过，绝大部分学生都是为了瞻仰鲁迅的言论
风采才来听演讲的。那天由郑伯奇首先开
讲，他讲的是文艺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也许讲
得太过平淡，演讲才进行了不到一刻钟，听众
便离开了一大半，只剩下寥寥百十个人。如
此尴尬的情景之下，郑伯奇只好草草地结束
了自己的演讲。

接下来轮到鲁迅上场了，因为他当时已
抱病多日，所以讲话的声音并不高，不过却很
沉着，语调也很平实缓慢，像是跟自己人谈论
家常一样亲切。一开始，鲁迅先是从自己的
家乡谈起。鲁迅说，自己是浙东一个产酒名
区的人，那里生产好几种有名的白酒，不过自
己却并不爱喝酒。如此一来，鲁迅对于曾经
说他“醉眼朦胧”的人轻轻地回敬了一下。接
着，鲁迅谈论到自己家乡的风俗，他风趣地表
示，在他的家乡，年轻人到了讨媳妇的时候，
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而是要那种腰
臂圆壮、脸色红润的健康妇女，这一类妇女不
但勤劳，而且会过日子，当然也就最“抢手”
了。由这类的例子，鲁迅于是归结出农民与
绅士对于美的观念的不同，当然寻求配偶的

“目标”也会有所不同。最后，鲁迅还用实例
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
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根据。

在朴实的话语中，鲁迅时而风趣幽默，时
而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在
投射到大众中间时，便会引起热烈的鼓掌和
哄堂的笑声。有趣的是，不知什么时候，礼堂
里竟然又回归了许多听讲的人，就连中间和
两边的过道也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由此可
见鲁迅的号召力在当时非同小可。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次演讲结束后的第二
天，大夏大学马上成立了一个进步的文学组
织。时间不长，其他大学也跟着纷纷成立文学
社团，这不得不说是鲁迅抱病演讲的功绩。

一个人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强大的号召
力上，更体现在对犯错之人的包容上，鲁迅无
疑同时拥有了这两个优秀的品质。

海南岛三亚市有个古老
的崖州城，崖州城外有个灵气十

足的水南村，水南村有座存在八百
多年的老屋，这座老屋虽然今存只有
三面老墙托住半个房顶的残迹，却牵动
着无数人的崇古之心。这半间老屋曾是
北南宋之交海南岛南部最为“华贵”的名
宅，后来因寓居过两位著名“房客”，于
是拥有了这个敦厚而响亮的名字：盛
德堂。

盛德堂为大宰相之孙所建

盛德堂的主人叫裴文义，裴
文义因父亲裴瑑在吉阳军任知军
而拥有了坐落在海南岛最南端的
家。

唐宋时被派到海南岛做官的
人绝对不是得志之人，但裴瑑的
先祖却是十分得志的唐朝著名大
宰相晋国公裴度。裴瑑于北宋宣
和至南宋绍兴年间在琼州海峡北
岸做官，政绩不错，任满后要回朝
廷觐见皇帝，却没有按时到达，皇
帝大怒，于是裴瑑被发派到吉阳
军（崖州）任职。任职期间，清正
廉明，深得人心。吉阳军任满之
后，又恰逢中原战乱不断，于是他
决定干脆留在崖州，选个南漏村
定居下来。那个时候的吉阳军文
化还十分落后，不要说无法与中
原的州县同日而语，就是与海岛
北部的琼州（如今的海口地区）和
昌化军（如今的儋州）相比，也是
黯然失色。在这环境下，他优秀
的儿子裴文义并没有在科举途中
获得成功。但是由于裴瑑政声卓
著，裴文义便获得一个荫补的官
位，被派到昌化军担任军使。《儋
县志》载：“裴文义，吉阳县人，绍
兴间任，有善政，历久卒于官，百
姓恸之。”可见裴文义的品德和政
声与乃父相当。裴文义把家庭住

址 从 南 漏
村 迁 到 水
南村，后来
被命名为盛
德堂的裴氏

宅由此诞生。

一代名相
赵鼎终老之所

绍兴十五年（1145年）春，崖
州城迎来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
他白发苍苍，形容憔悴，只有那神气
不减的炯炯目光，标示着这是一位不
凡的人物。他曾是一代名相，姓赵，
名鼎，字元镇，号得全居士。

赵鼎在南渡之后曾两度为相，
力主抗金，督促宋高宗，亲总六师，
临江决战，使强势的金人闻风丧胆，
使南宋出现中兴局面。但他并非一
个彻底的主战者，迫于高宗压力，曾
主持与金人议和。但是在议和过程
中，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与金人进行
激烈争执，引起高宗的不满。奸臣
秦桧则借机构陷，赵鼎接连被贬谪
的命运从此开始。绍兴十四年
（1144年）十月，赵鼎在潮州贬所接
到再贬吉阳军的诰命，次年春抵达
吉阳军贬所。

已在昌化军任知军的裴文义得
知之后，毅然将自己的宅院提供给
赵鼎居住。他明明知道，秦桧迫害
政敌不择手段，且无比残酷，接纳赵
鼎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祸难。

虽然有了裴氏宅作为贬谪生涯
的安身之所，但是赵鼎崖州三年，身
心仍然遭受了极大摧残。赵鼎性格
耿介倔强，他到崖州后给朝廷上谢
表曰：“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
丹心未泯，誓九死而不移。”秦桧见
后，狞笑着说了一句话：“此老倔强
犹昔。”于是迫害更加疯狂。赵鼎虽
杜门谢客，但由于广西帅张宗元馈
赠醪米，秦桧得知后命令吉阳军“月

具存亡状”，就是每月都要上报一次
赵鼎是死是活的文件。赵鼎不甘于
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的迫害，又
担忧家人因己而祸，遣人告诉远方
的儿子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
无患。不尔，祸及一家。”遂于绍兴
十七年（1147年）绝食而终。临终前
自书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
作山河壮本朝。”表现出宁死不屈的
刚强气节。后来胡铨作《哭赵鼎》诗
而赞曰：“一丘孤冢留穷岛，千古高
名屹泰山。”

裴氏宅，成了一代伟人的终老
之所。

高宗去世后，孝宗朝重新检点
历史，赵鼎被平反，追封为丰国公，
赠太傅，谥忠简，成为昭勋阁“二十
四功臣”之一。在崖州，赵鼎被列入
五贤祠加以奉祀，又被奉祀于海口
五公祠。

房客胡铨是崖州施行
中原教育开创者

三年后，裴氏宅迎来了第二位
“房客”——胡铨。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
江西吉安）人。曾任枢密院编修，以
《戊午上高宗封事》著称，文中坚决
反对议和，乞斩秦桧。秦桧给他加
上“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编
管昭州、新州。绍兴十七年（1147
年）十一月，胡铨又被贬到吉阳军。

绍兴十八（1148年）正月，胡铨
到达吉阳军贬所。如三年前对待赵
鼎一样，裴文义仍然冒着身受牵连
的危险，请胡铨住进了裴氏宅。

胡铨寓居裴氏宅时，官职并不
大，但是他对当地乃至整个海南文
化的影响力却不小。他在途经临高
县时，就为县令谢渥题写茉莉轩，并
为学子开讲《春秋》大义，发现澹庵
泉，成为美谈。他在吉阳军贬所，倡
议建了洗兵亭，题了逸贤峒，留下大

量的历史遗迹。他积极交往，著书
立说，吟诗填词，作书绘画。尤其难
能可贵的是，胡铨亲自为吉阳军的
学子讲学，以致黎族头领纷纷把自
己的子弟送到他这里读书。胡铨成
为在崖州推行中原正统教育早期最
重要的教育家，他对崖州地区黎族
子弟施行中原教育的开创之功，尤
其不可磨灭。

裴氏宅，成了传播中原文化的
重要平台。

秦桧病死，胡铨于绍兴二十六年
（1156年）五月离开吉阳军北归，后
擢起居郎，官至兵部侍郎，卒谥忠简。

胡铨在盛德堂寓居八个年头，
深感裴氏之厚德，于是想起《左传》
中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盛德必百世
祀。”于是为裴氏宅取名“盛德堂”，
还亲自作了一篇铭文，其词曰：

猗欤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
雨，大厦帡幪。迁客所庐，丞相赵
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
恩，矧此八年。

访客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盛德堂曾留住过赵鼎、胡铨两“房
客”，便足以盛传千古了，何况裴氏之
盛德与赵、胡之盛德进一步融合，使盛
德堂名满海岛，无数文人士大夫钦之
仰之，纷纷以能够造访盛德堂，成为盛
德堂的客人为荣幸，并为盛德堂献上
诗文。其中有两个名人不能不提起，
一个是元代位至副宰相的王士熙，一
个是明朝海南“吟绝”的王佐。

王士熙，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
东东平）人。泰定朝由治书侍御史而
升为中书参政，成为权力中枢的要员
之一。泰定帝死后，发生“两都之
争”，最终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战
败，元文宗图帖睦尔获胜。天历元
年（1328年）九月，王士熙遂被流放
吉阳军，次年初到郡。王士熙到吉
阳军之后，军使让他在城中居住，但

王士熙感觉居所过于完美，乃借居
于城西陋地茅屋，名之曰“水北新
居”。又在茅屋附近筑江亭，为游息
之所。王士熙性格恬淡、温和、谦恭、
宽厚，常常静居一室，数日不出中庭，
恬然不见其去国之意。郡中人士多
喜与他交往，他都甚加礼貌。他对于
郡县时政，从不妄加议论。不是公事
和宴请，他都不轻易出门。大约在本
年冬天，遇赦许归田里。后复起用，
死于任上，谥号文献。

王士熙虽喜静居，且居崖州时
间不长，但又怎能与盛德堂擦身而
过。一则赵鼎、胡铨是他敬仰的人
物，又有被贬崖州的共同命运；再则
盛德堂之美德至元代依然不衰，裴
瑑的五世孙裴豫很快表示出对这位
谪客的友好和敬意。裴豫同他的曾
祖善待赵鼎、胡铨一样善待王士熙，
很快把王士熙从水北住所邀请到水
南盛德堂做客。王士熙感而为赋
《题盛德堂二首》：

洛下当年将相乡，海南一种玉
芝香。青云只照堆床笏，白日长留
听讲堂。断筒灯花秋对雪，古垣蜗
迹夏凝霜。文鸳早奋丹山翼，舜乐
于今动八荒。

唐家晋国擅勋名，二叶诸孙海
外行。盛德有堂留客往，故乡无地
待春耕。青毡千古诗书在，绿野孤
云草棘生。投我骊珠惊入手，爱才
怀古不胜情。

海岛北部临高县的王佐有没有
到过盛德堂，不得而知，但他的心切
切实实地到了盛德堂，为之作《崖州
裴氏盛德堂》咏道：

晋国亡来六百年，云礽今见海
南边。风流尚是元和脚，主客谁同
南渡贤。落落朱崖余栋宇，盈盈绿
野旧风烟。我怀三姓上千古，欲向
杭州问老天。

作者王佐自己加按语云：“裴
氏，晋公度孙也。赵忠简公鼎、胡忠
简公铨谪崖时皆住此堂，李参政光
时相往还。裴祖闻义在宋守昌化
军，即儋州，儋在隋为朱崖郡。”李光
一直居于琼州和儋州，并没有到过
崖州，但作者特意注明有李光相往
还。诗中的“三姓”，本指赵鼎、李
光、胡铨，都是秦桧切齿痛恨的，秦
桧将三人姓名写在自己的阁中，以
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非常有意思
的是，王佐在“我怀三姓上千古”句
后自注云：“秦桧于天章阁书胡、赵、
裴三字。”分明将“三姓”理解为胡
铨、赵鼎和裴文义了，一下子把裴文
义提升到了李光的地位。由此可
知，裴氏也在秦桧憎恨之列，倍增其
正直仁义之德。王佐从裴度写起，
而延伸到宋代同被秦桧所迫害的
赵、胡、李、裴，则其所怀、所念、所
赞，实包括了与盛德堂有关的全部
唐宋名贤，以及盛德堂的主人。

盛德堂遗址。 本报记者 杨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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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文学家张岱，“少为纨绔
子弟，极爱繁华”。据不完全统
计，三十岁之前，他爱好的事物达
30余种，且每一种他都玩到了极
高的水平，这里面就包括“蹴鞠”。

《陶庵梦忆·扬州清明》中写
道：“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
家家展墓……一切好事之徒，无
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
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
阮弹筝……”可见，“斗鸡蹴鞠”，
常见于街头巷尾，已成为明末一
种很普遍的群众性运动。

当时的梨园子弟多爱玩蹴
鞠，张岱也如此。他常混在自家
戏班伶人里，玩得不亦说乎，常
忘掉主人家身份。因此，他深谙
蹴鞠的技术与脚法，融之于文，
也是异彩纷呈。比如《严助庙》
一文中写道：“天启三年，余兄弟
携南院王岑，老串杨四、徐孟雅，
圆社河南张大来辈往观之。到
庙蹴鞠，张大来以‘一丁泥’‘一
串珠’名世。球着足，浑身旋滚，
一似粘霆有胶、提掇有线、穿插

有孔者，人人叫绝。”张大来的脚
法和技法，可谓出神入化，张岱
与这些人整天在一块玩，那水平
自不一般！

朋友祁止祥也擅蹴鞠。《祁止
祥癖》一文中写道：“人无癖不可
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
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止祥
有画癖，有蹴踘癖，有鼓钹癖，有
鬼戏癖，有梨园癖。”凡事以“癖”
蔽之，投入之深可以知之。张岱
这话虽是写朋友的，用于自己也
是完全可以的。

在《一卷冰雪文后序》中张岱
写道：“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
曲演习，描画写字，作文作诗，凡
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
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
终成渣秽。”可知，“蹴鞠”对他而
言，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爱好！

张岱不仅是一流的文学家，
也是一位真正的大玩家。他的
高明之处在于，不管玩什么，都
能乘兴而来，兴尽即去；能将癖
好玩到极致，也能及时抽身！

近日，偶读学者马瑞芳旧著《蒲松龄
评传》，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
《聊斋志异》手稿的署名问题。研究表明，
有清一代，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
鬼以为时尚。当大家知道蒲松龄正在写
《聊斋志异》时，都很热心地把自己的见闻
提供出来，为记朋友赞助之功，蒲松龄常
在篇末记下故事的具体来源，比如《侯静
山》是高念东所述，《咬鬼》是李生所讲，
《胡四相公》是莱芜张虚一所述，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蒲松龄的为文之道，颇能
给今人一些启迪。

众所周知，博采民间传闻，朋友口述
异闻或者邮箱相寄，是《聊斋志异》材料来
源之一。在蒲松龄将他人的记载或口述
作品进行再加工的过程中，并没有掠人之
美，而是在手稿的末尾认认真真地写上故
事提供者的名字，这是值得称道的。据考
证，《聊斋志异》中取材前人野史佚闻的故
事约有百篇之多。蒲松龄收集民间传说，
进行艰苦的艺术加工，使《聊斋志异》成为
不朽的名著，不仅凸现了作家运用民间文
学素材的能力，而且也彰显出蒲松龄对朋
友、对口述者、对原创的尊重，折射出古代
小说家初始的著作权意识。

蒲松龄对待手稿的做法，令人钦佩。
几百年前，还没有著作权法，也尚无保护知
识产权一说。在当时，蒲松龄设茶摊听来
的故事，完全可以略去故事的讲述者，大大
方方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没有这样
做，而是以一个记述者、整理者的姿态出
现，由此可见，三百年前的蒲松龄已经具备
了原始的著作权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知道，蒲松龄完成的《聊斋志
异》，其手稿俱藏于家，无力梓行，直到他
辞世五十年后才由后人刻印。现行的《聊
斋志异》版本，虽然看不到署名故事来源
的做法，但这已不是蒲松龄本人所能左右
的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蒲松龄在
创作《聊斋志异》时，其手稿的确是记录了

“朋友赞助之功”的。由此想到，保护知识
产权，增强著作权意识，应向古代作家学
习，应从小事做起。譬如有些报刊常常在
文末注明“某某对本文有贡献”之类的鸣
谢，就很有必要。

总而言之，在文墨诉讼官司纷起的
当下，如何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如何尊
重原创，如何使用前人的材料，蒲松龄的
手稿署名很有借鉴意义，不啻今人的一
面镜子。 （据《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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