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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翟惠民所唱《钞票》响遍

城乡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歌词开篇

是一个质疑：“是谁制造了钞票？你在

世上称霸道。”当年正值世纪之交，商

品经济全面重新兴起，旧的经济伦理

秩序被颠覆，新的还未建立起来，关于

金钱的混杂“三观”成为道德危机。这

里面的复杂性非三言两语说得清。倒

是《钞票》的提问颇有意思，向如今人

们习以为常的货币发起追问。

那么，“是谁制造了钞票”呢？这

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经济学家研究

的议题之一。如果他们知道这一首中

文歌，想必会产生兴趣。当今世界，遍

布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是货币的

印刷者、货币政策的执行者（或制定

者），由他们统计、规定和印刷一国或

一地区的货币。而奥地利学派则在学

理上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掌握

关于货币市场的完整且正确信息，并

由此才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奥

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理查德·M.埃贝林

则沿着哈耶克等人继续思考：批判

“美联储”的国家化，提出自由的、多

元的货币银行制度的可能方案。即便

目前这些主张无疑还是会招来争议，

他在《货币、银行与国家》里对20世纪

货币理论和制度的评述也是极为难

得的参考。

◎◎书单

读书12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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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拟采
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值班室改造项目”的
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
加。资格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
chinabidding.com.cn） 及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
//www.nmgjqzbw.com）上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王建光和崔正强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王建光 崔正强
电话：15598030502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
2019年1月9日

值班室改造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拟采用公开

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呼和浩特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勘察
设计”的承建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
参加。资格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
chinabidding.com.cn）及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
nmgjqzbw.com）上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梁国欣和崔正强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梁国欣 崔正强
电话：15034776918 0471-658080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
2019年1月7日

呼和浩特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为你找保姆
1.郭女士：54岁，有多年伺候老人的经验，家常饭都会做，有耐心，干净，找一份长期住

家照雇生活自理或不自理老人的工作。
2.张女士：52岁，本市人，厨艺好，找一份给家庭做两顿饭的工作。
3.王女士：50岁，家常菜做的好，找一份给家庭做上午一顿或下午一顿饭的工作。
4.春节到了，大家有需要擦玻璃的请来电，公司有大量擦玻璃的家政人员楼层不怕

高，有机器，打扫家均可。
5.周女士：52岁，有多年看孩子的经验，找一份10小时，或24小时看孩子的工作，三证齐全。
有以上需求的请来电鑫旺家政公司，小周，电话13171052438，6683263，15849392619
地址：呼伦南路金地商城十字路口往南20米路西，一团火超市旁。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天净沙·秋思》的作者

是马致远。致远是他的字，号
东篱，不知他的名叫什么。汉
族，元代著名戏曲家，元大都
（今北京）人；也有人说，他是
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
他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
称“元曲四大家”。其生卒年
代不详，晚于关汉卿、白朴等
人，约生于公元1250年，卒于
1321与1324之间。他曾在浙江
当过小官，后在大都任工部
主事（相当于一个办事员）。
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因
写了《天净沙·秋思》，被称为

“秋思之祖”。《天净沙·秋思》
已选入现在出版的初中语文
课本。

下面讲马致远的一个故
事：

马致远满腹经纶，一生
奔波，但在仕途上始终没有
有任何进展。于是，他就把自
己的精力与快乐都集中在文
学创作之中。他写的杂剧、散
曲影响极大，遐迩闻名。这里
讲一个因他的影响，使家乡
躲过了一场劫难的传说。

马致远所在的朝代是元
朝，其后就是明朝。明太祖朱
元璋死后，按照他的遗嘱，他
的孙子即位。新皇上的叔父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
儿子，便发动了历史上有名
的“靖难之役”：借口是要为
皇上除掉身边的奸臣，实际
上是自己要当皇上。话说他
的军队所到之处，河北、河
南、山东等地的百姓就遭了
大难。他的军队路过河北东
光县时，那里的百姓非常害
怕，只等着倒霉。但，没想到
军队到后，却秋毫无犯。这是
怎么回事呢？

原来燕王朱棣曾学过马
致远创作的杂剧与散曲，对
马致远非常崇敬。所以，他来
到东光，得知这里是马致远
的故乡后，便给军队下令：

“逢马不杀！”谁知他的手下
将领听错了，把“逢”听成了

“冯”。结果，传下去的命令
是：“姓冯的与姓马的，一个
不杀。”

于是，不仅马致远的家
族躲过了这场劫难，连姓冯
的人家也跟着沾了光；其他
不姓马的，也都说他家姓马。
最后，这里的百姓都保全了
性命。请想想，这说明了什
么？

下面就讲讲这首曲的几
个词语并试用白话翻译这首
曲。

词语解释：
1.天净沙：曲牌名。2.枯

藤：枯萎的枝蔓。3.昏鸦：黄昏
时的乌鸦。昏，指傍晚。4.人
家：应是指农家。5.古道：古老
荒凉的道路。6.断肠人：形容
伤心到极点的人，这里指漂
泊无定的游子。7.天涯：天边。
指离家乡极远的地方。

白话翻译：
枯瘦的藤缠绕着,
干枯的老树，
老树上栖息着黄昏时
刚要归巢的乌鸦。
小桥下，
流水潺潺，
旁边是几户人家。
荒凉的古道上，
秋风萧瑟，
彳亍而行的
是一匹疲惫的瘦马。
夕阳缓缓西下，
无家可归的游子
泪洒天涯！
现在，我们来赏析这首

曲。
这首《天净沙·秋思》被

称为“秋思之祖”。那意思是，
以秋思为内容的诗词曲，没
有哪一首能与它相比；或者
说，以秋思为内容的诗词曲，
无不从《天净沙·秋思》中汲
取了营养。这首曲子究竟好
在何处呢？

一.雅俗共赏。
雅俗共赏，指的是文化

修养高的人读了会觉得幽深
高雅，一般人读了也会引发
共鸣。比如，这首曲有6处是
用了典的。董解元《西厢记》
一曲《仙吕·赏花时》中有这
样的句子：“落日平林噪晚
鸦，风袖翩翩吹瘦马，一经入
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
滑。瞥见个孤林端入画，蓠落

萧疏带浅沙。一个老大伯捕
鱼虾，横桥流水，茅舍映荻
花。”雅者可以从“晚鸦、瘦
马、天涯、古岸、横桥、人家”
中联想到马致远的“昏鸦、瘦
马、天涯、古道、小桥、人家”，
于是，想到更多的情趣；而不
知《西厢记》的读者，也并不
影响其从中受到教益。

二.9个名词绘成一幅引
人想象的秋景图。

1. 每个名词可以各自独
立成为景色。比如，枯藤也
罢，小桥也罢，古道也罢，它
们都是秋季里某一地点、某
一时刻中的景物。都可引发
读者的想象。

2.几个词连起来，同样构
成一幅有机的画面。比如，枯
藤、老树、昏鸦这3个词连起
来，可以是这样一种情景：枯
藤缠绕着老树，老树上栖息
着乌鸦，而这乌鸦在黄昏时
刚刚归巢。如果这样理解，就
可以想象当游子面对如此景
物时，可能触动他这样的情
怀：连鸟都能按时归巢，而我
却流浪他乡，回不了家！

3.再把3句话连在一起思
索，又会引发读者想象出另
一种景象与情怀。你看，孤独
枯朽的藤枝，缠绕在满身褶
皱的老树上；黄昏时，几只乌
鸦呱呱呱地叫着，声声入耳，
无比凄凉。猛回首，一座小桥
就在眼前，桥下流水潺潺，旁
边却有一户人家。再向前看
去，那残留的“古道”，不知连
着多远的地方。最后看着自
己这匹驮着书卷的瘦马，在
秋风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心
头一阵痛楚！

三.人景互衬，情景相融，
画龙点睛。

1.先说人景互衬。这首曲
的前三句是写景，表达方式
是描写；后两句主要是写人，
表达方式是抒情。由于天涯
游子思乡之情浓烈，所以，看
到的主要是枯藤、古道、瘦马
之类；由于眼前是昏鸦、人
家、西风，所以，更加重了游
子孤独凄凉的感情。前三句
的“景”与后两句的“人”，二
者互相映衬，相辅相成。

2.再说情景相融。
前三句9个意象，无论
单独看，还是结合起

来考虑，都是景物描写，但几
乎每一个词都使读者有凄楚
伤痛之感。而后两句主要是
抒情，直抒胸臆，说自己是

“断肠人”；但其中“夕阳西
下”4个字，分明也是写景。由
于是“断肠人”，所以才注意
那“西下”的“夕阳”；由于“夕
阳西下”，才使游子格外“断
肠”。这岂非情景交融？

3.最后说画龙点睛。如果
把前三句理解为一幅画的背
景，那么，后两句就是画中的
人物。如果把前三句理解为
龙的身躯，那么，后两句就是
龙的眼睛。这里打住，请读者
自己体会。

总之，作者全篇只用了28
个字，除了“西”和“人”两字
外，再无一字重复。可是，读
来令人潸然泪下，心中也隐
隐作痛。

那么，曲中的“断肠人”
究竟是谁？是马致远吗？可以
是，因为马致远就不知道自
己的归宿在哪里，这句可以
隐喻作者怀才不遇的悲凉情
怀；也可以不是，因为曲中的
字字句句都能引起每个游子
的共鸣，使他们觉得自己就
是作者。所以，这首曲的主题
应该是形象地表现了所有漂
泊天涯的旅人的愁思。

马致远就是这样用他的
意境美，来吸引当时及后世
的所有读者的。所谓意境，是
指作者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
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
一体的艺术境界。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中有这样的话：
“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
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
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
脾，写景则在入人耳目，述事
则如其口出。”马致远的《天
净沙·秋思》完全达到了这个
标准。

文章末了，详略讲讲什
么是元曲。元曲在宋朝就有，
但在元代才得以发展到顶
峰；所以称为元曲。元曲由杂
剧和散曲两部分组成，元曲
有时却专指杂剧。散曲，是没
有宾白的曲子形式，有小令
和散套两种。这首曲就属于
小令。 文/李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