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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定于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

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呼和浩特市东二环与大学东路东口交汇处）举

办“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洽谈
会预设620个展位，提供3万多个岗位。参会人员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入场。

联系电话：0471-6928041 6601324 网址：http://zph.nmgrc.com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179~1841）是
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
玉，号定庵，仁和（今浙江
杭州）人。他38岁考取进
士，前后在内阁中书做了
20年无关紧要的下级官
吏。由于敢于揭露时弊，不
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
击，于是决计辞官南归，在
丹阳云阳书院担任讲席，
直至猝然离世。他自幼受
到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
叫龚丽正，是做官的，也有
学问，有文字方面的著作；
他的母亲叫段驯，是清代
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
之女，也有文字方面的著
作。

下面讲一个龚自珍幼
年的故事：

龚自珍的启蒙教育，
是由母亲段驯进行的。后
人考证，段驯对儿子的教
育是多方面的；而来自清
代人的，主要（不是全部）
有三位文学大家：一位是
吴伟业（1609~1672年），字
骏公，号梅村。康熙皇帝就
特别喜欢读吴梅村的作
品 。 一 位 是 方 舟
（1665~1701年），字百川，
安徽桐城人。段驯教孩子
学方舟的作品，除了自己
的偏爱，恐怕还有原因：方
舟善于作八股文，效仿他
的文章，有利于孩子参加
科举考试；另外，方舟的文
章写得形象，有可感性，小
孩也喜欢读，容易接受。最
后 一 位 是 宋 大 樽
（1746~1804年），字左彝，
号茗香，杭州人。他的人生
乐趣就是“三书”：读书、藏
书、著书。

这三位先生的诗文，
对龚自珍的思想与写作，
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
其是吴伟业的诗，是母亲
一句一句读给他听的，更
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这3
位先生的诗文可以说就是
龚自珍童年的精神乳汁。
龚自珍曾写诗表示了他对

三位先生的崇敬。
我们先解释几个词

语：1.九州：指当时的中国。
2.生气：充满生命气息的环
境。3．恃（shì）：依靠。4．
喑（yīn）：哑。万马齐喑，
比喻社会毫无生气。5. 究：
毕竟。6．劝：这里可以理
解为奉劝，也可以理解为
激励，似乎不该理解为劝
说或规劝。7. 天公：字面上
指上天，也许另有所指。
8．拘：局限，限制。

然后，用白话文试着
翻译这首诗：

中国要想充满生命气
息，

那就要靠滚滚的风雨
与惊雷。

现在这种万马无声的
环境，

总是令人感到无比的
悲哀。

我希望上天重新振作
精神，

不要局限于一种规格
去选用治国的人才。
最后，赏析这首诗：
己亥这年是清道光十

九年（1839年）。这年龚自
珍辞官，由北京回杭州，后
来又北上去接他的家属。
他在南北往返途中，触景
生情，不停地写诗，共写了
315首，都是七言绝句，总
题为《己亥杂诗》。这些诗
记载了当时的各种见闻与
感想，从不同侧面批判当
时的社会，抒发自己的追
求与苦闷，反映了诗人关
怀民族与国家命运的爱国
情怀。我们选的就是其中
的这首，是他路过镇江时，
应道士请求而写的祭神
诗。作者借此机会，表现他
对清代压抑、束缚人才现
实的不满，希望出现能够
破格选用人才的局面。下
面就来看看诗人是怎样通
过他的诗来倾吐心声的。

1.恰当而形象的比喻。
“九州生气恃风雷”中

的“风雷”表面上指风神与
雷神，因为是为道士而写
诗。诗人借此比喻社会上
大变化或大动荡。全句告
诉读者，这个社会要想生
气勃勃，充满生命的气息，
必须依靠一场大的变革。

用“风雷”这样的词比喻社
会大变化、大革命的诗句
很多。比如，鲁迅先生所写
《无题》一诗中，就有“于无
声处听惊雷”的句子；毛泽
东所写《七律·和郭沫若同
志》一诗中，就有“一从大
地起风雷”的句子。其中的

“惊雷”“风雷”，都是比喻
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的。
所以，用风雷比喻大变革
或大革命的形势最恰当：
无论从声音上看，还是从
范围上看，还是从猛烈的
程度上看，还是从风雷过
后出现的蓝天红日上看，
都十分恰当而形象。

“万马齐喑究可哀”中
的“万马齐喑”也是比喻。
是指在清朝统治下，所有
的人都噤若寒蝉，谁也不
敢吭声的黑暗而沉闷的社
会现实。马的天性是要鸣
叫，要奔跑的，而现在成千
上万的马都不敢鸣叫，也
不敢奔跑，这是怎样的一
种痛苦呀！人的天性是要
自由的，而现在不要说百
姓，就连当官的都不敢说
句真话，这又是怎样的一
种悲哀呀！

那么，怎样打破这种
局面呢？靠现在的这帮贪
官污吏，靠现在这种溜须
拍马的风气，是绝对不行
的；必须来一场暴风骤雨，
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变革。
只有这样，才能变“万马齐
喑”的悲哀为万马齐鸣的
欢乐。

至于龚自珍所向往的
变革具体指什么，不要说
别人，恐怕连他自己也说
不清楚。

2.用“呼告”的修辞手
法呼唤“天公”，呼唤变革。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
拘一格降人才。”这两句
诗，是诗人对社会变革所
寄的希望与所绘的蓝图。

他的希望是“天公重
抖擞”，他的蓝图是“不拘
一格降人才”。文中的“天
公”，表面上看，是指玉皇。
诗人在这首诗的末尾，自
注道：“过镇江，见赛玉皇
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无
数，道士乞撰青词。”青词
就是符■（lù）,是祭神的

诗句、图画等。这说明，这
首诗那时是当作“青词”献
给神的。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诗人的聪明与智慧：他
是借“道士乞撰青词”之
机，表达自己心中积久而
又难言的思想感情的。

那么，诗人心中的“天
公”究竟指什么？有人说，

“天公”是指皇上，说他是
给皇帝提意见的。这种说
法不无道理：封建社会里
的官员要想实现自己的政
治主张，总是寄希望于皇
上的。

但，这样下结论未免
绝对！因为像龚自珍这样
有抱负、有才能的人，恐怕
不会不知道他的不受重用
与遭受打击，是与皇上有
关的。更何况，龚自珍所处
的时代，是清政府腐朽无
能的时代，是内忧外患严
重的时代，是列强亡我中
华之心不死的时代；也是
中国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
的时代。比如林则徐等人，
就处在这个时代；而且，林
则徐的禁止鸦片的主张，
龚自珍是极力支持的。

所以，龚自珍笔下的
“天公”除了绝不是玉皇
外，恐怕也未必是皇上。那
么，究竟是谁呢？这里冒昧
猜测一下，可能是指的“老
天”：老天啊，你快想想办
法，拯救拯救这个破碎的
国家吧！也可能指的是他
心中的某个英雄。

那么，如果这样的英
雄真的出现了，应该怎么
办呢？龚自珍为英雄绘制
了一幅蓝图，那就是万马
奔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壮丽图景。

当这样的局面形成之
后，龚自珍心目中的英雄
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
厦于将倾。

总之，从全诗来看，诗
人高瞻远瞩，用奇特的想
象表现他美好的追求与向
往，他热情地期待杰出人
才的涌现，期待变革形势
的到来！这一切都说明诗
人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怀，
他期待国家能够一扫当前

“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
一个焕然一新、朝气蓬勃
的未来。你看，诗人正在大
声呼喊：天啊，请让暴风雨
快一些来吧！让这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首诗所以能够脍炙
人口，其主要原因恐怕就
是它所具有的这种现实意
义与历史意义吧？

文/李淑章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
作者：（加）丹尼尔·亚伦·西尔 （美）特里·

尼科尔斯·克拉克

译者：祁述裕 吴 军等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区正在迅速变化，这些
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向消费的巨大转变。以前
不怎么显眼的地方，现在已被各种各样的舒适物
设施与活动所占据，如餐馆、酒吧、咖啡馆、画廊、
公园、学校、博物馆、俱乐部、沙龙……这些舒适
物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场景，这些
场景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这
本书主要致力于诠释：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及
其为什么重要。

书中所阐述的场景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
代，由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首的新芝加
哥学派创立，是国际上首个分析城市的文化风格
和美学特征对城市发展作用的理论工具。从经济
增长到居住地选择，再到选举和新社会运动，场
景理论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场景理论从
消费角度来解释后工业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现
象，区别于以生产为导向的工业理论。场景理论
不仅把消费当作消费活动本身去研究，而且还着
重研究消费的社会组织形态。

《不吃糖的理由》
作者：（美）加里·陶布斯（GaryTaubes）

译者：李奕博

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

糖，到底是甜蜜还是负担？传统上，人们习惯
了中庸的答案：糖可以适量吃，不要太多。但真正
的“适量”或许并不存在，如同我们无法算出能够
保持健康的最小吸烟量。在《不吃糖的理由》中，
作者从头到尾都摆出了坚定的反糖态度，认为糖
是当代生活中最被忽视的恶魔。这一观点的提出
建立在严谨详实的研究资料之上，书中讲述了千
百年来人类生产糖、食用糖的历史，尖锐地揭示
了糖的上瘾性和致病性。

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症、龋齿、痛风、高
血压……这些疾病的产生都与糖分的摄入与堆
积有关。糖类被肠道吸收后，如果超过了人体需
求就会转化为脂肪，这种脂肪主要分布于内脏，
这正是造成各种慢性病的重要因素。而戒糖应当
如同戒烟一样，提上我们的生活日程。

龚自珍《己亥杂诗》赏析
◎◎淑章谈古诗词

◎◎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