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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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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找保姆
1、张女士，53岁，土旗人，干净，利索做饭好，有多年伺候老人的经验，对老人好，找一

份长期住家照雇生活自理或不自理老人的工作。
2、乔女士，50岁，厨艺好，找一份给单位或家庭做两顿饭的工作。
3、师女士，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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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女士，42岁，专业保洁，找一份给家庭一周去一次或几次的保洁工作，擦玻璃，打

扫家均可。
5、刘女士，49岁，有多年看小孩的经验，有健康证，育婴师证，找一份10小时或24小时

看小孩的工作。
有以上需求的请来电鑫旺保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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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定于2019年5月18
日（周六）在玉泉区劳动用工综合服务市场（玉泉区昭君路与南二
环交汇处西700米路北盛世东元综合楼东楼）举办“营销、媒介、管
理”类专场招聘会。

联系电话：（0471）3456668 3456669 网址：zph.nmg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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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不速之客》的作
者是一位昆虫学家，他是
英国皇家昆虫学会研究
员、英国昆虫学会前主席，
也是BBC野生动物频道的
专家，他对昆虫的狂热迷
恋丝毫不亚于法布尔。他
会热衷于寻找食品柜里每
一种食物上的饼干甲，或
是检查新家厨房地毯下成

千上万只蠕动的火腿皮蠹
幼虫，或是观察草地上一
只不同寻常的蝇子……与
法布尔不同的是，他所描

述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家中
的“不速之客”，这些“客
人”大到猫狗、鸟类、鼠类，
小到甲虫、蚊子、苍蝇、虱
子、蜜蜂、瓢虫，其中个别
的是经人类驯化的宠物，
更多则是不请自来、也难
以赶走的寄居者，作者以
亲切、谐趣的语言描述它
们的习性，以及如何与人
类在“同一个屋檐”下并行
不悖或剑拔弩张的生活。
了解这些藏在家里的“客
人”，可以让我们的栖居之
所更舒适自得。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

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

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

沾巾。

先简介王勃，同时根
据《新唐书》所写，讲讲他
的几个故事。

王勃（约650年~约676
年），初唐诗人，字子安。绛
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
王齐名，被称为“初唐四
杰”。王勃擅长写五律和五
绝，我们要讲的这首《送杜
少府之任蜀州》就是他的
代表作。高中语文课本所
选《滕王阁序》，更是王勃
写的不朽之作。

下面讲两个小故事。
一.王勃小时候特别聪

明，据说6岁的时候就能写
文章。9岁那一年，他读到
了唐代大学者颜师古注解
的《汉书》，认为书中有不
少错误，就作了一篇《汉书
指瑕》（瑕，即瑕疵，就是毛
病）。我们先不管谁对谁
错，单说一个9岁的孩子，
就能读懂那样深奥的书，
同时质疑学术权威的文
章，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学
习。还有我们现在说的“腹
稿”这个词儿，也与王勃有
关。据说，王勃写文章时，
先是磨好一池墨，然后喝
上几杯酒，最后蒙头大睡。
醒后提笔就写，一字不改。
人们说，王勃睡觉是在打

“腹稿”。
二. 王勃文才出众，不

到20岁就被授予等级为七
品的朝散郎。但不久因为
他写文章挑起了皇帝儿子
之间的矛盾，就被免了官。
后来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
了罪，求王勃帮助把他藏
起来，王勃没有多想，就照
办了。可是过了几天，王勃
担心受到牵连，就私自把
这个官奴杀了。结果，王勃
被判死刑。不过，事情也凑
巧，此时正赶上朝廷大赦，
王勃算保住了性命。王勃

闯祸后，他的父亲也被降
了官，贬到交趾（地名）担
任县令了。

父亲到了交趾后，王
勃前去探望。他路过钟陵
（现在的江西南昌）时，正
是重阳节，当地姓阎的都
督在滕王阁设宴招待宾
客，王勃也受到了招待。本
来阎都督事先让他的女婿
作好一篇序文，到时想炫
耀一下。但他还假惺惺地
请大家赐文。结果，一向高
傲的王勃毫不客气地答应
由他来写。阎都督生气地
离开现场，让他的属下看
王勃写，告诉属下：王勃写
一句就转达一句给他听。
最后，阎都督发现王勃真
是个奇才。据说当听到“落
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时，阎都督便激动
地走了进来，连夸王勃是
奇才。王勃当时写的文章，
就是我们提到的《滕王阁
序》。

此后，王勃就去探望
父亲，渡海时遇大浪溺水
而死；也有人猜测是他自
己投海身亡的。年仅二十
大几。

现在，我们来解释诗
中的部分词语：1. 杜少府，
此人姓杜，他的名字叫什
么，不得而知，应是王勃的
好友；至于少府，则是唐代
县尉的通称。2.之，这里当

“到”或“往”讲。3.蜀州，今
四川崇州。4. 城阙（què），
指唐代都城长安。5. 辅，护
卫。6.三秦，指陕西省一带；
辅三秦，当“辅于三秦”讲，
即被三秦护卫着。7. 五津，
指四川境内长江的5个渡
口，即杜少府要去的地方。
8.宦游人，离开故乡去做官
的人。9.无为，不要。10.歧
（qí）路，岔道；这里指分
手的地方。11.儿女共沾巾，
指青年男女儿女情长，哭
哭啼啼，泪湿衣巾。

试用白话翻译这首
诗：

三秦之地护卫着京城

长安，

我遥望那蜀州弥漫着

风烟。

我们离别的心绪完全

一样，

都是背井离乡去谋求

做官。

四海之内有你这样的

知心朋友，

即使远在天涯也如同

邻居一般。

千万不要在离别的岔

路上，

像小儿女那样泪湿衣

衫。

最后，我们来逐句赏
析这首诗。

一、二两句总的说来
是写景：“城阙辅三秦，风
烟望五津”。

第一句“城阙辅三秦”
是个被动句，即“城阙辅于
（被）三秦”。城阙，是指长
安的城垣与宫阙；辅三秦，
是说长安被辽阔的三秦所
护卫的意思。不要误认为
是长安在护卫三秦呀！这
句同时点出了送别友人之
地。

第二句“风烟望五津”
里的“五津”是指“蜀州”，
同时也点出了杜少府任职
之地。有人说，“望五津”是
指作者“自长安遥望蜀州，
视线为迷蒙的风烟所遮”。
此说不妥：怎么能肯定作
者送别之时，长安正好升
起“迷蒙的风烟”呢？其实，
这是个倒装句：“望五津风
烟”。是说作者在长安遥望
蜀州，那里弥漫着风烟。因
为是远望，所以，是朦朦胧
胧的，有如弥漫着风烟。这
样理解，是不是才符合作
者的离情别绪呢？

三、四两句是触景生
情，写作者送别友人时想
到的：“与君离别意，同是
宦游人”。

好多解释这首诗的作
品，对这两句或回避不讲，
或讲不清楚。如《古诗文
网》上有篇文章就这样解
释：“我和你都是远离故
土、宦游他乡的人，离别乃
常事，何必悲伤呢？”

这样的解释显然令人
费解，因为它没把诗中

“与”字的意思讲清楚。
那么，这里的“与”怎

么解释呢？不少解释的文
章说，“与”是介词，于是把

“与君”解释为“跟你”或
“和你”。这样，“与君离别

意”就得解释为“跟你离别
的感情”。那么，“与君离别
意，同是宦游人”是不是就
得解释成“跟你离别的感
情，我们都是离乡背井做
官的人”呢？这恐怕说不过
去。

我觉得，这里的“与”
字解释为“结交”或“交往”
似乎较妥。苏洵的《六国
论》写道：“齐人未尝赂秦，
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
而不助五国也。”意思是，
齐国并不曾贿赂秦国，可
是最终也随着五国的灭亡
而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齐国）结交秦国（即
同秦国要好）却不去援助
五国呀！

据此，“与君离别意，同
是宦游人”这两句诗可否这
样理解：这次离别饱含着我
们相互交往的共同感情，那
是因为我们都是离乡背井
要去谋求做官之人哪！

这样解释，是否可以
揭示出作者与杜少府之间
的深厚情谊，也可以把他
们离别时那种难言的凄恻
与无奈折射了出来呢？

五、六两句是前面所
写离别之情的大转折：“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
这两句来得太突然了：刚
才还因“同是宦游人”伤别
呢，怎么一下子就如此乐
观与豪迈起来呢？其实，这
正是作者与杜少府之间深
厚友谊的生动写照。

不少人熟悉宋代秦观
写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
岂在朝朝暮暮”，也熟悉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
伦送我情”与“劝君更进一
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
送别诗。我想，联系这些诗
句，再体会王勃的“海内存
知己，天涯若比邻”，恐怕
会有更深的感悟。

千百年来，《送杜少府
之任蜀州》这首诗，人们不
一定都知道，但王勃的这
两句诗却脍炙人口，人们
往往用来表达朋友之间虽
隔千山万水却情谊依旧的
心声。

七、八两句是劝慰友
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
沾巾。”

好多解释这首诗的专
家，大多对最后两句解释
不多。有的写道：“（最后两
句）慰勉友人不要像青年
男女一样，为离别泪湿衣
巾，而要心胸豁达，坦然面

对。足见情深意长，同时，
全诗气氛变悲凉为豪放。”

对此，我则另有所悟。
我自己送别过朋友，

也见过不少亲人、友人送
别的场面；我记得清清楚
楚，那情景跟王勃写的后
两句诗几乎一模一样，似
乎不是“变悲凉为豪放”
吧？临别时，有的人掉泪
了，有的人相抱大哭……
其中有的人一边抹眼泪，
一边还劝别人：“哭什么
呀，过些天不就又见了？”

“别哭了，看你那个没出息
的样子！”诗中明明写着

“无为”，“无为”就是“不
要”。这说明，杜少府哭了，
不然，王勃还说什么“无
为”呢？那么，王勃自己哭
了没有呢？

这就是我对“无为在
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句
诗的感悟。

总之，如果说，王勃这
首诗表达了真挚的友谊是
永恒的，不受时空限制与
阻隔的；我非常同意。但如
果说，这首诗“一洗往昔送
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
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豁
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
我则不敢苟同。文/李淑章

◎◎淑章谈古诗词

◎◎书单

《不速之客：藏在家里的自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