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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随笔

北宋名臣杨亿行实录
□杨思浩

七闽波渺邈，双阙
气 。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
终身立圣朝。

“拔芋卜子”

民间传说

中秋

“拔芋卜子”习俗流传在光泽民间千百年，说
是在中秋的夜晚，嫦娥——也就是月光娘娘，会给
新婚夫妇和无子女的夫妻送子。送多少个儿女，
会附在芋这种植物下面，你去拔一棵芋子数数下
面的芋子就可知道。于是中秋夜时，新婚或无儿
女的夫妻，会在空地上点香烧纸祭拜月光娘娘，然
后到芋子地里闭上眼睛随手拔一棵芋子回来，点
点竽头旁边有几个芋子，就意味着今生有几个儿
女。光泽止马镇岛石村老农民何玉富说，有的当
年要成亲的准新娘女方家回男方中秋礼时，也会
回一棵挂满芋子的叶茎，表示成亲后会“多子多
福”。这虽然是迷信，但却反映了过去人们一种传
宗接代的观念。许多夫妻明知迷信，但却乐此不
疲地在中秋夜“拔芋卜子”，希望从中实现他们一
种美好的愿望。

直面问题先改一步。市委
常委会班子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深入开展领
导干部驻村蹲点调研活动，推动问题在一线
发现、矛盾在一线化解、关怀在一线送达、作
风在一线体现，市县乡三级 1811名领导干部
深入 1290个村开展驻村调研，收集困难问题
3984项，
解决问题 2075项。
——针对营商环境不优、工作作风不实
等问题，
我市深入开展“实体经济服务月”
“百
名局长帮扶百家企业”
“千名干部服务千个重
点项目”
“百名行长服务百家民营企业”等活
动，全市 909位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挂点帮
扶 1386家企业，收集资金需求、办证服务、人
才引进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问题 1005项，已解
决 701项，赢得了广大企业家的好评。
——针对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
员教育管理松软、基层党建主体责任缺失等
问题，结合开展达标创新活动，我市对 110
个薄弱村开展集中整顿帮扶，新创建规范化
党组织 1258个、红星村党组织 211个、金星
村党组织 55个，有效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
组织力、战斗力。在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
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通
过整合资源、发展产业，因村施策、因户施
策，引导村财增收，农民致富，乡村振兴，全
市 1万元以下的“空壳村”全面消除，提前完
成既定目标。
——针对企业提出的融资需求、转贷等
问题，全市银行业机构百名行长“一对一”服
务 135家民营企业，全力为企业做好融资、财
务、咨询等方面的金融服务，收集的 111条问
题已解决 81条，剩下的也在沟通解决中，银

臣王嗣宗、王钦若等人就是这样刻意挑剔、借此排
斥杨亿。甚至在杨亿草答契丹诏书时，对诏书上
言词稍作改动，也遭诽谤；为此，杨亿请求解职。
宋真宗对宰相曰：
“ 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连
皇上都看出杨亿刚正不阿的秉性。
大中祥符五年（1012
）九月，杨亿 39岁时再次
以疾病为由请求解职，皇上依然下诏不许，但准许
其免上朝。
大中祥符六年（1013
）杨亿 40岁。由于因册立
刘氏为后之事，持反对意见，公然违逆皇上旨意，
于是有人趁机指使监察部门弹劾杨亿。既此，杨
亿索性推脱自己身体一向不好，再一次请求皇上
解除其官职。六月，杨亿被贬任太常寺少卿，分司
西京（洛阳），但允许他留在阳瞿乡间养病，待病愈
后再去赴任。同年，
《册府元龟》历时九年完书，杨
亿作为该书的主笔，理所当然也受到嘉奖；经历贬
职之难后，
他再一次升职为秘书监。
大中祥符七年（1014
）杨亿 41岁，病愈后赴河
南汝州任知州。同年九月。朝廷为宋真宗举行上
玉皇圣号典礼，杨亿请求皇上准其出席。于是皇
上念其功绩，特准杨亿卸任回京，担任参祥仪制副
使，并担任礼仪院、秘阁和太常寺的主官。
天禧二年（1018
）冬，
杨亿被升任工部侍郎。
次年被任命为“权同知贡举”，即为全国科考
的主官之一。后因选拔考生的差错，又被降职为
秘书监。是年，母章氏病逝，杨亿守孝未期满，朝
廷需举办祭祀天地的郊礼，遂给杨亿恢复工部侍
郎官职，
并担任
“典司礼乐”
。
天禧四年（1020
）杨亿 47岁。四月，杨亿又被
升任翰林学士兼国史馆修撰、主持馆务工作。然
而事发突然，同年七月，发生宰相寇准密令杨亿
起草诏书：建议由皇太子监国，管理国事，此举还
得到病中的宋真宗皇帝许可。由于杨亿参予诏
书起草，并于内侍都知周怀政密谋实施寇准的方
案；后因消息泄露，寇相政敌丁谓、曹利用便与刘
皇后密谋，共同诬陷寇准勾结宦官、企图废皇后、
杀大臣，借此逼迫宋真宗退位当太上皇，让太子
接皇位。于是，刘皇后又借宋真宗名义，将丁谓、
曹利用升任宰相，并下令诛杀了宦官周怀政，罢
免了寇准宰相职务，将其贬官到相州任知州。虽
然寇准案牵连人数不少，但丁、曹俩人都觉得杨
亿没有个人野心，并且其下笔有神，文笔酣畅淋
漓。因此未对他加以进一步迫害；但这对一向体
弱多病的杨亿来说，可谓身心交瘁，终于在 12月
病故。
杨亿死后 14年，宋仁宗赵祯亲掌皇权后，在为
忠臣寇准冤案平反时，不忘嘉奖杨亿，追赠他为礼
部尚书，还钦谥“文”，后人也由此尊称杨亿为杨文
公。

□王建成

关于这个风俗的来历，民间还流传有一个故
事。说是很久以前，有一对年轻夫妻忠厚善良，勤
劳持家，赡养老人。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结婚多年
一直没有生育。
“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夫妻二人
都常常为这件事而烦恼。无子女在家庭是件烦恼
事，在人前抬不起头，也意味着今后老年无所依
靠。所以他们到处求神问卜，寻医问药，希望有生
能有一个子女传宗接代。终于在一个中秋的晚
上，他们双双做梦梦到月光娘娘对他说：
“ 你们心
地至诚，忠厚善良，你可起来到家门前的芋子地里
闭眼拔一棵芋子，撞撞天意，看看下面有几个芋
子，就是你们今后会生的子女数！”他们夫妻醒来，

互说梦中的情景，都半信半疑，想想“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就起床到门前的芋子地里，走到中
间闭上眼睛念了一番“月光娘娘保佑”的颂语，就
随手拔起一棵芋子，一数下面，芋头旁边有 5个小
芋。哦，这就是天意预示他们今生会有 5个儿女。
两夫妻喜出望外，马上向天跪下叩拜，感谢月光娘
娘给他们送子来。
以后“拔芋卜子”就形成了一个风俗在闽北
光泽当地流传开来。昔朝日每到中秋夜，就会看
到年轻的夫妻到地里，点着香火，对着月光，祈祷
着人生美好，然后闭眼拔棵芋子回来点数，成为
中秋夜一种乐趣和美好祝愿。

闽北有“大儒世泽”朱子，为理学之集
大成者。理学名邦，莘莘学子，传承弘扬朱
子文化，乃时代所求，责任所在。
——题记

明
理
崇
德

戊戌年春，考取南平一中实验班，距开
学尚有三月，此时于吾而言，青春飞扬，精
力充沛，提升无抓手。一日，母亲喟然语
曰：
“ 沐浴于圣贤朱子的光芒下，理当秉承
朱子故里遗风；传承弘扬朱子文化，应有担
当；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在传承弘扬朱
子文化事业上有所作为”。由是，吾家三口
遂成研究会朱子文化之志愿者。
朱子，名熹，字元晦，于古闽北琴书五
—
十载，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集理学之
朱
大成，乃继孔子之后又一文化高峰。朱子
子
理学续绝传之学，立万事之规，其著浩瀚，
书六百余卷，二千余万字，
《四书章句集注》
敬
乃理学集大成之标志，
《家礼》
《仪礼经传通
师
解》乃社会风尚之规范，辗转八百年，名播
礼
海内外。
入会当日，林文志会长赠一画册——
感
《明理崇德、尊师尚学》——南平朱子敬师
悟
礼活动手册，示以详读。当晚熟记朱子敬
师礼四环节：致鞠躬礼，缅怀中华先贤；呈
敬师帖,
表达尊师心声；行释菜礼,
传承文化
遗产；诵经典文,
弘扬尚学之道。阅《敬师
帖》
《白鹿洞书院揭示》，感其文精妙，急欲
探其究竟，会长指引查阅《朱子大全》等文
献，典籍记载：
拜师礼、谢师礼为通礼。
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也为中
华文明之标志。公元前 16世纪，殷商甲骨
文现“礼”字，写作“豐”。
《说文解字》：
“豐，
行 礼 之 也 。”字 下 部 为 豆 ，为 古 时 一 种
“柄”，为器皿。上部为两串玉。玉置于“豆”里，陈于灵前，以表敬意感
恩。每日依礼行事，矜持内心德操。孔子云：
“ 不学礼，无以立。”圣人
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自别于禽兽。人有礼则安,
无礼则危。道
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
异同、明是非也。礼之本质，是
“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师”
。礼
主敬，敬为礼之纲。古语曰：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皆因重道也。
当今天下欲重道，
从尊师始。古人云：
“三教圣人，莫不有师；
千古帝王，
莫不有师。”
“不敬三师,
是为忘恩，何能成道？”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学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恤民,
教
学为先。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故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
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大学之道也。依古时成材标准，
朱子转引《礼书》
曰：
“乡简不率教者，至于四不变然后屏之，小乐正简国子之不帅教，止
于二不变则屏之者。(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
，根据朱子制礼精神，南平
市朱子文化研究会整理、编修；规范、推行朱子敬师礼仪式。
朱子建书院、尊圣人、崇道德，树尊师重教光辉典范。尊师不分古
今；师道既尊，
学风自重，九月十日乃法定教师节。九月九日九时许，
南
平一中 2018年朱子敬师礼活动，如期举行，一中学子，列队齐整，虔诚
致礼；恩师端坐，呈敬师帖。生齐诵：

—

□

人们只要一提起北宋时期闽北浦城名人杨亿 表》云：
“ 蒙恩特授左司马谏制诰，仍面赐金紫幻，
（974—1020
），总是不忘他是“西昆体”的开创者， 感恩皇帝……”可见杨亿的才干深得宋真宗的信
其诗词飘逸清新、朴实无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任和重用。
人们也不曾忘记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少年得
景德元年（1004
）杨亿 31岁，由于为官清廉，以
志、才华横溢、出口成章。他亲手编撰的史书、文 圣俸禄不够一家三十余口生活开支。2月，上疏皇
集数量之多、内容之广，给中国文史宝库增彩添 帝《求解职领郡表》称曰:
“臣扶持慈亲，提携挈贱
色。杨亿不仅仅在诗词文学上造诣颇深，堪称文 累，族窝辇毂，三十余口有余。离去乡官，四千里
学巨匠；而且在从政之路上，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 而远。只请本官之俸给，别无负郭之生涯。衣食
一面。
户厅资，尽出于是，乃至庭闱之旨甘或阙，晨夕之
史载杨亿 7岁能文，十岁能赋诗。雍熙元年 链 粥屡空”。为此，杨亿再次上疏《再乞解职表》称
“ 凡白经费，只仰俸缗。至若管库之微亦有走
（984
）杨亿 11岁，宋太宗诏令其赴京，当殿面试杨 曰：
亿，杨亿即兴赋诗《喜朝京阙》：
“
卒以执御。幸从大夫之后，不可徒步而趋朝。又
须分钱以僦奴，市刍栗而饲马。用度非一，悉数难
岧峣
”宋太宗甚为赏异，为其年少奇才惊 周，并出于本官俸钱二十五贯中，更无他给。供甘
叹。于是，又授权宰相面试，叹其为神童。两次考 之养多阙，量入之费屡殚。”杨亿第二份奉疏未送
皇帝又下令任命杨亿为知通政银台司兼门下封
试均受到皇帝的赞赏和宰相的青睐，宋太宗特颁 上,
诏授予杨亿秘书省正字官职，并“特赐袍笏”，杨亿 驳事，让他掌管朝廷财政。杨亿只好暂时放下辞
既年少，又未经科考而被皇帝直接授予官职，实属 官的念头。
是年十一月，契丹大举南犯，杨亿随宋真宗御
罕见！
淳化三年（992
）杨亿 19岁，到京都向皇上呈献 驾亲征，坐镇澶州。十二月宋辽议和，订立“澶渊
所著的文章 30篇，被朝廷任命为太常寺奉礼郎，宗 之盟”。宋军在寇准统帅下大败辽军。宋真宗班
师回朝时，特留下杨亿监军，寇相和杨亿城上饮酒
太宗还特许他可到皇家秘阁读书。
淳化五年（994
）杨亿 21岁。是年三月，又逢皇 欢歌，沉着迎敌，吓退辽兵，留下千古佳话。
宫宴会，太宗问：为何不见杨亿？宰相回复说：官
景德二年（1005
）杨亿 32岁。九月，皇上命刑
员未有贴职的不能参宴。于是宋太宗立即追命杨 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和右司谏知制诰杨亿负
亿为直集贤院学士，
从而获得赴宴的机会。
责编撰《历代君臣事迹》，杨亿实为主笔。历经九
至道二年（996
）杨亿 23岁，升著作郎。在皇太 年，书编成后，
更名为《册府元龟》。
景德三年（1006
）杨亿 33岁，被朝廷任命为翰
子赵恒兼任开封府尹时，该府的各种重要文书，均
由杨亿起草。
林学士。次年，撰成《武夷新集》二十卷。抒发了
至道三年（997
）杨亿 24岁，宋太宗病逝，皇太 自己居朝堂之高不忘山林之士，
维桑之情怀。
子赵恒即继皇位，
下令杨亿参与编撰《太宗实录》。
大中祥元年（1008
）杨亿 35岁，被朝廷任命为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
）杨亿 25岁，完成了《太 兵部员外郎，户部郎中。显示他不仅能领兵打战，
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全书 80卷，杨亿独自起草了 而且也具有人才配置管理之才。这年他的杰作
56卷。于是被越级提拔任命为门下省左正言职 《西昆酬唱集》编撰成册。这是他与著名文人钱惟
务。
演、刘筠等友人在编撰《册府元龟》闲暇之时的唱
随后，杨亿上书宋真宗曰：
“臣母久违故土，深 和之作，集中收录五、七言律诗 248首，杨亿独作
远于乡闾，……恳子江浙封部，择僻小方州，假以 75首。
使符，遂其私便，慰臣日怀归之念”。同年九月，朝
大中祥符二年（1009
）杨亿 36岁。这年他屡遭
廷任命杨亿出任邻近浦城的浙南处州（今浙江丽 朝廷奸臣诋毁、挑拨、精神备受打击。他与钱惟
水），杨 亿 12月 到 任 处 州 后 ，上《知 处 州 谢 到 任 演、刘筠合编的《西昆酬唱集》，也遭御史中丞王嗣
表》。在处州任职多有业绩，从郡撰写的《处州丽 宗的无端毁言：
“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
水县厅壁记》
《处州龙泉县金沙塔院记》
《处州郡斋 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
（即《西昆酬唱集》）诗，述
凝霜阁记》
《论龙泉县三处酒坊乞减额状》
《奏乞改 前代掖庭事，事涉浮糜”。幸得宋真宗理解，并严
白龙县依旧为松阳县状》等公文中，不难看出杨亿 辞反驳曰：
“ 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
对他所管辖的丽水县、龙泉县、白龙县的治理提出 宕。”甚至为此下诏鼓励学者，
“ 西昆体”才得以发
了许多很好的真知灼见。
扬光大。
咸平四年（1001
）杨亿 28岁，宋真宗又将其从
杨亿素薄权臣王钦若的为人，俩人一向政见
处州调回京，授“拜左司谏，知制诰，赐金紫”，并命 不合。王钦若妄称杨亿等人作此诗寓寄讥讽，因
其主持国史馆事务。杨亿感恩皇帝上《谢知制诰 此宋真宗偏信了，下诏给杨亿等人予以警告。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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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后生，归学师门，幸遇明师，学生虔诚。
修德正道，钻研苦读，增长知识，锻炼意志。
家国情怀，建功立业，回报社会，弘道济民。
师生同心，体恤关怀，情如父子，宜似手足。
谨书此帖，礼呈老师，表达敬意，以示庄严。

行至释菜礼，豪情顿生，暑期曾阅研释菜六礼之义：释菜六礼含礼
敬师尊之心意。
“释”
意为舍；
“菜”即果蔬菜囊：芹菜寓勤奋好学；莲子寓
苦心教育；
红豆寓鸿运高照；枣子寓早日高中；桂圆寓功德圆满；肉干寓
后生成才，
教有成果。
环节四有一仪式：诵读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典籍记之：淳熙六年(
1179)
，朱子知南康军,
重建白鹿洞书院,
订立
《白鹿洞书院揭示》。淳祐元年(
1241)
，宋帝理宗视察大学，御书《白鹿
洞书院教条》赐于诸生，其后摹写、刻石、立碑，遍及全境书院及地方官
学，
《白鹿洞书院揭示》遂成华夏书院教育制度之典范，天下共遵之学
规，影响广泛深远。
吾虽立于礼台之下，然见礼生托盘鞠躬呈释菜六礼，师接礼致意，
仿若亲呈礼于恩师之手。感怀：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敬吾师，才能悟其
学。古有游酢、杨时程门立雪，今有尊师重教乃华夏文明之源头活水。
《家礼》出于朱子，而升为中华之礼，规范言行，纯化心灵。今日之
闽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朱子家礼之敬师礼已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年年岁岁，万名学子践行朱子敬师礼，外执于行，内化
于心，见贤思齐，明理崇德，尊师尚学，蔚然成风。
感悟：行朱子敬师礼，弘重教美德，承传统文化，构和谐校园，促人
才培养。

先学一步直面问题 学深一点真抓实改

以来，我市大力实施“武夷品牌”
建设工程，从
优质产品入手，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检验检
测、统一营销运作，着力构建价值清晰、形象
行新增授信规模 6.
1亿元、实际放贷 4.
6亿元。 小康。
统一、品质可靠、政府背书的
“武夷山水”区域
我市还发扬廖俊波同志克难攻坚的斗争
“我跟‘银行’签订了 9亩山林的托管协 公用品牌，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质量品牌
精神，迎难而上、动真碰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 议，每个月能领到收益 310元，还能从山林的 优势，让好山好水产出的好产品卖出了好价
畜禽养殖污染、南平市中心城区“脏乱差”
、违 经济效益里分红。”
第一个拿到
“森林存折”的 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认为，南平作为一
规违法开垦茶山、武夷山竹筏工罢工、延平库 顺昌县水南村村民夏六华说。南平在全国首 个地级市系统谋划武夷品牌建设工程在全国
区乡镇用电秩序整治等问题。同时，持续推 创“生态银行”
概念，
为生态资源富集、相对欠 是个创举。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深化推进“放管 发达地区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
“点绿成金”之
“南平‘水美城市’建设立意新、站位高、
服”改革、深入开展扫黑除恶、扎实抓好 8个 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激励下，我市 机制活、成效好，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
专项整治和 7个方面难题积案化解工作…… “生态银行”建设从理论设想逐渐变为现实。 践。”这是院士、专家对南平立足水资源丰富
一件件、一桩桩为民实事体现着我市边学边 武夷山市五夫镇，全类型资源开发试点工作 的独特优势，谋划实施 12个总投资 300亿元
改、立行立改的决心。
正稳步推进，策划实施的万亩荷塘、葡萄园、 的“水美城市”项目，建设“全域水美”，发展
朱子文化园、紫阳楼等一批示范项目进一步 “水美经济”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干部群众和
释放了资源优势。紧接着，建阳“建盏生态银 各方面的点赞。建阳区按照“山、水、园、城”
把建盏文创产业区、花海旅游区与考
今年入汛以来，我市遭遇多场强降水袭 行”、延平“古厝生态银行”、建瓯“竹生态银 的理念，
、邵武“农业生态银行”
、光泽“山水生态银 亭公园区、城市居住区有机融合，拉开了城区
击。面对严峻考验，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行”
干部按照市委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行”等试点资源门类，全方位提升生态资源、 框架，撬动了城市经营。延平区“水美城市”
“三江六岸”
项目建设后，
题教育学在先、做在前的要求，不惧危险、冲 生态产品价值。自然资源部认为南平探索生 从“居”突破，自开展
锋在前，
在抗击洪灾、恢复生产一线践行共产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全国想在先、做在先， 恒大、象屿、正荣等大型房地产商纷纷入驻，
拓展了城市框架，为居民提供了优质生活空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洪灾过后，全市基层党 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共谱合作新篇，共享武夷山水。7月 17 间……南平各地通过岸上岸下共同治理、共
组织动员广大党员群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
日，我市与北京市东城区缔结友好区市签约 同建设、共同提升，让水与城市相互交融、相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重建家园。
不忘初心为人民，牢记使命谋发展。市 仪式暨“武夷山水”品牌宣介活动在京举行， 互依托、相互支撑，真正做到水美城美生态
委、市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旨在深化南平与东城的交流合作，促进区域 美，实现“山、水、城、业、人”一体发展。国家
“水美城市”建
打响“武夷山水”品牌。其间，还举 水利部正以南平为样板，编制《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协同发展，
为全国推广制定标准。
山”的理念，大力发展与生态资源相得益彰的 行了“武夷山水”品牌产品展示品鉴活动，展 设规划导则》，
随着主题教育的正式开展，全市党员干
“ 旅”
“ 文”
“ 竹”
“ 养”为主线进行布
七大绿色产业，创新推进
“武夷品牌”
“生态银 馆以“茶”
行”
“水美经济”建设，深化“四比六促”
“项目 馆，10个县（市、区）和特色主题馆集中展示 部必将在思想的再洗礼、初心的再觉醒、使命
提升年”
活动，
扎实做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绿色产业特色产品，让与会人员现场品鉴和 的再升华中，迸发出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南平
相协调相促进的文章，加快老区苏区脱贫奔 感受闽北的绿色、安全、优质生态产品。去年 的磅礴力量。

边学边做 推动发展

闽北日报（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