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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贤
成语“任人唯贤”，即任用人只选择德才兼

备的人。典故出于《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
贤才，左右惟其人。”

《史记》记载，商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
商汤逝世后，因为太子太丁未能即位而早亡，
太丁的弟弟外丙被立为帝。外丙即位刚刚三
年，也得病逝世，商朝就立外丙的弟弟中壬为
帝。中壬即位四年，也逝世了，由宰相伊尹作
主，拥立太丁之子太甲为帝。太甲是成汤（商
汤）的嫡长孙，即位时年幼，伊尹为谏训太甲，
作了《伊训》《肆命》《徂后》，希望太甲能继承商
汤的法度，把天下治理好。太甲初时还好，而
临政三年后却变得昏乱暴虐，违背了商汤王的
法度，败坏了德业，对伊尹的话不但不听了，而
且对伊尹有所不恭。伊尹从商朝大业出发，觉
得太甲这样很危险，为了让他悔过，把他放逐
到商汤的墓地去反省，自己代太甲执政。三年
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把他迎回都城——亳
（商丘），便把政权归还给太甲，将要告老回到
他的私邑，担心太甲再变，于是陈述纯一之德，
告诫太甲。

据《尚书·咸有一德》记载，伊尹说：“唉！

上天难信，天命无常。经常修德，可以保持君
位；修德不能经常，九州因此就会失掉。夏桀
不能经常修德，怠慢神明，虐待人民；皇天不
安，观察万方，开导佑助天命的人，眷念寻求纯
德的君，使他作为百神之主。只有伊尹自身和
成汤都有纯一之德，能合天心，接受上天的明
教，因此拥有九州的民众，于是革除了夏王的
虐政。这不是上天偏爱我们商家，而是上天佑
助纯德的人；不是商家求请于民，而是人民归
向纯德的人。德纯一，行动起来无不吉利；德
不纯一，行动起来无不凶险。吉和凶不出差
错，虽然在人，上天降灾降福，却在于德啊！现
在嗣王（指太甲）新受天命，要更新自己的品
德；始终如一而不间断，这样就能日日更新。
任命官吏当用贤才，任用左右大臣当用忠良。
大臣协助君上施行德政，协助下属治理人民；
对他们要重视，要慎重，当和谐，当专一。德没
有不变的榜样，以善为准则就是榜样；善没有

不变的准则，协合于能够纯一的人就是准则。
要使万姓都说：重要呀！君王的话。又说：纯
一呀！君王的心。这样，就能安享先王的福
禄，长久安定众民的生活。啊呀！供奉七世祖
先的宗庙，可以看到功德；万夫的首长，可以看
到行政才能。君主没有人民就无人任用，人民
没有君主就无处尽力。不可自大而小视人，小
视人就不能尽人的力量。平民百姓如果不得
各尽其力，人君就没有人帮助建立功勋。”

《尚书·咸有一德》原文为：“伊尹既复政厥
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
（信），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
有（九州）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
天弗保，监于万民，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
神主（百神之主）。惟尹躬暨汤咸（都）有一德，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
正（爰，于是。正，通政）。非天私我有商，惟天
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

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
僭（差错），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
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左右，指大臣。惟其人，
指忠良的人。）。臣为上为德（大臣辅助君上施
行德政），为下为民（帮助下属治理人民）；其难
其慎，惟和惟一（惟，当。和，可否相济。一，终
始如一）。德无常师，主善（以善为准则）为师；
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协，合。克，能。一、纯
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
王心。克绥先王之禄（绥：安。禄：福禄），永厎
（安定）烝民之生（众民的生活）。 呜呼！七世
之庙（天子的宗庙供奉七代祖先，见到七世的
宗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功德），可以观德；万
夫之长，可以观政（能使其整齐，可以观知其善
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处尽力）。
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庶民百姓）不获自尽
（自己尽其心意），民主罔与（帮助）成厥功。”

后来，文中的“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
便被简化为成语“任人惟贤”。惟同唯。

例句：“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
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
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634）

大家之言

我眼中的商丘“睢阳、济阳、柳孜”

冯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国家有贡献专
家、韬奋奖获得者，曾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生产力学科学院院士、中国企业家联
合会及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现为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著有《“一带一
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一带一路”：全球经济的互补与跃升》《丝路大视野》《经济
随笔》《冯并杂文集》《冯并评论集》等。

《睢阳、济阳、柳孜》一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最新著作《运河城镇笔记》一书。

■冯并

永城是一个古运老县城，唐宋时代县治
在酂阳镇，那里的运河水也像夏邑济阳镇的
一样，穿过了老街。北宋时期的日本僧人成
寻来华后，曾经写有的那一本《参天台五台山
记》日记，其中就有他从明州登岸，一路迤逦，
循通济渠北上，经过酂阳的记载。虽然着墨
不多，但也讲到了酂阳的运河桥。在北宋时
代，苏轼到江南赴任，曾经八过商丘，他对酂
阳应当也不陌生。宋代的大书法家蔡襄也曾
经过酂阳，并在乡间行走，作有悯农诗作《酂
阳行》。篇幅较长，类如古风和乐府：“春秋书
大水，灾患古所评；去年积行潦，田亩鱼蛙生；
今岁谷翔贵，鼎饪无以烹；继亦掇原野，漕莱
不得萌；剥伐及桑枣，折发连帘甕；谁家有仓
箘，指此为兼并”，“荒村但寂寥，晚日多哭声；
哭哀声不续，饥病焉能哭；止哭复吞声，清血
暗双目；陇上麦欲黄，寄命在一熟；麦熟有几
何，人稀麦应足；纵得新麦尝，悲哉旧亲属；我
歌酂阳行，诗成宁忍读”。蔡襄是知杭州时路
过酂阳的，彼时酂阳先涝后旱，民不聊生，有感
而发。诗里没有提到运河的事，但在那个时
代和环境中，纵有运河，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基
本生计问题。

淮北古称相州，与永城也不过30公里路，
淮北同永城一样，也是一个重要的煤炭工业
城市。运河在淮北流过，也是穿城而过，周边
有相山，那里现在有运河湿地公园。近年来，
淮北的运河考古，也出现了突破性进展，主要
是在柳孜古集的运河故道南侧，发现了8只唐
代沉船和宋代的砌石码头，以及20多个窑口
的古瓷器和大量的唐三彩。还有唐代的开元
通宝。出土瓷器涵盖了磁州窑、定州窑、耀州
窑、均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越窑、长沙窑、建
窑等几乎所有隋唐民窑产品，可见柳孜运河
港市场覆盖面之广。这是1999年的全国考古
十大新发现之一，也是中国运河考古的重大
成果。2012年第二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运河
虹桥桥墩遗迹，以及历史的清淤工程迹象。
从宋代运河的砌石码头两侧有夯土护坡，和
从码头的形制以及出土的文物特点去看，柳
孜码头极有可能是一个货运转用的重要码
头。与此同时，有考古人对隋唐运河东段流
向，也有新的解释，即在人们平常的认知里，
通济渠在这里是由北向东南流的，但运河的
轨迹显示，古运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拐到了
北面的徐萧地区。但细细想来，古运河原本
就是因山势河势盘曲开凿的，这里又是通济
渠主河道的一个岔口地带，东北方是汴河与

泗水交汇的徐州，东南方则是宿州，运河不去
徐州，汴泗不会合流，运河不去宿州，也不能
完美地完成运河通淮的使命。如果是这样，
柳孜古镇的砌石码头，就不仅仅是货运与客
运的问题了，它更可能是极为重要的货物分
流中转的一个大码头。唐代沉船的大量出
现，也显示了，这里曾经是一个较大的船舶停
靠港，一些船在某次灾难的叠加中被打翻在
运河湾中。

柳孜古集在安徽濉溪百善镇，是东魏白
掸县旧地，古称“柳江口”或“柳孜镇”，是隋唐
通济渠必经之地，北宋末黄河李固渡决口，这
里也被泥沙淹没，逐渐开始败落下来。2001
年，淮北市以柳孜运河出土文物为主，建设了
安徽的首座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其中有
长23米的3号唐代沉船原物。还有隋炀帝龙
船复制模型。

对于通济渠来讲，濉河无疑是十分重要
的，它发源于芒砀山黄河故道之南的桐柏山
大白顶（大复峰），流经河南安徽入洪泽，上游
河道长约380公里，全长近千公里。沿途经过
凤台的峡山、怀远的荆山和玉河的浮山，也形
成了一组“淮河三峡”，碧空倒影，风光旖旎。
与其大体平行流动的，还有洪河、颍水、涡河
西肥河和北肥河。清咸丰年间，兰考铜瓦厢
黄河决口，也曾占据过濉河的部分河道。1968
年后截流后，出现一条新濉河，起点转为宿州
张树闸，长140公里。其上游成为萧宿新河的
河道。柳孜古集离淮北市区西去20多公里，
现在有一个颇为漂亮的运河文化园。运河留
下的河湖很清湛，岸边的欧式建筑倒影在水
光里晃动，几只黑天鹅在水中游弋，较远的地
方还有大片的熏衣草，尽管少了点中国古运
河小镇的味道，还是值得一游的。柳孜考古
揭示面积还不是很大，已经发掘出包括船舶
和货品的大量埋藏，后续还会有更为精彩的
发现。

柳孜镇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少时居住
的地方（一说嵇康故里在绍兴上虞的罗村西，
大约这里有祖籍和年少时居住地的区别）。
柳孜镇与商丘睢阳、永城酂阳镇以及夏邑济
阳镇，形成了一张略似横向菱形的古人工运
河水网点，再加上基本上由西向东平行流动
的包河、浍河、沱河和濉河，古运河的连接，就
在几条河流之间。这一个菱形的运河图像，
对于隋唐运河的复原和复兴异常重要，因为
它的下一站就是已经初步恢复了的宿州新汴
河。（未完待续）

六月的江南，梅雨的季节还没
有来到，烟花三月已经过去，花仙子
们登场亮相后，褪下了绫罗绸缎，藏
在季节深处。阳光也并不明媚，偶
见小桥流水，衬托着散落在山水草
木之间的粉墙黛瓦，就像遗落在巷
弄阡陌的珠宝。不远处高楼林立，
似欲把旧居淹没。无法联想到“千
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
灵秀之境。

丰盈的河湖永远是南方的天然
资源。河与街相邻，水与路并行，不
远处有池塘，几步之内便是沟渠。
水田里，绿莹莹的秧苗整齐有序，给
江南添了一抹绿色。在接近市内的
路旁，只有夹竹桃时断时续地簇拥
在一起。南方人引以为傲的“小园
花乱飞”情景，在这里无法看到。而
北方的这个时节，四季树木葳蕤，草
木繁茂，鲜花盛开，夹竹桃正波涛汹
涌点缀着每条公路。奇花异草，名
贵树木，在北方的公园，街道都能看
到。装饰着北方风景的还有月季及
各样花草，它们从初春，一直开到第
一场大雪来临还不肯罢休。

也许江南之美，不能单从风物
外观上看，西湖凝聚了江南的大
美。几千年来，在这山水之间散落
着才子佳人的故事，隔着千年的时
空，依然能听见那些诗词歌赋吟诵
声，流传着不绝的史事佳话。

若不是看到“花港观鱼”之御
笔，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曲院风荷”，
单凭这烟波荡漾的湖水，无法相信
这就是魂牵梦萦的西湖。在并不明
媚的阳光下，天空中没有空濛烟雨，
湖面上没有头戴草笠的梅逸泛舟，
断桥上也没有白娘子与许仙相会。

在游船上，我们只看到远处起
伏的山体，雷峰塔，双峰，由远及近，
由淡而浓。走得最近的是三潭印
月。从游船上看去，淤泥堆筑的岛
屿上亭台楼阁，湖石曲桥，草木绿
荫，园林小径，称之为小瀛洲也算妥
当。三座瓶形小石塔，临湖而立。
据说中秋月夜，在塔里点上灯烛，洞
口蒙上薄纸，一轮轮明月倒影湖中，
那样“一湖金水欲溶秋”的妙景我们
只能想象。

游船穿行在一脉湖水中，阳光
下波光粼粼，空气温润，湖风拂面。
远处山脉连绵起伏，如诗如画。西
湖这片山水美景，历来是王公贵族、
才子佳人的梦想寄托之地，珍藏着
他们生前的孤傲与身后的功名，如
今纵有盖世才华和忧愤，也湮灭于
世，只有眼前的景点供我们游玩。
如果三潭印月是游船经过的一个景
点，其他的景色只能在想象和回味
之中了。

隐居孤山 20 年的北宋林逋，通
晓经史百家不仕不娶，植梅养鹤，人
称“梅妻鹤子”。只与高僧诗友相往
来，作诗随就随弃，但他的那句“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还
是留了下来，醉倒了不知多少追随
者。好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对
生活的压力已经适应，没有人效仿
他的梅妻鹤子，以逃避现实的方式
来寻求安稳。

西湖还有另一具可爱的生灵，
人们甘愿把有限西湖十景中的断
桥、雷峰塔、湖水，毫不吝啬地赠予
她。虽是民间传说，这个妇孺皆知
的故事，远远越过了声名远扬的高
人。而这位可爱的生灵白娘子，没
让西湖逊色，反而增添了一抹神话
般的光环。因为她是妖，是千年修
炼的仙，盗仙草、水漫金山和一系列
与妖与仙近乎残烈的争斗，仅仅想
成为一个平凡的女人，过平凡人的
生活，所以人们记住了她，喜欢她。

西湖的山水灵秀接纳了“秋风
秋雨愁煞人”“壮怀激烈”的忠臣志
士，接纳了在这美丽的西湖旁安息
以示敬仰。西湖最不缺的就是诗情
画意，诗妓苏小小并非是一个例外，
西冷桥畔“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
人可铸金”是后人对诗与美的尊重
与审美，与其说苏小小用青春创造
了属于她自己的美，不如说她给这
个社会增添了一丝人情味。而有时
候，美是经不住长时间审视的，如果
一个诗妓给后人留下的是纯粹的
美，那她留给后人的进取导向又是
什么呢？现代文人给美添加了许多
品质，崇高与勇敢、柔美与情爱，其
实真正的美并不能长时间地使人得
到满足，美是玉无瑕，而越是完美的
东西，都是短暂的。就像六月的西
湖，没有花团锦绣，却成就了多少诗
人，就会有多长的历史。

循着诗人的足迹漫步苏堤，没
有诗中的斜风细雨，也没有燕子双
飞。柳枝拂波，不疏也不密的柳树
上，知了高歌，浓荫匝地，偶有黄莺
鸣叫一声从眼前飞过，南屏晚钟隐
约传来。柳风拂面，夹杂着湖水的
气息。双峰塔与雷峰塔伫立在山
上，遗世独立，你来或不来它们都
在。想象当年那个时代的精英苏东
坡也是这般悠然从容地从河堤走过，
连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也沾上一身
诗意，体验了一回诗人把文学与职守
演变成了造福一方的长堤的感受。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
时同。”西湖的美有它的历史，它的
传说，它的厚重文化。青山隐隐，风
景依旧，任外面的世界再多变幻，湖
水永远清澈丰盈。

■度金凯

毕竟西湖六月中

闲情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