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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股情方励 偷光思益深

隋代开科取士，使士人有了公平入仕
的机会，是社会的进步。唐代对科举进一
步完善，使大唐的才子们有了入仕为官的
终极目标。唐代科举考试基本每年一次，
但登第门槛很高，录取名额远非明清时期
的数百名。资料显示唐开科264次，金榜
题名者不足 7000 人，平均每次录取 26
名。或因诗文取仕出现“高分低能”的现
象，唐开元年间始设“博学鸿词”科，考中此
科的才能授以高官。

唐代汝州孟氏因家族出了多位进士，
已为汝州望门。孟简出身孟家自然从小就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举入仕更是“耳濡目
染”的家教首选。孟简从小立有远大志向，
作有五言古诗《惜分阴》来勉励自己：

业广因功苦，拳拳志士心。
九流难酌挹，四海易消沈。
对景嗟移晷，窥园讵改阴。
三冬劳聚学，驷景重兼金。
刺股情方励，偷光思益深。
再中如可冀，终嗣绝编音。
五言古诗，是汉、魏时期形成的一种新

诗体。除了每句五个字的固定句式，没有
一定的格律，不限长短，不讲平仄，用韵也
相当自由。唐代的才子们没有因袭模拟，
使唐体呈现出自己的面貌。

孟简这首一韵到底的自勉诗，在众多惜
时诗词中因语言不那么通俗易懂，自然鲜为
人知。细读这12句话，可以说每句均可以
引为惜时奋发学习的经典，独创出的“惜分
阴”“窥园”“驷景”等词组被注明出自此诗。

孟简没有辜负家族的重托，约在贞元
七年（791）一举成名。这一科有元和十三
年拜门下侍郎的皇甫镈，官至中书侍郎同
平章事令狐楚，被授朝议郎、飞骑尉，任御
史中丞的江苏武进人萧俛，三人组成了宰
相班子，走到一人之下万之上的人生高
地。孟简更是幸运，继续参加“博学鸿词”
科考试，榜上有名，成为朝廷高官备选。

孟简用实际行动为他的《惜分阴》做出
了响亮的回声。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孟
简的侄儿孟郊考中进士后所作的《登科
后》，其知名度不亚于《游子吟》，还收获了
一个“春风得意”的成语。但诗评家对他这
首毫不掩饰狂喜之情的诗多有批评。《唐才
子传》的作者辛文房据此诗说孟郊“气度窘
促，卒沦为薄宦，诗谶信有之矣”，讥讽孟郊
不大气，中个科举就高兴得失态了，后来在

仕途上没出息，在这首诗里已经注定了。
“春风得意”对孟简再合适不过了。孟

简连中两科，在中唐属凤毛麟角，直接入朝
为官。他入仕历经四朝，虽有小的波折，也
算顺风顺水。

孟简逝于823年，生年不详。从孟郊
赠孟简诗知，孟简是孟郊的从叔，在叔兄弟
中排行十六。二人年龄相仿，曾一起读书，
同时参加进士考试，孟简考中了，孟郊落
第，曾作《贫女诗寄从叔先辈简》，表达内心
失落的心情。因此浙江孟子邹先生推测孟
简应生于751年前后，终年70多岁。

博学鸿词，又称贤良方正和直言极
谏。孟简中“鸿词”科后按惯例应任拾遗
官，“拾遗”就是咨询建议官员，字面意思是
捡起皇帝的遗漏比如政策失误，相当于现
代中央纪检监察机构兼秘书机构的低级官
员。也就是说他一入仕就是德宗皇帝身边
工作的官员。这时孟简的父亲不幸去世，
只好归家丁父忧。

贞元九年（793），孟简以右拾遗身份出
任浙东观察使皇甫政的从事。皇甫政注重
体恤民患，修治水利，他主持将玉山斗门改
建为玉山闸后，使这一工程长期以来成为
山会平原灌区赖以蓄泄的枢纽。孟简从其
事得益匪浅。贞元十三年皇甫政任满后改
任太子宾客，孟简随皇甫政入朝任职，累官
至仓部员外郎，掌全国军储、租税、禄粮、仓
廪之事。二十一年，转吏部员外郎，管考功
考绩，主持考试等事。为从六品上。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驾
崩。当了25年太子的李诵三日后即位，是
为顺宗。李诵素有大志，且“性宽仁有断”，
对肃宗朝以来形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
及其弊政颇为不满。继位后任用宰相韦执
宣及翰林学士王叔文、王坯，超拜出身寒门
柳宗元、刘禹锡、孟简等人组成理想丰满欲
一扫宫廷污浊为一空的改革班子，采取了
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有利民生的措施，史称

“永贞革新”。孟简尚义节，对改革提出了
不同意见，引起王叔文的不满，宰相韦执宣
只好将孟简调到别的部门。

改革动摇了宦官的权力，他们发动政
变另立新君。八月，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
位，是为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史称“永
贞内禅”。顺宗改革以失败告终。

宪宗继位后，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势力
重又掌权。王叔文等人尽遭贬逐，孟简不
仅因祸免灾，还因政绩优异官职得以不断
升迁。元和二年（807），孟简升为吏部司封
司长官司封郎中，掌封爵、命妇、朝会及赐
予等事，正五品。

元和四年超拜谏议大夫，知匦事，正四
品。他的祖爷孟诜的最高官职是礼部侍
郎，正四品。这年，翰林学士白居易改任左
拾遗，从八品。

元和五年，宪宗命孟简担任《大乘本生
心地观经》润文，在长安醴泉佛寺翻译佛
经。受到皇帝嘉奖。

这年皇帝郭元妃的母亲、德宗的亲妹
妹升平公主去世，孟简奉召为其撰写《唐故
虢国大长昭懿公主墓志铭并序》墓志。墓
志孟简落款的官衔是“朝议郎守谏议大夫
上柱国赐绯鱼袋”。墓志说明孟简曾是个
领兵打仗的战斗英雄。或因他在平定叛乱
中立有战功。

元和六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反叛，宪
宗命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带兵进讨。
孟简以为不当，“抗疏”“固争”，结果以“语
讦”“悻切”罪被贬出京，出为常州（今江苏
常州）刺史。唐代常州为望州，刺史级别在
正四品以上，看来宪宗皇帝没有亏待他。
后来的事实证明，孟简的建议是正确的。
后来宪宗更加敬重他的忠心。

元和八年，孟简因在常州治水等方面
有功，被授破格批准可以着紫袍佩金鱼袋
的奖赏。《孟简赐紫金鱼袋制》文是白居易
撰写的，收入《全唐文》中。不久征召回京，
拜给事中，伴皇帝左右，负责审议封驳诏敕
奏章。元和九年，拜浙东道观察处置使，兼
御史中丞、越州刺史。

元和十二年八月，调京任户部侍郎。
户部掌管经济，元和年间宰相之职多出自
户部。户部侍郎虽为户部副职，但升迁的
可能性很大，说明朝廷要对其重用。

元和十三年，户部尚书崔群拜中书侍

郎、同平章事，进入宰相班子。孟简代其尚
书职务。孟简仕途进入高点。

任户部尚书不久，平调出京为山南东
道节度使兼襄州（今湖北襄阳）刺史。说明
朝局有变。孟简对调出京城十万个不满
意，只好贿赂掌实权的宦官以达到重回京
城的目的。

元和十四年，贿赂事发，宪宗念其功
高，罢其节度使职务，任太子来宾，分司东
都洛阳。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去世，太子
李恒登基，是为穆宗。穆宗继位，孟简之事
再被提起，被贬为吉州司马。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这个互文句式“国学箴言”是封建
社会一个忠君爱国的官员内心的表白：不
论在哪里为官都要忧国忧民。

孟简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顺风
顺水的朝堂，因为反复对皇帝任用才能平
平的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平定王承宗反
叛，被贬至远离朝堂的常州。

因种种原因，他在多地任职。每到一地
总会做出载入史册的为国为民的大事。

元和六年，孟简被贬常州。唐代天宝
以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全国经济
重心移向东南沿海，“赋出天下，而江南居
十九”。江浙成为李唐王朝财税的重要来

源地，每年数以百万石计的漕粮需由船只
水路运往京都长安。唐朝时期，长江自镇
江以下江宽水深，风大浪高，漕粮运送风险
很大，绕道南运河至润州（今镇江）过江至
北运河北上。但由于奔牛以上河段地势高
昂，一遇枯水，航船堵塞，交通极为不便。

常州隶属江苏省，地近太湖，当时湖水
经常泛滥成灾，可有些地方地势又较高，农
田得不到灌溉，老百姓苦不堪言。孟简经过
实地考察后，决定穿凿老渎河、泰伯渎。让
长江水直达南运河边的奔牛镇。因工程浩
大需跨境作业，孟简就把情况上报朝廷。英
明的宪宗立即下诏“令孟简计会水道敕”，命
两道听从孟简安排、筹划相关事宜。

元和八年，孟简征集常州郡内及附近
的民工十五万余人，对北自长江岸边的河
庄（今孟河镇），南至奔牛（今奔牛镇）附近
万缘桥京杭大运河岸一线中间的旧河道进
行贯通拓浚。工程期间，孟简亲赴河岸监
察。河成，长四十一里，滚滚江水从此直接
注入大运河，河水灌溉了四千余顷土地，同
时漕粮船只亦可经由此入江，沿扬中大沙
洲内侧夹江西航至润州附近过江入北运
河，分流了漕运。

孟河的开通促进了太湖流域农业生产
的发展，以苏州、湖州为代表的太湖流域，
成为了全国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后人为了
纪念孟简的功绩，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
因而把新开通的河道称为“孟河”，长江口
的河庄称孟河庄，今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

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诗云：镜中看竹
树，人地总神仙。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
船。有山多抱墅，无水不连天。朝暮分南
北，风犹感昔贤。诗中描述的是浙东运河
绍兴段古纤道的美景。

2014年6月22日，经第38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
过，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绍兴段的“柯桥古纤道”的决策者就是
孟简。

元和九年九月，给事中孟简出任越州
（今绍兴）刺史，并兼职御史中丞、浙东观察
使。越州，是一个水网密布的地方，但是前
几任刺史都疏于管理，致使淤泥沉积，船只
运行极不方便。元和十年孟简经过实地考
察后，决定疏通河流，修理纤道。孟简修理
的纤道是绍兴历史上最早的纤道。工程竣
工后，绍兴的经济如日中天。之后经过数
代人的努力，纤道依然发挥着作用，如今成
绍兴“水上长虹”的壮景。1988年被国务
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尚书近日清如镜，天子官街不许行

孟简出任浙东观察使后的一天，在六
衙复核所押囚徒，其间一人献诗诉冤。诗
曰：有个将军不得名，唯教健卒喝书生。
尚书近日清如镜，天子官街不许行。说自
己“偶寻长街柳阴吟咏，忽被虞候拘缧数
日，责以罪名，敢露血诚，伏请申雪。”孟简
一听是书生，忙以宾客待之，问明情况后，
知道这个薛陟定是个没读过几天书的宦
家子弟，把诗中的经典话当成了反话。随
手批其状曰：“薛陟不知典教，岂辨贤良，
驱遣健徒，凭陵国士，殊无畏惮，辄恣威
权，翻成刺许之宾，何异吠尧之犬，然以久
施公効，尚息杖刑，退补散将，外镇收管。”
对薛陟制造的冤假错案免于杖刑，解往别
狱收押看管。

孔颙的诗收入《全唐诗》中，孟简的批
状也收入《全唐文中》，成为一段佳话。唐
代范摅的《云溪友议》也将这个故事收入
《杂嘲戏 》中。

越州是江南重要名镇，安史之乱以
后，北方的大家族陆续南迁，聚居在越、杭
一带，带来了北方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
也引发了与当地农民的矛盾。前刺史李
逊采取抑制大家族，放纵当地人的办法，
导致部分人放荡不羁。孟简到达越州任
职后，改变了李逊的做法，采取了相反的
政策。虽在短期内给当地人带来了一定
的损失，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长期看是
更加受益。

刑部尚书李逊担任浙东观察使期间，
诸暨有个任职期满的县尉包君暂住其县
境。一天，包君的妻子突然心腹发病，十分
难受，医生看后说是中了蛊毒。原来是妻
子吃了一家土豪送来的水果所致，而这家
人养蛊多年，已害死过多人。现在唯一的
办法就是马上将妻子送到土豪家去求救，
晚了就没命了。包君急忙雇船前去。土豪
已经知道消息，害怕养毒虫的事情泄露，暗
中埋伏了10多个仆人。包君下船还没说
话，就被人拽倒在地用棍乱打。20多个妇
女又把包君的妻子从船上拉出，揪着头发
往地上碰。包君的妻子本来就瘦弱多病，
并且怀有身孕，回到船上就死了。包君侥
幸留下一条性命，还没有回到家里，土豪就
坐快船赶到州府，向观察使李逊告状，说包
君倚仗从前当过县尉，带着妻子来到他的
庄园，虚构罪名，扰乱闹事，诈取钱物。李
逊听了非常生气，派人去捉拿包君。包君
刚刚到家，就被差人戴上枷锁押走了。李

逊不顾众人的反对，判决包君闹事，打十
棍。包君的妻哥在扬州听到判决结果，赶
来求见李逊，哭述妹妹冤死的惨状。李逊
大怒，认为他是来做说客，打了他20棍，赶
出州界。

淮南一带没有人不认为这个案子断得
冤枉。孟简任常州刺史，对这件事知道得
很清楚。第二年，他接替李逊担任浙东观
察使，一上任就命令逮捕土豪一家重审。
没等李逊离境，就把土豪一家10多口人处
死了。几个州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
不庆贺叫好的。

孟简虽持节 襄阳属浩然

大唐的诗人叫才子，元人辛文房撰写
的《唐才子传》就是“唐诗人传”。唐代的知
名才子大多是进士出身，王勃、宋之问、刘
禹锡、韩愈、柳宗元等。也有诸多大佬与进
士无缘，骆宾王、张若虚、李白、杜甫、孟浩
然等。考中进士的才子官职都不很高，《旧
唐书》评价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
而已。高适最终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
户，死后谥曰忠。

唐代诗人张祜《题孟处士宅》：高才何
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
然。意思是说，才干和禄位并不相干，德行
和禄位并不相干。孟简出身名门，官运亨
通，算得上是显赫人物了。但与孟浩然比
又算什么呢？一个高明的诗人，比十个高
官更能引人仰慕。

张祜是中唐河北清河人，因家世显赫
人称作张公子，有“海内名士”之誉。因没
考中进士，在令狐楚表荐下任诸侯府幕僚，
又被人排挤，隐居以终。全唐诗收录其诗
349首，以“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为
最，张祜作此诗或发泄心中的不平。

孟简没有入选《唐才子传》，其才气却
得到后人的认可。

《新唐书》称：简尤工诗，闻江、淮间。
《全唐诗》收录其诗歌7首，分别是《享

惠昭太子庙乐章》《拟古》《咏欧阳行周事》
《嘉禾合颖》《赋得亚父碎玉斗》《酬施先辈》
《惜分阴》。《全唐诗补编》收有《白乌呈瑞赋
附歌》《谒禹庙》两首。

《唐诗纪事》称孟简“尤工诗，尚节
义”。收其诗二《惜分阴》《拟古》。这两首
是计有功选出来的好诗，《拟古》写一剑客：

“剑客不夸貌，主人知此心。但营纤毫义，
肯计千万金。勇则看鸷击，愤来听虎吟。
平生贵酬德，刃敌无幽深。”贾岛的《剑客》：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二者相比，优劣自显。

他受皇命为“金枝”撰墓志。
这里的“金枝”是传唱至今的大唐戏

《打金枝》中的“金枝”，是实实在在的“金
枝”，没有戏说。唐代皇帝的女儿多没有留
下名字，只有一个封号。她是升平公主，代
宗最喜欢的女儿，14岁嫁给了尊为尚父的
郭子仪最喜爱的儿子郭暧，是代宗亲定下
的婚事。因婚后任性，不给公婆下跪，被郭
暧打了一耳光，产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故
事。代宗却像处理普通家庭矛盾一样给予
了和善化解，升平公主也由此事成为后来
公主中的模范。《打金枝》也为普通人家互
让互谅处理矛盾作出了范例，因此成为古
装大戏中的常青树。

“金枝”是德宗的皇妹，是家庭中的女
模范。送出和亲的宗女要在“金枝”的培训
教导下才能成行。顺宗朝“金枝”是皇帝敬
重的皇姑，皇姑的二女儿嫁给了顺宗的长
子，就是宪宗的第一夫人。这种亲上加亲
的关系，让“金枝”身价倍增。要命的是郭
子仪家庭人丁旺盛，加上与皇亲的关系，形
成了郭氏集团。中唐虽有宦官专权，却因

郭家集团的原因，没敢对皇权构成大的威
胁。如果不是“金枝”的原因，恐怕代替顺
宗位置的就是别的人了。也因“金枝”的原
因，宪宗只能立“金枝”的外孙子为太子，就
是接替宪宗的穆宗。

这位“金枝”盖棺论定的墓志撰写者其
身份、其文华，不是大唐才子的人能担得起
吗？

担任《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润文。《大乘
本生心地观经》是大乘修行必读佛经，简称
《心地观经》，共八卷，收在《大正藏》第三
册。内容主要是如何观心地、灭妄想，而成
佛道之事。

唐宪宗李纯《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介
绍，此经书在唐高宗时由西域僧人所献，一
直珍藏的宫中，宪宗命人翻译印制。译主
是西域罽宾三藏般若等八位大德高僧，润
文是孟简等四人。

《旧唐书·孟简传》中说：“简明于内
典。（元和）六年，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
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
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擅其理。”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经过“最擅其理”
的孟简等人的润色提升，融入了中国道家和
儒家的思想，更加中国化了。比如经中名句

“依慈父悲母长养之恩，一切男女皆安乐
也。慈父之恩，高如山王；悲母之恩，深似大
海。”会让人想到《诗经·蓼莪》中的名句“哀
哀父母，生我劳瘁。”“欲报之德。昊天罔
极。”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译本出版规格很
高，宪宗皇帝亲自写序，特意对孟简提出了
表扬。出版后百官上表庆贺。

（作者为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
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汝瓷
的前世今生》《风穴寺探秘》《汝文化简论》
等书）

汝州孟简崇尚节义 文华横溢源惜分阴
□尚自昌

他勤奋好学惜时如金，连中皇榜双科进士。他是《唐才子传》中没有名分的才
子，朋友圈中有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卢仝等众多中唐大家为其点赞；《全
唐诗》录其诗9首，《全唐文》录其文3篇；他为大唐最尊贵的升平公主写墓志。他在
朝能明辨是非敢于直言，虽屡受挫折，却取得了朝野信任而常弯道超车。他虽与
“八司马事件”中的年轻文友同朝为官，却因直言躲过了被贬的灾难而升。他是大
唐的水利专家，开通的孟河灌溉4000多顷良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他建造的大
运河纤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工程的重要节区。他嫉恶如仇，打击黑恶，留
下了载入史册的汝人故事。他叫孟简，唐代汝州人，医学家孟诜之曾孙，诗人孟郊
之从叔。

孟河镇东岳庙会

孟简画像

孟简诗《惜分阴》
（汝州市书协主席、中国书协会员贾伟书）孟简组织修建的绍兴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