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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应鳌是明朝的名臣大儒，是贵
州最有影响的易学专家、哲学家、文
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原籍直
隶南京如皋。迁黔世祖孙华，明初调
贵州龙里卫，永乐初迁清平，遂落籍
清平（今凯里炉山镇）。其父为云南
府同知。

孙应鳌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 生 之 日 ，获 赠 送 六 条 鲤
鱼，其父遂命其名为应鳌。孙应鳌
自 幼 聪 颖 好 学 ，九 岁 能 呤 诗 作 文 。
十岁起受业于塾师周慎轩门下，能

“日诵千言”，十分勤学，阅尽了家藏
图书。十六岁时，其父调任云南保
山知县，孙随父至保山，日不离书，
口不停诵。十八岁返回清平，十九
岁获贵州乡试第一，二十七岁举进
士，随即入选庶吉士，复读中秘书，
备朝廷内阁选用。二十八岁时（即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被礼
部尚书徐阶请留于史局，因遭权相
严嵩阻挠，改任户部给事中，第二年
改任刑部右给事中，三十岁出补江
西按察佥事（正四品）。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仅三十
岁的孙应鳌出任江西按察佥事，并分
巡南昌道。时江西有人称兵反明，兵
部使者误捕九江 300 人。孙应鳌知道
是冤案，替他们说清了原因，尽得获
释，幸免于难。三十四岁的孙应鳌刚
出任陕西提学副使，即建立正学书
院，并亲书《谕官师诸生檄文》，提出
了崇制、订学、论心、立志、破迷、修
行、规让、饬礼、励勤、戒速、博理、讲
治、进业、惇友、养蒙、严范的教育治
学主张，被陕西推崇为办学宗旨。四
十二年（1563），孙应鳌升任四川右参
政，次年移镇剑南。第三年，龙州（今
四川平武县）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蕃
有矛盾，薛兆乾聚众殴杀李蕃父子。
兵备佥事赵教奉旨前往查办，薛兆乾
惧而挟持参将贺麟叛变。都御史谷
中虚束手无策，问计于孙应鳌。孙应
鳌以英宗（先帝）视作比喻，说：“参将
与天子孰轻？昔英宗北狩，于肃愍数
语，国威益振，卒返英庙，今岂惜一参
将耶？”孙应鳌所引用的典故是这样
的：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丞相也先
（又译为也须）专抚国政，屡犯明境，
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1449），蒙
古又大举进攻，英宗帝信了宦官王振
的话，率师“御驾亲征”，行至土木堡
（今河北怀未县西）即遭也先伏击，明
军大败，英宗被俘。嗣后也先更进逼
北京，诸大臣都主张南逃。兵部尚书
于谦一面拥立英宗之弟朱祁玉为帝，
改年号为景泰，一面调集重兵严守京
师北京，并在城外率军抗击瓦剌军的
进攻。这无异告诉也先：明廷已另立
新帝，英宗生死，于国不足轻重。也
先终于议和，英宗获释。孙应鳌借此
事复谷中虚，意思是当时如急于营救
英宗而用兵，未必能保全英宗性命。
今如为贺麟而急于进军，贺麟也未必
保全，如改用他计破薛兆乾，贺麟未
必遇害。谷中虚用其计，委以监军，
檄王少荫进剿，大创兆乾。薛兆乾携
眷逃跑，终于被擒，贺麟亦获救。

第 二 年 ，即 嘉 靖 四 十 五 年
（1566），孙应鳌仍为四川右参政。时
东川的蔡伯贯、田纯二人率白莲教反

明，攻陷合州、定远（今四川的合川、
武胜二县）等六七城，并打出帝王名
号，震动川中的统治者。督府檄孙应
鳌领兵会击。孙应鳌佯装不应，暗待
时机。当蔡、田二人率白莲教人马远
攻蓬溪（今四川蓬溪县）时，孙应鳌率
兵乘虚出击，获胜。孙应鳌兵法运用
熟娴，深得督府赏识。

隆庆六年（1567 年），刚进不惑之
年的孙应鳌升任四川右佥都御史，抚
治郧阳。时郧阳涝旱交错发生，百姓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应鳌体察民
情，同情百姓，上疏朝廷请免光化等
县秋粮，获准。穆宗皇帝继位，望治
心切。孙应鳌及时向皇帝提出了“勤
学、励政、亲贤、远奸”等十条建议被
采纳。同时，在皇帝面前揭露了太和
宫宦官吕祥贪赃枉法等罪行，使吕祥
遭到皇帝斥逐。吕祥党羽随后便制
造流言蜚语对孙应鳌进行攻击。为
避免遭受陷害，孙应鳌被迫于隆庆三
年（1569）托病辞官回归清平故里。

孙应鳌是王阳明学派的卓越再
传弟子（徐樾为大弟子），心学研究十
分有成，学识渊博。回到清平后，众
生倾慕孙应鳌的非凡学识，纷纷前往
孙庭求学问教。孙应鳌为满足大家
的要求，遂建立学孔书院以居学徒，
建立平旦草堂以接待文人墨客，研书
论学，并著有《平旦草堂咏怀》。

万历元年（1573），神宗皇帝下诏
修史，要记载建文（朱允文）死事。明
太 祖 朱 元 璋 死 后 ，朱 允 文（1399—
1402）以皇太孙资格继位。明太祖在
位时分封诸侯为王，势力十分强大。
朱允文即位后，因部属势力强大，难
以驾驭，他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计
策，企图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
权，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
建文元年（1399），明太祖第四子燕王
朱棣起兵于北平，以讨伐齐、黄为名，
号称“靖难”。建文四年（1402），燕王
兵攻破南京，将朱允文杀死于宫中
（一说逃亡），燕王即位，是为后来的
成祖。此时承担修史的各位臣子，对
建文死及众臣因建文而被株连革除
而死之事，“人皆讳言之”而不敢书。
时孙应鳌尚在郧阳巡抚，得知此事深
感不安。他独自上疏，说：褒扬别人
的儿子必须先褒扬其父亲，那他儿子
受褒扬时于心才安；所以，褒扬别的
臣子也必须先褒扬其君王，那别的臣
子在受到褒扬时于心才安。建文年
间的诸位臣子，委身于建文，志节甚
伟，皇上深深地抚恤他们，并为之立
传，让其名垂青史，这真是深厚无比
的宠幸。但是，建文君至今未沾旷绝
之典，没有按惯例授予谥号，恐怕那
些已逝的诸位臣子灵魂有知，不会心
安理得地享受皇恩于九泉之下，请求
迅速恢复建文位号，商订追授谥法。
这样做，纯粹是一个空名，但能使朝
野舆论一齐归向朝廷，人心会更加巩
固，即“舆论悉归，人心愈固”。要为
在位仅仅四年的建文（朱允文）单独
立传，恢复位号，不能缀附于洪武年
间以混淆名实，只有这样，才能补国
家信史之缺。孙应鳌所奏，虽未全被
采纳，朱允文在明代始终无谥号，直
至清乾隆年间才追封为“惠帝”，但其
所奏留在宫中，举朝“皆目为昌言”。
时曾得到张居正等大臣的拥护，《明

史》也补记了朱允文的事迹。由此足
见孙应鳌的高尚品质。

是年，孙应鳌向神宗提出先设兵
备，后设提督军务，得到神宗批准，成
为郧阳有军制之始。继后刑部尚书
王世贞巡抚郧阳，以诗称赞孙应鳌：
阅罢不须鞭贯耳，旧将从知也姓孙。

万历三年（1575），孙应鳌四十八
岁时，升迁为户部右侍郎，不久又改
礼部，掌国子监祭酒，成为第一位在
朝廷担任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贵州
人。他全力整顿国子监，使其出现了

“严监视、勤考课”的新局面。万历四
年（1575），神宗皇帝御驾国子监，孙
应鳌进讲《尚书无逸篇》，成为贵州开
省以来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人。他
借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委婉也劝谏神
宗不要贪图享乐，要体察民间疾苦，
勤于政务，爱护百姓，以图中兴。孙
应鳌阐述精辟，入情致理，使得神宗
皇帝大悦，破例命坐、赐茶，次日又赐
大红紵罗衣料各一套，随后御书“学
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字幅，悬
挂于文华殿作鉴戒。

万历三年（1577 年），孙应鳌进
入“知天命”之年。他经历了官场的
险滩旋涡，看够了世间百态，尝尽了
人生酸甜苦辣，遂以病辞官回清平，
精心构筑学孔精舍，潜心著述。此
后，朝廷先后于万历七年（1579）、十
一年（1583）两次分别以国子监祭酒
重新起用，复起官刑部右侍郎让孙
应鳌回京城，他都借病推辞。万历
十二年（1584），朝廷又任命孙应鳌
为工部尚书，他还是疏辞不赴。明
廷三次起用，而且职位逐次提高，然
而孙应鳌却一再疏辞不就，说明了
孙应鳌对官场中尔虞我诈、鱼肉百
姓的深恶痛绝。

万历五年（1577 年），孙淮海先生
回到清平故里时，目睹家乡的残破景
象，看到家乡民不聊生及“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景，他触景伤
情，愤而提笔作了《荒城谣十二首》。
从谣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民瘼，痛恶苛
政、贪官污吏而自己为官却无奈的痛
苦心境。如：

秋日荒城隐暮笳，泰山猛虎永
州蛇；

棱棱黄叶漫空舞，绕郭茅炊只
几家。

他痛恨那些“羡财、贪求而不知
止……虽有人之身，殊无人之实”的
贪 官 污 吏 ，说 他 们“ 千 里 为 官 只 为
钱”。《十二谣》中还有：

逻警官兵意气豪，韬无弓箭鞘
无刀；

杀人白昼何须问，挂腹撑肠没
野蒿。

此谣描写了卫、所的常备兵平时
对庶民耀武扬威、骄横跋扈，却不娴
熟刀、弓，对杀人越货的盗贼和横行
乡里的恶棍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只好让百姓被拄腹挂肠于光天化日
之下的真实情景。

孙应鳌辞官还乡，并三起三辞再
不为官，本欲藉无官一身轻来闭门著
书立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可能
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所耳闻目睹的
人间悲剧使他心情十分抑郁、忧闷。
以下的诗句道出了孙应鳌积聚在心
中的无限悲情：

张翰秋风兴有余，归来感事泪
盈裾；

鲈鱼不美莼羹苦，无限穷愁难
著书。

由于孙应鳌忧国忧民，心情十分
难过，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以致在朝
廷晋升他为工部尚书（疏辞不就）的
当年秋天，他就溘然辞世，享年只有
五十七岁。他死时堂上二老都还在，
父亲八十一岁，母亲八十岁，真是白
发人送黑发人！

孙应鳌死后葬于清平城外东南
约三公里外宽阔的草坪上（原市第二
职校南侧），为一大土冢，原竖有墓碑
和华表，墓碑早毁，华表犹存。上世
纪四十年代中期，孙应鳌族裔（第二
十二代族孙）孙鸿涛重立墓碑，并作
序刻于碑阴。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贵州巡
抚郭子章，都御史宋兴祖、李时华为
孙应鳌疏请赐谥。三十年（1602），神
宗皇帝下诏赐以谥号文恭，并于同年
在清平城内建“孙文恭祠”，郭子章作
了祠记。

孙应鳌一生著述很多。清末贵
州名士莫友芝从有关书籍中查到的
书名，比其他记载全备。其中，见于

《明史》的有《淮海易谈》四卷、《律吕
分解发明》四卷、《论学会编》八卷、

《庄义要删》十卷、《学孔精舍汇稿》十
六卷；见于《理学传》和《千顷堂书目》
十卷、《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
题评》《教秦语录》《雍谕》《学孔精舍
续稿》《道林先生粹言》；见于《温纯恭
毅集》的有《教秦总叙》《归来漫兴》

《幽心瑶草》一卷、《教秦绪言》一卷、
《学孔精舍诗抄》六卷等。

孙应鳌著述，其内容涉及哲学、
教育、文学、史学和音乐等方面。以
诗歌论，是贵州第一个有诗歌专集流
传于后世的人。清代名儒莫友芝在
其《黔诗纪略》中赞道：“五言乐府，沈
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
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
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家所未有。先
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
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
也。”孙应鳌诗集《学孔精舍诗稿》，共
收其作品约 900 首，明《诗综》曾选编
其中《华山》诗 8 首，而《黔诗纪略》则
选编了其中的 458 首。孙应鳌诗作，
有不少是以忧国忧民、揭露社会矛盾
和描绘山川景物为内容的，品位之
高，深为众人所爱。

孙应鳌在晚明王阳明学派极盛
时期，通过与王学弟子的广泛接触，
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当时，
黔中王门（指王阳明贵州学派）不仅
存在，而且阵营还比较庞大。孙应鳌
的哲学尽管在《明儒学案》中无载其
名，然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影响之深
远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孙应鳌去
世以后，传业无人，加上当时朝廷对
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农民反叛的征
讨连年不断，使其文籍、诗文、诗稿遗
失、销毁不计其数，因而黄宗羲在写

《明儒学案》时，可能未见到孙应鳌的
有 关 论 著 、文 章 书 籍 ，故 未 予 之 立
传。可幸的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经
莫友芝、莫详芝兄弟等人的整理搜
集，终于使孙应鳌文集重见天日。

选自《凯里文史旅游故事》

明代大儒孙应鳌
○ 杨金科

他和她是中学同学，他
高中毕业后参军到了祖国
的最北边，她则在家乡当了
一名民办教师。那时，南方
的她从小没见过雪花，他来
信说，他那里整个冬天都是

千里冰封的景象。她问他，冷不冷，是不
是冬天得穿棉衣棉裤、外面还要罩个皮
袍子，戴三大扇的狗皮帽子，然后狗拉雪
橇，他们坐在雪橇上巡逻……

他回信说，不是的，没那么冷，他感
觉这里的冬天比南方还好过些，因为屋
子里暖和，白天太阳好时，一点儿也感
觉不到冷。

她才不信呢，第二年的冬天，学校放
假后，她打算去东北看他。临走时，奶奶
给她做了厚厚的棉衣棉裤，母亲给她买了
件加长及踝的羽绒服，口罩、围巾、皮手套
都准备妥当后，她坐上了北去的火车。

刚下车，她就看到了他，“怎么穿得
这么少？”她心疼地问他。“你是不是把
家里衣橱里的衣服都穿上了，包裹得像
个粽子。”听他这样说完，她看了看自
己，又看了看下车的旅客，还真没人比
自己穿得多。

“真该相信你的话，东北冬天里的
冷只是个传说罢了。”

“也不是，是爱的温度太高了，我们感
觉不到严寒。”他拉着她的手幸福地说。

从那以后，每年寒假她都会去东北
看他，希望给他带去爱的温度。

后来，他们结婚了，依然是两地分
居。她怀孕那年的寒冬，她没有去他那
里过年，他打电话说，等她生孩子时，他
一定回来探亲。可她到孩子出生也没

等来他，就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月，他在
一次森林火灾中因救火不幸牺牲了。
家人对她隐瞒了真相，骗她说他所在的
部队接到了出国维和的任务，一年后任
务结束再回来探亲。

次年冬天，她和公婆还有一岁多的
儿子一起来到他牺牲的地方，她说他独
自长眠在雪山下太冷了，她要去看他，
陪他说说话……

以前他在世时，他们也是一年见一
次，每年的冬天都是他俩最期盼的日子，
现在他不在了，每年寒假她还会领着儿
子去看他。到他的连队，他工作生活过
的地方就能感觉到他的温度。她和儿子
每次到他墓前祭奠，都不会流泪，她要让
他看到她的笑容，好让他放心。

她告诉他，等儿子长大了，让他考
军校，毕业还来老爸的连队参军。等她
退休后，她也会来这里，到那时他们一
家人就团聚了。

这些年，身边的朋友、亲人，连公婆
都劝她再找一个，她说，她觉得他从未
离开过，她和他以前靠信件交流，后来
用电话、网络联系，现在他们的交流方
式只是退回了写信的年代，她每天晚上
忙完了家务都习惯铺开信纸，写几句心
里话，说说儿子，谈谈工作，絮叨一下家
庭琐事……一周寄出一封信。她也会
经常收到连队战士寄来的贺卡、照片和
信件，每年冬天一到，战士们就盼着她
和孩子到部队去过年。她的那些信件
连队战士都给她留着，等她年底去看他
时，她再在他的墓前读给他听……

有一种爱时空隔断不了，心灵有
约，就会一直温暖自己。

八千里的暖
○ 马海霞

你读过那首诗吗：“一树一树花，留
下果子。我吃果子，只是为了跟花，有
点联系……”浪漫多情的诗人，钟情花
朵，吃果子是为了跟花有点联系。可我
以为，花朵再美，如果不结成果实，她的
美也只是昙花一现，缺乏内涵。而花朵
变成果实，她的生命意义便升华了。

你知道吗，一朵花抵达秋天，变成
果实，是一个多么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一朵花开在春天里，美丽芬芳，惹
来人们的瞩目和欣赏。人们赞美春花，
觉得花开是美好的象征。可花朵心中
明白，真正美好的是果实，所以她心无
旁骛地赶往秋天，等待收获的美好。为
了秋天的收获，一朵花承受了无数苦难
和磨砺。无论风多大，她都会努力挺直
了腰身，倔强地抗争；无论雨多大，她都
会努力舒展着花瓣，接受大雨的洗礼。
花朵默默承受着一切，只为有一天能够
化为一枚果实。

我曾见过大雨中的花朵是怎样的
不屈和顽强。那是母亲打理的一个小
菜园，花开时节，明黄的黄瓜花、丝瓜
花、西红柿花，紫色的茄子花、豆角花，
开了个缤纷热闹，小院显得那么美丽宁
谧。谁知，日暮时分，大雨突降。硕大
的雨点纷纷砸向那些柔嫩而美丽的花
朵，花朵们先是有些惊慌失措，像受惊
的小鸟一样，随风东摇西摆，好像随时
可能飞离枝头。很快，她们便熟悉了雨
的节奏和脾性。她们不再恐惧和颤栗，

她们要通过这场大雨来检验自己的生
存能力。那一朵朵雨中花，任凭大雨浇
灌而下，始终不屈不挠地挺立着；即使
被密集的雨点打击得低下头，她们很快
又倔强地昂首迎战；一波一波的大雨，
冲击着柔弱的花朵，但她们一刻也不曾
妥协。大雨初歇，地上落红无数，而枝
头留下来的花朵更加娇艳动人。她们
离果实，又近了一步。

一朵花变成了一枚青涩的果实，完
成了一次生命的第一次蜕变。但她知
道，她抵达秋天的旅程还很遥远。烈阳
下，那枚青涩的果实忍受着炙烤的煎
熬，默默积蓄力量。地面像下了火一
般，有些脆弱的生命仿佛即刻要被点
燃，在火热的夏天被焚烧掉。可是果实
心中却是安稳踏实的，因为她懂得，正
是这样的考验，才能让成熟的味道更加
甜美。任凭世界蒸腾起来，她依旧不急
不躁。饱食阳光雨露，果实会更甘甜，
她把一切都看作是生活的恩赐，心怀感
恩地接受。

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起点，每一个
深夜都将意味着第二天的开始。日复
一日，周而复始的艰辛已经成为习惯。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时
光不会辜负每一朵心怀期待的花朵，也
不会辜负每一颗满心憧憬的果实。

等到秋风染红了枝头，一朵花便真
正抵达了秋天，她终于脱胎换骨，化作
一枚甘甜的果实！

一朵花抵达秋天
○马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