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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感情上的疏远让您对与庞 

涓 的战争有 了一个新 的定位 ?或者说 ， 

感情 的疏远让您重新认识 兵法 ，认识 战 

争 ? 

孙膑 (无奈 一笑 ，拂袖而去 )：⋯⋯ 

西风残照．落木萧萧，却又不知是 

哪朝哪代 了⋯⋯ 

荆 轲 

战国末期卫 人 ，先 世为齐 人 ，喜好 

读书击剑 。卫人称之为 “庆卿 ”，后游历 

到燕 圉 ，被当地称 为“荆卿 ”(或荆 叔 )。 

后来，由燕国智勇深沉的“节侠”田光推 

荐给太子丹 ，拜 为上卿 。后刺杀秦 王不 

中，被 杀。 

人物事略 

结识高渐离 荆轲到燕 国之后 ．跟 

那里一屠狗者和一位善于击筑的高渐 

离很投合。荆轲喜欢喝酒，每天都跟屠 

狗的人和高渐离在燕国街市上喝酒 ．喝 

到兴头 上之后 ，高 渐离击 筑 ，荆轲 随着 

筑曲在街市上唱歌 ，以此 相乐 。过后又 

相对哭泣，旁若无人。遂与高渐离成为 

知 己。 

田光识才 荆轲到 了燕后 ．与 田光 

相识 ，田光知他并非一个平庸 的人 ，非 

常欣赏他。恰逢燕太子丹在秦国当人质 

后逃回燕国，寻求报复秦王的人。鞠武 

推荐 田光 ，田光推荐 了荆 卿。可是太子 

丹对田光并不信任，田光认为长者办 

事，应该不让人怀疑；一个人办事却让 

人怀疑，就算不上是有节操的侠义之人 

了，于是自杀。 

相遇燕 丹 燕 太子丹 为 了刺杀秦 

王，委托荆轲以大任 ，并且恳请荆轲不 

要谦让推辞 ，于是把荆卿尊为上卿，请 

他住上等宾馆。太子每天都上门问候 ， 

准备最丰盛的酒席，隔不多久就献上珍 

异 物 品，车骑 之类 ，荆轲 有感 于太子 丹 

的诚意，于是与之相谋。 

谋计樊 於期 樊於期本为秦将 ．因 

事得罪于秦王而出逃到燕。只有得到樊 

将 军的首 级和燕 国督亢 的地 图去奉 献 

给秦王，秦王才会乐于接见荆轲 ，这样 

才有刺杀秦王的机会。荆轲知道太子于 

心不忍，便背着太子私下去见樊於期． 

用道理说服了他，樊於期自刎而死。 

易水 萧萧 太 子 以及知道 荆轲 要 

去刺杀秦王这件事的宾客，都一身素装 

来送别荆轲 。至易水之上 。高渐离击筑 ． 

荆轲和而歌 ，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 

泣。又前而为歌日：“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羽声慷慨 ．士 

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 

去 ，终已不顾 。 

谋 计于 蒙嘉 荆 轲带 着价值 千金 

的礼物 ．厚赠秦 王宠幸的臣子 中庶子蒙 

嘉。蒙嘉替荆轲先在秦王面前说 ：“燕王 

确实被大王的威严震慑得心惊胆战．不 

敢出动军队抗拒大王的将士．情愿全国 

上下做秦国的臣子，谨此砍下樊於期的 

首级并献上燕 国督亢地 区的地 图 ，装 匣 

密封。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拜送仪 

式，派出使臣把这种情况禀明大王 ，敬 

请大王指示。”秦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 

高兴。 

智解危机 秦王布置九宾的礼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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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阳宫接见燕国的使者。荆轲捧着有 

樊将军头颅的匣子 ，秦舞阳捧着装有地 

图的匣子 ，依次走到台阶下面。秦舞阳 

内心害怕 ，脸色突然变了，秦国的大臣 

对此都惊疑起来。荆轲回头对秦舞阳笑 

了笑．上前对秦王谢罪说：“北方边远地 

区的粗俗人，不曾见过天子，所以害怕， 

望大王宽 恕。” 

图穷匕见 在秦殿上，荆轲取出地 

图捧着它献给秦王 ，地图展完了，匕首 

忽然露 了出来 。荆轲乘势用左手抓住秦 

王的衣袖 ，用右手迅速拿起 匕首向秦王 

胸口刺去。匕首没有刺到秦王，秦王大 

惊 ．吓得连连后 退 ，绕着 朝堂上 的大 铜 

柱子跑。荆轲紧紧地逼着。旁边虽然有 

许多官员 ，但是都手无寸铁 ；台阶下的 

武士，按秦国的规矩 ，没有秦王命令是 

不 准上殿 的 ，秦王拔 出 了剑 ，砍断 了荆 

轲 的左腿 。荆轲站 立不住 ，倒在地上。他 

拿匕首直向秦王扔过去。却没有击中。 

武士们这时冲上来 ，把荆轲杀死 了。 

名家点评 

(汉)太史公：立意皎然，不欺其志， 

名垂后世 ，岂妄也哉 。 

(晋)陶渊明：燕丹善养士，志在报 

强赢 。招集 百夫 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 

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呜广陌，慷慨送 

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饮饯易 

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 

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 

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 

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 

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 

怔营。惜哉剑术疏 ，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 

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 

(唐)贾岛：荆轲重虚死，节烈书前 

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 

桥，凉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 

泯。(《易水怀古》) 

(明)何景明：吁嗟乎 ，燕丹寡谋当 

灭身．田光 自刎何足云 ，惜哉枉杀樊将 

军。(《易水行》) 

(清 )袁枚 ：水边 歌罢酒 千行 ，生戴 

我头入虎狼。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 

忍见 田光?英雄祖饯 当年泪 ，过客衣冠 

此 日霜。匕首无灵公莫笑，乱山终古刺 

咸阳。(《荆卿里》) 

素材运用 

话题 1：萄 的认 识与另．j／、的 御待 

材料加工 ： 

登山者知道 自己的能力 ，所以“半 

途而废”也不悔，别人却认为他应该登 

到山顶。但是说不定到了山顶这位登山 

者就会 因为缺氧而死去 ，所 以登 山者是 

明智的。 

荆轲却不明智，他不能清楚地认识 

自己。他在卫、在榆次、在邯郸之时，人 

们对他的期待很低，卫元君不用他 ，盖 

聂“怒 而 目之”，鲁勾 践 “怒 而叱之 ”，这 

些人都看不起他 ．而他 自己却认为 自己 

不是平凡之人，整 H与高渐离饮于市， 

歌于市，旁若无人 ，最后还真被太子丹 

看中，担负起刺秦的重任。结果，秦王没 

死．自己这方先死了田光、樊於期 ，最后 

自己死 了不算 ，还加速了燕 的灭亡 。太 

子丹开始说他能刺秦时，荆轲还说“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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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足任使 ”，没想 到 ，经不住 太子 的“固 

请”，荆轲竞不顾此“国之大事”而接了 

这个活，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 

器活 ”他荆轲就被别人的期待弄昏了 

头。结果 ，在他死后 ，鲁勾践笑话他说 ： 

“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囊者吾叱 

之．彼以为我非人也。” 

话题 2：感情害蔬与 事耢的 知 

材料加工 ： 

感情 ．似乎是一种十分缥缈的东 

西，但它却时时刻刻都存在着，时时刻 

刻都围绕着我们。亲情、友情、爱情⋯⋯ 

而我们正是有了感情，生活才更加精 

彩 ，我们正 是有感情 ，才成为 了真正 意 

义上的人 。 

人在做事时总会受到感情影响。感 

情是促进人 正确认 知事物的催化剂 ．正 

是有 了感 情，人对 事物的认知欲更强 ， 

更能加深对事物的认知。易水河边那位 

高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 复还 ”的荆轲 ，正是 因为对燕 国 的感 

情 ，使他认知了为国牺牲的意义和人的 

价值。在抗击“非典”那场没有硝烟的战 

役中，我们多少可爱的白衣天使付出了 

他们宝贵的生命 ，其中一个就是邓练 

贤。他说过 “选择当医生就选择了奉 

献”，从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人民、对病人 

的那一份真挚的感情。正是这一份真挚 

的感情，促使他勇敢地战斗在“抗非”第 

一 线；在病房里，正是这一份真挚的感 

情 ，使他不畏被感染的危险 。坚守一线 

抢救照顾病人．最终不幸因感染病毒而 

去世 。 

可见，在感情的推动下 ，使人在认 

识 上可达到不惜牺牲 的境界 。 

话题 3：绣遵 

材料加工 ： 

传递中，需要勇气来实现理想。在 

路上，荆轲看到了士兵抢掠后放火的浓 

烟。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农民在田间挣扎 

着劳动，看到了寒风吹进贫苦人家，吹 

到体无完衣的贫苦老人的身上 ，看到 了 

赢政所带来的灾难。对于这么一个自小 

以造福人民为理想的英雄来说．那是一 

种刺心的痛。于是他从风萧萧的燕国， 

踏上苍茫茫的秦国险途，走在刺杀秦王 

的不归路 ，他从没有过畏惧，因为在他 

人生路上勇气永 远是不灭 的火炬 。勇气 

是成功路上的火炬 ，照亮前方 ，传递胜 

利的喜讯。 

在人生路上 ．我们 只要传递 所有 的 

信念，心灵就会以雄鹰搏击长空的决心 

去不断地寻找远方的梦。 

话题 4：明留 

材料加 工 ： 

古时 ，荆 轲 因勇刺秦王 为人称 颂 。 

的确 ，荆轲的勇气是非同一般的 ，然 

而，我总觉得荆轲死得糊涂。记得《三 

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 

合 ，合久必分”。纵观历史，此话可算得 

至理名言了。战国后期，七个诸侯国再 

加上七零八碎的许多小 国，中国被分 

得支离破碎，多年战事 ，弄得民不聊 

生。这时候 ，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是 民心所 向 ，可 惜 ，荆 轲 不 知这个 理 ， 

他一心一意要杀秦王 ，促成那一批势 

单力薄的小国。 

不过，荆轲毕竟只是一介书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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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前的历史也不很长 ，他 不明 白分久 

必合的道理是不足为怪的。 

荆轲死 了不算 ，秦王恼羞成怒 ，下 

令立刻攻打燕 ．救 燕不成反加速 了燕 的 

灭亡 ，荆轲 实在太失算 。 

所以．荆轲不但没救燕，还加速了 

燕的灭亡，真是太糊涂了。(《评荆轲》节 

选 

话题 5：固错d 

材料加工 ： 

荆轲刺秦王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 

传极广的故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用今人的眼光去看 ，荆轲乃是一 

个 不折不扣 的职业 杀手 ，说 不定 还可 

能被扣上“恐怖分子”的罪名呢。依笔 

者 看来 ．燕 太子丹 雇佣荆轲 去刺 杀秦 

王 ．以为刺杀了秦王就可以阻拦住秦 

军的东进步伐，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 

单 了 ，是一种 太幼稚 的想 法 ，根本 解决 

不 了 当年 的政治 问题 。事实上燕 国很 

快 就灭亡 了 ，这与 荆轲刺 秦失败 不无 

关 系。 

但是荆 轲绝不 是一个 我们所 想象 

的普通简单的“恐怖分子”，更不是一个 

寄人篱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记·刺客列 

传》，似乎又很难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 

确为一个杀手，但是却与聂政这样目不 

识丁只有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好 

读书击剑”．称其为知识分子也不无道 

理。在那个分裂 割据 战争迭起的年代 ， 

荆 轲 的出现 ，实为罕 见和奇缺 ，遗憾 的 

是能文 能武 的荆 轲未 能实现 自己的 目 

标．人们就更对其怀有无限的同情和哀 

怜。(《“荆轲刺秦”的现代解读及其他》 

节选 ) 

话题 6：住格 

材料加工 ： 

有一种观点认为 ，秦王 固然该 刺 ， 

但荆轲的人品行为并不 足取 ，他也不是 

一 个称职的刺客或侠士。唐代文豪柳宗 

元就写诗责备荆轲“愚蠢”，与东晋诗人 

陶渊明对荆轲的盛赞形成鲜明对照。就 

在今天 ，很多人对荆轲也有不 同看法 ， 

甚至 同一个 人对他 的 印象 也是 一波三 

折 ⋯⋯ 

有人认为：面对因剑长拔不出的秦 

王和 皆没有武器 的群 臣 ，荆轲竟然没有 

能刺伤秦王 ．他被秦王 的淫威慑 服了 。 

固有的不学无术，整日与高渐离击筑唱 

歌 的消极一 面都在 这一刻 显露得 淋漓 

尽致 ⋯⋯ 

两千年弹指而逝 ，荆轲到底是侠 

士还是刺客其实已不重要。客观地说。 

他既是崇尚节义的侠士 ，也是冷血无 

情的刺客。历史上多少英雄人物仔细 

分 析起 来 都 具有 两 面 性 ⋯⋯ (《议成 

败 》节选) 

话题 7：面对强权 

材料加工 ： 

据《史记》所载 ，燕太子丹 嘱咐荆 

轲：“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 

大善矣。则不可 ，因而刺杀之。”这就是 

说 ，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 王赢 

政 ，胁迫他退还已侵 占的诸侯国领土， 

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 

赢政的性命 ，倘若赢政不肯 ，他们才准 

备杀掉他。荆轲刺秦体现了一种阻挡秦 

国继续攻 打其他小 国的企 图。无论 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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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计也好 ，或仅 仅是缓兵之计也罢 ， 

这应 当是荆轲 为解 燕国之困 ，更是 为所 

有诸侯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史为今鉴，至少我们今人可以从中 

感受到几千年来普通民众对强权的反 

抗。(《荆轲刺秦的真相》节选) 

话题 8：命 适与日才代 

材料加工 ： 

有人 说 ．荆轲 仅仅为 了一个承诺 ． 

为了一种方式 ，为 了燕太子丹设 置的情 

感和信义的罗网而无法自拔，在身不由 

己地异化 为一把 刺秦 的 匕首 中完成 了 

个人的悲剧。也有人说，荆轲为了去兑 

现那 个时代所 崇尚的 “士为知 己者死 ” 

的信条而用生命拥抱信仰，这就注定了 

其完 成的必定 是个 时代悲剧。其实 ，在 

那个 大悲大歌风起 云涌的时代 ．荆轲也 

犹如一颗没 有决 定输赢 勇气 与权利 的 

棋子，在那个时代，荆轲的选择是二元 

对 立的 ，同 时 ，他 的选择也 是步履 维艰 

的。无论哪个时代，生命与生活都充满 

了悖论，面对扑面而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也常常走出了一个陷阱。却又陷入 

了另一个 困境 。人 总是 处于一 定 的时 

代，我们从一个时代去反观另一个时代 

的局 限时 ，往往 忽略了 自己所处时代 的 

局 限。我们 不能用 自己所处 时代 的价值 

作为标准去衡量荆轲那个时代的信仰 

价值。因而，荆轲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 

必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无奈。其信仰的 

成功度已体现在其悲剧行为过程的执 

著中。(《感受荆轲——浅析荆轲悲剧结 

局的 无奈》节选) 

成品展示 

侠性的骨香 

一 考生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侠客们 

踟蹰于史书里的血雨暗夜 ，徘徊 在王朝 

中的腥 风长堤。聆听历史的深处 ，我的 

心中被敬畏和感动填满。 

十年练剑 ，一朝刺秦。易水河边 ，风 

萧水寒。他命定是弱者中的强者，却又 

是强者中的弱者。易水边，孤山下，车轮 

吱呀，衣冠纷翻。清癯忧郁的他，如一叶 

薄薄的剪影随风飘逝了，只闻见茫茫 白 

水上，引吭之歌和着高渐离击筑之音， 

声声悲壮——风 萧萧 兮易水寒 ．壮士一 

去兮不 复还 。 

从狂歌痛饮的燕市走向易水的路 

是漫长的。这回，他真的走了，毅然决然 

地 走了。告别 了烟花般灿 烂 ，走进 了历 

史的风霜，只给天地留下一脉侠气清 

香 。 

司马迁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 

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 

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们倍加 

赞赏。晋人陶潜含泪而作《咏荆轲》，“图 

穷事 自至，豪主正怔营”，情调生动感 

伤。 

今人 陈凯歌使 形如 自戕 的荆 轲 复 

活 ，波澜壮阔一部《荆轲刺秦王》，铿铿 

烈烈，催人泪下。荣辱成败，豪情慷慨怎 

能不教人情似阡陌、心如大海? 

国家途穷 日，英雄诀别时 。 自古艰 

难唯一死 ．而荆轲却从容赴死 ．悲壮苍 

凉，感动千载。 

当我们为“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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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的侠客们激情欢歌时 ，却忽略了大 

智大勇背后 的沉 重。知道 了“二桃杀三 

士”的典故时，才明白侠义的不易。三人 

按功劳大小分两个桃子，不受桃即无 

勇 。比较功劳以后 ，功劳小的两人羞愧 

万分 ，拔剑 自杀；功劳大的觉得 自己不 

仁不义且无勇．刎颈 自杀。 

侠为名节 ．为尊严 ，为知 己者死 。 

“三杯 吐然诺 ．五岳倒为轻 ”。英雄肝胆 

相照，惺惺相惜；侠客一诺千金 ，不负于 

人。专诸鱼藏宝剑，聂政 自剖腹亡，豫让 

涂漆吞炭，荆轲一去不还 ，又有墨家三 

百弟子替天行道赴汤蹈火。 

侠之 大者 ，乃 大智大 勇 ，为能 一击 

必杀．既要殚精竭虑，又要舍生取义。身 

后 ，还要承担着法家“侠以武犯禁”的偏 

见和藐视。在主张“依法而治”的社会 

里 ．侠义还 因为缺乏成文 的规 范和严谨 

的界定 ，被人诟病 。 

侠客们的仗义，在法制面前因随意 

性很容易伤害到秩序。其实，法治与侠 

义一脉相连．在法治成长的过程中，我 

们祖先以“侠义 ”命名的朴素正义 ，召唤 

着法治时代的价值诉求。勇于担当责任 

的法治政府．并不提倡高危险性质的 

“见义勇为”．但这决不意味着放弃“扶 

弱济危”的侠义精神。 

侠义精神是中国人最古老的道德 

传统之一。法治不仅是“依法而治”，还 

包含着服从 自然正义 、呵护天赋人权的 

内在含义。侠义精神与现代法治秩序的 

成长并不相违背。 

一 千年前．骆宾王诗日：此地别燕 

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 

寒。千年后 ，荆 轲的踪迹 已全无保 留 ，而 

他永绝的易水至今还在流淌。那侠性的 

骨香万古流寒，永不干枯⋯⋯ 

韩 信 

韩信(?一前196)汉初军事家，淮 

阴(今属江苏)人。陈胜、吴广起义后，韩 

信始投项梁，继随项羽，后从刘邦(见汉 

高祖刘邦)。汉高祖元年(前 206)，经丞 

相萧何力荐．始为大将，协助刘邦制定 

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 

人物事略 

胯 下之辱 淮 阴有个 屠户侮 辱韩 

信，说：“虽长大，好带刀剑 ，怯耳。”并当 

众侮辱他说 ：“能死 ，刺我；不能 ，出胯 

下。”韩信注视了对方良久 ，慢慢低下身 

来 ．从他 的胯裆下爬 了出去。街上的人 

都耻笑韩信，认为他是个怯懦之人。 

命运多舛 秦末．项梁起兵反秦 ． 

渡过淮河北上，韩信此时带着宝剑投奔 

了项梁，留在部队，默默无闻。项梁败死 

后，又归属项羽，项羽让他做郎中。韩信 

多次给项羽献计 ，项羽不予采纳。 

离楚归汉 韩信离开楚军，投奔刘 

邦，做管理仓库的小官 ，依然不被人所 

知。后来韩信坐法当斩，同案的十三人 

都已处斩，就要轮到韩信 了，韩信举 目 

仰视 ，说 ：“上不欲 就天下乎?何为斩壮 

士 !”夏侯婴觉得此人话语不同凡响 ，看 

他相貌威武，就同他交谈 ，很欣赏他 ，于 

是进言汉王。汉王封韩信一个管理粮饷 

的官职，没有发现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萧何月下追韩信 韩信多次同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