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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

二十四

节 气

·史志·

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一个瑰丽浪
漫的七夕佳节，一首千古传诵的经典诗篇，从
遥远的岁月走来，又向广袤的未来奔去……

第一次知道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是在
《天仙配》的电影里。那黄梅戏《夫妻双双把
家返》的唱腔，似一阵柔美的轻风，在稚嫩的
心田里荡起羞涩而清纯的涟漪；

第一次领悟七夕节的文化内涵，是北宋
时期“一代词宗”“婉约魁首”秦观的那首《鹊
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
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
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
别号邗沟居士，高邮（今江苏）人，世称“淮海
先生”。北宋文学家，曾任秘书省正字，兼国
史院编修官等职。尤工词，婉丽精密，与黄庭
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著有《淮
海集》四十卷。

这首词上片写牛郎织女的相会。起句
“纤云弄巧”，展示七夕独有的抒情氛围。“飞
星传恨”，那些闪亮的星星正飞驰长空，仿佛
传递着离愁别恨。一“巧”一“恨”，点明了人
间“乞巧”的主题及牛郎织女的悲剧故事，简
炼而凄美。“迢迢”二字，形容银河的浩渺，牛
郎织女相距之遥远；“暗度”二字，既点明“七
夕”题意，又紧扣“恨”字。末句富有感情色
彩，热情歌颂了理想、圣洁而永恒的爱情。

下片写牛郎织女的离别。“柔情似水”，即
景设喻，贴切自然，“似水”照应“银汉迢迢”；

“佳期如梦”，言相会时间之短，写出佳侣相会
时的复杂心情；“忍顾鹊桥归路”，转写分离，
回顾佳期幽会，疑真疑假，似梦似幻，及至鹊
桥言别，恋恋之情，臻至于极。

全词立意高远，融天上人间为一体，熔抒
情与议论于一炉，优美形象与深挚感情相结
合，具有跨时代、跨国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
位。后人对此词赞赏有加，夸“化腐臭为神
奇”有之，赞“最能醒人心目”有之，称“婉恻缠
绵，令人意远矣”也有之……

这是不同凡响的七夕赞歌。七夕节，是
世界上最早以女性和爱情为主题的节日，而
且是中华传统文化自然传承的。七夕节一
词，最早见于宋代，但有关七夕乞巧、祭拜牵
牛织女星的七夕习俗，最早却见于东晋时
期。秦观的这首《鹊桥仙》，之所以千古传诵，
是因为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天长地
久、憧憬幸福美满的理想爱情观，装点了七夕
节无限旖旎和瑰丽浪漫的文化内涵，牢牢绾
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也
许，秦观的《鹊桥仙》是牛郎织女故事最有创
意的艺术诠释，也是中国情人节最具魅力的

“主题词”，无疑秦观就是七夕节当之无愧的
杰出代言人。

这是独树一帜的七夕颂辞。秦观属于北
宋婉约派大家，其词作却常常别具一格，道人
所未道。尽管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咏叹
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诗词，其中不乏佳作，但
多数作品或抒发两星相会的欣喜之情，或借
以诉说离别相思之苦。如《古诗十九首》“盈
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杜牧的“天阶夜色凉
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徐凝的“一道鹊桥横
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欧阳修的“莫云天上
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等等……然而，秦
观的《鹊桥仙》却反弹琵琶，剑走偏锋，从痛苦
中发现美，从悲哀中出新意，平易中见曲折，
刹那中见永恒，把本是一对悲情夫妻的故事，
变成了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令人拍案叫绝。

这是余味深长的爱情绝唱。作者借牛郎
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
间情侣，并赋予浓郁的仙侣情味；其抒情，以
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其议论，既自由流畅
却婉约蕴藉。尤其末尾两句“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忽如空际转身，出语不
凡，爆发出高亢的音响，揭示出恋爱婚姻观的
全新真谛，使词作思想境界升华到惊世骇俗
的高度，令人顿感余味深长，咀嚼不尽：只要
彼此真诚相爱，又何必在乎朝欢暮乐、日夜相
守；无论距离再远，即使天各一方，心中有爱，
就是一座永远的桥！

距秦观写下《鹊桥仙》九百多年之后，
2018年 5月 21日 5点 28分，中国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一颗被命名为“鹊桥”的嫦娥四号月
球探测器的中继卫星由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
发射升空，并把在月面背面着陆的嫦娥四号
探测器发出的科学数据第一时间传回地球，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首颗地球轨道外专用中继
通信卫星，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又一成功实
践。从鹊桥相会到“地月传书”，承载着喜鹊
搭桥、牛郎织女相会的美好寓意，古老的神
话，终于变成现实；千年的梦想，今朝终于如
愿实现！难怪有人说得好，过去的神话是今
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又将是未来新的神话。

又是一个“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七夕
节。今夜，群星闪烁，一钩新月高悬。我手捧
秦观的《鹊桥仙》，一遍一遍吟哦，仿佛一幅典
雅隽永的绝美画卷，从眼睛到心灵，徐徐打
开，渐次铺展……此刻，眼前，好像看到，一群

“叽叽喳喳”的喜鹊，从我头顶呼啸飞过，它们
抖动欣喜若狂的翅膀，正在为牛郎织女搭起
一座“金风玉露一相逢”的鹊桥；耳畔，我似乎
听到，从高远深邃的夜空里，传来了那“两情
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吟叹，似金
石掷地，如余音绕梁，萦绕着天上人间的旖旎
与浪漫……

中国作协
启动两大文学计划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在湖南省益阳
市举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系列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

益阳市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乡。20世纪
50年代，周立波从北京归来，以家乡为原型，创作了反映
中国农村深刻变革的长篇现实主义力作《山乡巨变》。

8月 1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清溪村
启动，这是一项长期开展的文学行动，第一阶段自
2022年开始，共5年，由作家出版社具体承办。起始阶
段主要通过全国性稿件征集和中国作协各部门专家
推荐，遴选和发现潜力作者和作品。作品体裁须为原
创长篇小说，内容主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
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于 7月 31日启动。该计
划由中国作协牵头，主要对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优质
选题提供支持，目标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创新文学发
展理念，广泛搭建平台，整合文学创作、生产、传播、
转化各环节的中坚力量，依托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
重点文学期刊等，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
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
制，推动文学精品的传播、转化，彰显新时代文学的
价值。

在湖南期间，中国作协召开了第十届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组织作家前往“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参观学习、调研采访；在
十八洞村和清溪村举行了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牌仪式。 张贺 王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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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山庄考（三）

□范剑鸣

（接6月27日瑞金报文化专刊之《天马山
庄考二》）天马山庄的诗意林居（1）

“天马山庄”是陈炽生身之地，成长之地。
除了在此沤心沥血完成思想论著，陈炽也在此
塑造了自己的诗意栖居。“天马山庄”的简朴土
屋、青砖小院、苍山丘陵，自然也在陈炽文字中
留下深刻印记。文以载道，诗以言志，陈炽在

“天马山庄”留下诗意栖居，主要承载于他的早
期诗册《袌春林屋集》。

《袌春林屋集》是陈炽早期诗歌的集结。
它的问世，源于 1881年六个人的“南昌诗会”。
陈炽因事到省城，与丰城欧阳熙、新建勒深之、
新建陶福祝相逢，“宿寓斋纵酒赋诗以为乐”（
陶福同《<四子诗录>再版记》），在场的还有陶
福祖、陶福同。特别是前四人，“乃得尽究所
学，相与谈艺商榷者数阅月”。他们在南昌结
会谈诗写诗，热心的陶福祖“取四子诗就余心
所忻惬者，最录成帙”，并作序出版，称赞四子
诗歌“其服古也甚挚，道情甚真，百炼之金而为
剑为镜为尊彝之属，其锋森然，其光黝然烨然，
使人咨嗟爱赏宝重不能自已，而终不可狎而玩
也”。就这样，陈炽的诗歌获得了出版的机会，
收入了《江右四家诗》。当然，陈炽《褒春林屋
诗》并非单独出版，而跟勒深之的《阖三宝斋
诗》、欧阳熙的《荣雅堂诗》、陶福祝的《远堂诗》
合在一起。第二年，陶福同在外为官时想起朋
友们，写信问起“南昌诗会”是否接续，得知“文
酒之欢，渺不复得”，感叹之余从书箱里拿出四
子诗稿，邮寄相问，并“兹就吾所有刻之”，为之
作序，编辑成《四子诗录》再版。

《袌春林屋集》当然不是陈炽早期诗歌的
全部，也不是南昌诗会期间所写，而是在诗会
期间互相传阅，从而得到朋友认可和选编。无
论从诗歌内容上看，还是诗人履历来看，但这
批作品无疑大多创作或整理于天马山庄的“林
屋”之中。《袌春林屋集》共辑有诗歌 79首。从

《陈炽集》挑出的 49首看，主要包括三类作品，
一是心志自述，一是朋友酬赠，一是旅途纪行，
而三者互相交融，无论记事画景还是发议述怀，
核心又归之于“言志”，这里的“志”当然不只是
指理想或志向，而是指个体的生命意志。也即
抒情主人公以诗造境，言说特殊社会气候和自
然环境之中的生命状态。当然三类内容又是互
相交错。比如心志自述，直写胸次的只有 4
首。诗集之中，诗人陈炽的大量心志是跟朋友

寄赠中所坦露的，有一些又是
在行旅中触景而发、怀古而
生。朋友酬赠之作中留下名
字或称呼的就有17首，而大半
又是在旅途中思念而起。综
而观之，《袌春林屋集》塑造的
是陈炽在天马山庄刻苦攻读、
立志报国、参悟人生的士子形
象。这种知识分子形象在中
国古代诗歌长河中并不鲜见，但其中包含了个
性艺术的枝角，以及个人诗学、个体生命的思
考，从而能够走出案头，在朋友圈及诗歌界留下
了独有地位。

陈炽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首先是因为他
有艺术自觉和诗学观点。陈炽在《袌春林屋
集》留下了《效遗山论诗绝句十首》，这应该是

“南昌诗会”上亮明诗歌观点的作品，直接表明
了自己的诗歌偶像，包括曹植、阮籍、陶渊明、鲍
照、李白、杜甫、元镇、白居易、李商隐、苏轼、元
好问。很明显，陈炽认为诗歌不是娱乐之艺，而
应该有所担当，情怀应该雅正，语辞应该渊深。
这也是对易堂九子的呼应。陈炽在《云簃词录》
（1885）小序中说，“余于填词素不工，亦不欲
学。偶一为之，提笔茫然。百端交集声音之道，
其感人也深哉！忧能伤人，欲不可纵，多生结习
雅好，为诗沈沈，此心不宜，复以词病之。”陈炽
不喜欢填词，就是视词为纯粹抒情、过于小我，
而怕“忧能伤人”。他也以此规劝耽于以诗为乐
的官员。曾有同朝为官的钱子密，画有观荷观
花图，以记恣情游娱、分韵斗诗之乐，陈炽为此
在题图诗中说，“内患初平外忧起，时事艰难未
云已。巍巍鲁殿几灵光，君国多虞赖匡理。浙
西山水公乡邻，豫章旧游萦梦魂。东山谢傅有
高志，苍生未肯闲斯人。人生富贵贵行乐，我知
此语公不嗔。”可见陈炽作为诗人别有抱负。

陈炽的诗人地位，当然不是南昌诗会几个
朋友确认的。徐世昌所编《晚晴簃诗汇》，即收
录陈炽《微雨坐池上小亭》《偶作呈元侠》《感
事》《湘江春望》等 4首诗，并评价其诗“托意绵
邈，骨秀韵清”。而《国风报》（1910年第 1卷第
7期）载有“江介隽访谈：陈次亮诗”，称陈炽的

《褒春林屋诗》集“专宗唐贤，清敻可诵”，并录
其《发赣州》《红梅》《归舟漫与》《林居》等诗。
陶福祖在四子诗集序中所言，陈炽“即以诗论，
虽未必突过前贤，亦庶几无失温柔敦厚之旨，

异于世儿之自命风雅者矣。”温柔敦厚，这是中
国古代诗歌的传统风格，也是清人王琦《唐诗
三百诗》选诗的标准。陈炽学养深厚，自得其
真。他善于在诗中用典，寄意深远。也就是
说，他走的不是口语诗的路子。晚清诗坛，有
不少诗人热情有余却词旨无味，对日常生活和
纷纭时事热衷记录却缺乏省思。陈炽重译《富
国策》就是不满原译“词旨庸陋，平平焉无奇”
（其实汪凤藻只是译得平实一些，语言风格追
求不同而已）。同时，陈炽在诗歌写作时喜欢
骋才用典，用字用词时见艰深，许多字是后世
不怎么通用的，如书名“袌春林屋”即是一例，
确实是《康熙字典》的忠实用户。这对于诗歌
传播固然无益，但却也保留了汉语通假修辞的
古法古韵。显然，陈炽的诗歌写作跟他的学术
论著《庸书》一样，讲究语辞精当、雅正深远，跟
黄遵宪的“新诗”（古体）、梁启超的“新散文”
（古文）完全异路，走的是一条复古的路子。

陈炽的诗歌，是经过了读者挑剔、经受了
岁月淘洗的。徐世昌做过大总统，也是个颇为
用心的文化学者，致力于晚清诗歌的编辑传
播，《晚晴簃诗汇》挑出陈炽这四首，可谓慧眼
识珠。《微雨坐池上小亭》一首，正是陈炽诗歌
中的精品，深得风人之旨：“雨气倏无际，翛然
生夕阴。春萍缘水碧，城树得烟深。偶会濠濮
意，非无江海心。方舟何处所，愁绝坐难任。”
烟雨之中独坐小亭，陈炽没有单纯记录风光景
物，更没有表达习见的隐逸超然，庄子的濠濮之
意恰当类比于眼前之景，同时对称于“江海心”，
精准地传递了陈炽寻找出世之道、不甘居于下
潦的心境，所谓“托意绵邈”。同样，《国风报》所
选的《红梅》，也是格调雅正而别开新境的精品：

“十日新阳暖，临春亦自开；居然避风雪，忍使没
蒿莱。艳色已知重，繁忧仍未裁；空山断来往，
为尔重裴回。”在浩繁的梅花诗歌中，陈炽别有
用心，提炼出“忍使没蒿莱”“繁忧仍未裁”的梅

花意象，从而与空山徘徊、临
春访梅的主人声气互通，诗中
的梅花开出了千古不同的心
事，也对应于晚清千古不同的
变局。

可见，陈炽的诗歌是实现
了“能指”的。诗歌既承载了
他的深厚心志，又通向了复杂
时世。他模拟鲍照写下《绍古

辞》自述心志，深染屈原、贾谊沉郁之风。他同
时反复用起了古典诗歌传统的“感事”路子，书
写了晚清特殊的国势民风，以泄深忧沉慨。他
在《感事》五节，写出了“杂县眩钟鼓，雅音岂不
和”的文化气候，写出了“深识迈当世，薄俗常
见呵”的曲高和寡，写出了“遐哉怀古心，太息
竟如何”的思想归宿。晚清之世，列强欺凌，陈
炽对国家外交有“当断不能断，揖盗徒开门”的
叹息，对国计民生有“哀哉涸辙鱼，恻矣巢堂
燕”的忧患，对于臣工们办洋务、起北洋则有

“好音伊可怀，亨鱼溉釜鬻”的感慨，忧喜参半，
最后发出了思考人生的“终极之问”：“生才果
何意？造物非言说”。这样的贴近现实又远通
古意之作，自然深得新兴的报纸青睐。

《国风报》所选四首，也都堪称精选。比如
《林居》一首，正好见出了陈炽生出“江海心”，
是与天马山庄的苦读岁月密切相关：

“林居事幽屏，烦虑忽已蠲。披寻矧多暇，
光景方流连。居侧饶隙地，缭以周迥垣。呼童
莳杂木，差次无陌阡。春来一以长，蔼蔼西窗
前。长蕉对萧洒，稚竹相便娟。辛夷将木兰，窈
窕如比肩。侵晨微雨过，新翠披疏烟。凉风适
何来，荡此高日暄。独往成久立，胜概谁与言？

遥山日清深，苍翠纷在目。落照翻夕岚，
窅窅不可掬。鬈然默以黑，如发试新沐。远烟
非所期，荡漾与之宿。衡门镇相对，长林更迥
属。盈盈心眼间，积此万重绿。巾袜恣萧散，
尘墟谢羁束。延眺穷朝昏，寂历心自足。眷彼
城市人，南风热方酷。”

诗中所写，一居一山，一内一外，一静一
动，正是诗人在天马山庄的生活场景。该诗生
动地呈现了青年士子刻苦攻读、建设家园、窗
前赏景、屋前远眺、驻足沉思的形象，令身临其
境的后世观瞻者可得实际的比照。诗中说“居
侧饶隙地，缭以周迥垣。呼童莳杂木，差次无
陌阡”，而据实地考察，土屋其实周边并不宽

阔，石砌的围墙应该是陈炽亲自组织动工的，
茂盛的林木掩映着一栋结实的土屋。遥想木
窗前，年轻的陈炽正在伏案苦读。弱冠之年的
陈炽，正是读书上进的年龄，阴符经，试贴，六
艺，在乡村的阳光中向着有过“神童”之誉的脑
瓜子浇灌。这时，他已经在京城取得功名，得
了个七品的小小京官，只是他怀抱着更大的理
想，更大的家国。他就像春天的竹笋，衣箨包
裹的春天一节节地向上生长。书中自有春天
般的魅力。但他读累了。他走出屋子，看到旁
边空阔，就起了雅兴，决意要把这林间的屋子
做成一个漂亮的园林，砌起围墙，叫孩子们把
各种零乱的杂木砍了，错落有致地种了些代表
他审美趣味的绿植。在春风的催促下，这些新
生的绿植拔节成长，不久就到了窗子前，陪着
他一起看书。那当然是些高雅之物，芭蕉，嫩
竹，辛夷，像一首首抄就的诗章，在窗子前摇
曳。又像几个调皮的女孩，在窗子前探头探
脑。陈炽自得于在天马山庄可以随意穿着，巾
袜萧散，无有羁束，寂历自足，反而同情无处避
暑、酷热难当的城里人。

“长河之水，去家十里”，天马山庄是离梅
江还有十里远的偏僻山沟。但在《袌春林屋
集》中，天马山庄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
们不但能读到陈炽栽花种竹的雅兴，读到“雪
屋深灯、伊吾对读”的手足之情，更有《喜周大
简可魏二菘园至》的朋友相逢：“霜林坠叶与云
深，秋晚幽居肯见寻。一夕绸缪今古意，两年
乖阔弟兄心。壮怀偶触还高啸，大业无多付短
吟。北望浮云连广野，山川如此莫登临。”秋晚
之际，天马山庄枫叶飘零、白云来去，朋友的看
望安慰着深山的士子。竹子，是陈炽诗中的高
频词。山村多竹，梅江边的“仰华八景”就有

“十里竹岸”，他去往县城时口占的诗篇也有
“沿溪窈窕千竹林”。但除了山野之竹，他还亲
手种植，标配般的实施了“居有竹”。天马山庄
至今依然竹色青翠、新枝扶苏。在《绍古辞》
中，他以竹托物言志：“亭亭山上竹，孤生一何
长，烈风四面来，独立多忧伤。乾坤托大义，人
生固有常……”科举让他在京城和赣南之间南
北跋涉，旅途的竹子“半是清声半苦声”（《逆旅
竹数竿风璆然感而有作》）。收到宁都的朋友
来信，他以诗相答也以竹自喻：“飘飘西来风，
亭亭孤生竹。庶几同岁寒，前修相为勖”（《答
李啸峰》）。 （未完待续）

两情若是久长时
——品读秦观《鹊桥仙》

□宋一叶（市政协）

立秋
每年公历8月8日左右，太阳到达黄经135°时为立秋。

“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是指暑去凉来，庄稼成熟的
时期。立秋表示炎热的酷暑逐渐退去，天气逐渐凉爽，意
味着秋天的开始。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天的
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的正式开始。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敛
也”。

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时刻，一直很重视这
个节气。据记载，宋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
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
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

立秋三候
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

偏南风逐渐减少，偏北风会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

刮来会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
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

三候：寒蝉鸣。立秋时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
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
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