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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萍季候物语

白露

清泉琼岛风物

香逢海南

不久前，海南沉香展在南京展出，在
南京观众中引起一阵观展热潮。8月末

“香逢海南”牛放书法作品展在海口的徽

宝轩美术馆展出，观者络绎不绝。本次
书展，“香逢”颇耐咀嚼。当笔者问及书
家牛放先生此当何解？牛放侃侃而谈，
指着展厅里的一幅横幅行书“香逢”的题
款念道：“刘关张桃园结义，是为相逢；萍
水相见，一见如故，亦为相逢。人生际遇
诸多，以沉香之好而聚，亦不失为美好。”
原来“香逢”指的是以沉香的爱好而相
逢，沉香是香，以香会友，此等相聚是美
事，也是香事了。

从四川来海南举办交流书法展览
的四川省作家、诗人牛放谈及，他的参
展之作酝酿了一年之久，其间阅读了大
量的沉香文献，并数次到海南与海南沉
香方家讨教、交流，此次书法展是以一
个作家、诗人及书法家的细腻心性，对
神奇自然造物的拜谒与探究，用书法和
文字对沉香的双重解读。

海南是沉香的源发地，采香、种香、
品香、制香、识香等等，只要是与沉香有
关的事物就离不开海南。《崖州志·舆地·
沉香》记载“峤南火地，太阳之精液所发，
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结而香。木
得太阳烈气之全，枝干根株皆能自为一
香，故语曰：海南多阳，一木五香。海南
以万安黎母东峒香为胜。其地居琼岛
正东，得朝阳之气又早，香尤清淑，多如
莲萼、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焚之少
许，氛翳弥室……海南香故有三品，曰
沉，曰笺，曰黄熟。沉、笺有二品，曰生
结，曰死结。黄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黄
沉，若败沉者，木质既尽，心节独存，精
华凝固，久而有力。生则色如墨，熟则
重如金，纯为阳刚，故于水则沉，于土亦
沉，此黄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则卷，嚼之
则柔，是谓蜡沉。皆子瞻所谓既金坚而
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
把握而兼斤，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
氲者也。”

海南多得光照，一木能生五香。海
南香又以万宁、黎母山东峒一带的香独
擅胜场。该地在海南岛的正东方向，最
先接收朝阳的照耀，故其香气尤其清雅
美妙，仿佛莲萼、梅英、鹅梨、蜜脾一般。
焚燃少许，香气满室，即使烧化之后，它
的香气是如此的含蓄，余香袅袅不尽。
海外贩运来的番沉香、药沉香，气味往往
腥膻而过烈，就算其中上品气味也不持
久。因其木质较多，烧到尽头，便有焦糊
之气。那些产于海峡北面的，或者越南
的沉香，聚散于钦州，人称钦香。质地重
沉而多大块的，气息也焦烈，远不及海南
沉香的风味佳。

海南香从来有三品之分：就是沉香、
笺香、黄熟香。沉香、笺香又分两种，即
生结、死结。黄熟香也分三种：就是角
沉、黄沉、还有就是败沉。那败沉香，木
质都已淘尽，芯材独自留下来，精华凝结
到一处，时间既久，结为好香。生香颜色
如墨，熟香则沉重如金，堪称纯粹的阳刚
之物。因之，在水中它自然沉下，在土
中，它亦会沉埋。这是黄熟香的最上品。

那些以刀削之，自然卷起，以牙咀
嚼，感到柔韧，这样的香品，叫做蜡沉。
举凡这样的好香，都像苏东坡所说：品质
坚如金、润如玉，质地仿佛鹤骨龙筋一
般！因为香内膏液充足，大约一把之握
就很够分量，有无穷的含蓄蕴蓄的香
氛。《崖州志·舆地·沉香》的这部分文字，
已经充分说明好的沉香出于海南岛这个
事实。

沉香生成栽种都非常不容易，所以
它的沉是沉重艰难，得来不易，需要珍
惜。牛放先生用灯草与沉香作比，表面
看是一重一轻的两种物质比对，实则是
艰难与轻取的分量，内中表达了对沉香
的赞美深意，含蓄到位。海南书家范先
生评价，牛放的书法大胆用笔流畅、自
由，有书卷气。

“香逢海南”，正得其时。

每到八、九月，大中小学开学，家长
与学生们都十分忙碌。在古代，孩子开
学同样是一件大事。古时的入学礼与成
人礼、婚礼、葬礼合称人生四大礼。入学
当日，须举行一系列隆重的开学仪式。

古代有三个入学季，据载为：正月农
事未起，八月暑退，十一月砚冰冻时。“八
月暑退”与现在开学时间最相近。古代
儿童入学年龄与现在差不多，一般四到
七岁进私塾。

古代私塾没有固定的开学日期，家
长需选择吉日入学。首先为孩子们准备
入学所需用品，如桌椅、文房四宝等，另
外还需筹备祭拜先师圣人的祭品。西周
时期，祭品一般为芹、藻（寓意勤奋与早
起）等普通菜肴。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猪、
牛、羊等肉食供品。

古人非常尊师重教，拜请老师是儿童
入学前最重要的事情。古时的私塾教师一
般是当地有学识有德行之人。拜请老师
时，家长得准备丰厚的礼品和贽见礼（学
费），同时写下邀请函。古代的学费没有定
额，一般由家长根据自家情况自由奉送。

入学当天，儿童需穿新衣服和红鞋
子，同时家长为孩子准备四道早餐：猪肝
炒芹菜、蒸全尾鲮鱼、豆腐干葱、两个红
鸡蛋。寓意分别为勤学当官、跃入龙门、
聪明伶俐、连中双元。

《礼记》有载：“学童首先换上学服，
拜笔、入泮池、跨壁桥，然后上大成殿，拜
孔子，行入学礼。”古时的入学礼非常庄
重，“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
辞令。”入学礼第一步正衣冠。学童们一
一站立，由先生依次为学童们整理好衣
冠。“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是儿童知书
明理的人生第一步。

接着，叩拜先师。学生们在先生的
带领下，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
地，九叩首。然后再拜私塾先生，三叩
首。礼成后，学生向先生赠送六礼束脩，
分别为芹菜、莲子、红豆、红枣、桂圆与干
瘦肉条。

然后净手净心。学生将手放到水盆
中“净手”，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洗
手寓意去杂存精，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最后朱砂开智。先生手持蘸着朱砂
的毛笔，在学生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
样的红点。“痣”与“智”谐音，寓意儿童开
启智慧，此后目明心明。接着描红开笔，
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写人生的第一
个字。

经历入学仪式后，标志着儿童正式
成为了孔门弟子，从此安心读书求学。

古时如此繁复隆重的开学仪式，体
现了当时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这点对
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
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前后，
夏日残留的暑气逐渐消失，天地的阴气上
升扩散，水汽在夜间凝成细小的水滴附着
在草叶上，经早晨的太阳光照射，更加晶
莹剔透，因而得名白露。此时，天高云淡，
气爽风凉，是一年中最可人的时节。追溯
历史，白露时节又有哪些古老民俗呢？

祭禹王。每年的白露时节，江南的
太湖渔民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禹王”
典礼。这里的“禹王”就是传说中的治水
英雄大禹。《尚书·禹贡》里记载：三江既
入，震泽底定。说大禹治水时，由北方到
南方，从黄河到江淮，最后在震泽，也就
是太湖这个地方，将兴风作浪的鳌鱼镇
于水下平定了水患。从此以后，在每年
的白露祭典上，渔民们都会把秋天打捞
上来的第一条肥鱼献给禹王，以感谢他
治水的恩德，同时也祈求保佑湖面风平
浪静，渔民安康。

吃龙眼。福建福州有“白露必吃龙
眼”的传统民俗。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露
这一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

吃番薯。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
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
质，含糖量达到15%～20%。有抗癌、保
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
效，中医视红薯为良药，有“长寿食品”之
誉。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甘薯补虚，
健脾开胃，强肾阴”。民间认为白露吃番
薯可使饭后不会发胃酸，故旧时农家在白
露节以吃番薯为习。

饮白露茶。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
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
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
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
佳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经
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它多了一
些过火的味道，给人的感觉刚刚好。轻轻
呷一口，唇齿之间满是甘醇的味道，深受
老茶客喜欢。

采十样白。浙江苍南、平阳等地民间，
有过“白露节”的风俗。人们在白露那天采
集“十样白”，以煨乌骨白毛鸡、白毛鸭，据
说食后可滋阴润肺，强身健体，治关节炎。
这“十样白”是10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
木槿、白果等，以与“白露”字面上相应。

吃白露米酒。白露米酒用糯米、高粱
等五谷酿成，略带甜味，故称“白露米酒”。
其酿制除取水、选定节气颇有讲究外，方法
也相当独特。先酿制白酒（俗称“土烧”）与
糯米糟酒，再按1：3的比例，将白酒倒入糟
酒里，装坛待喝。旧时苏浙一带乡下人家
每年白露一到，家家酿酒，用以待客。直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城的酒店里还有
零拷的白露米酒，后来逐渐消失。

白露前后多秋燥，其历史民俗也多与
饮食有关。这些民俗大多延续至今。白
露时节，我们不妨放慢生活节奏，学习古
人，做做白露米酒，喝喝白露茶，在气爽风
凉的好时节，细细品味人生百态。

第三次通读《史记》，还是那部卷帙微黄
的史书，和那位周身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精神
巨人。一代史臣司马迁所受的苦，不仅是皮
肉之苦，更是屈辱之苦精神之苦，是人世间
的大苦。

司马迁学富五车。做文，笔底有波澜；
做人用事，他不懂圆融，一条直肠通到底。
这就是正直文人的致命伤。摆在司马迁面
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堂堂正正去赴死，留
下完整的形象；另一条是忍辱含垢受“宫
刑”，苟且活下来，留下骂名。

司马迁身为史官的后人，受过良好的传
统教育，为正义而死，他真的无所畏惧，况且
他深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报
任安书）。他不畏死，可是，他真的不能死，
有一件比死还重要的事等待他去做。那就
是他已经着手编写，但还没有完成的大作
——《史记》以了却他一生的愿望，实现他父
亲的遗愿。

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是西汉的太史
令。司马谈是一位忠于职守，受人尊敬的史
臣。早有撰写一部通史的愿望，可惜天命不
助。临终时嘱咐司马迁，一定要著述一部通
史，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缘于此，司马迁抱
定决心一定要活下来，哪怕忍辱负重。司马
迁自幼好学，且勤敏过人，他十岁开始学习
古文，后来跟董仲舒、孔安国学《公举春秋》
《古文尚书》。受父亲的影响，他早有研史著
书的愿望。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游历祖
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考察传说中大禹
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
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寻找
孔子讲学的遗址；还到过汉高祖的故乡沛县
听取父老讲述刘邦领兵的故事……收集资
料，印证史实，他坚信自己能够写一部前无
古人的通史。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
父亲之职做了太史令。他拥有了大量的文
史资料，为后来的文史写作夯实基础。公元
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写作，那
年他42岁。但当司马迁专心致志撰写他的
鸿篇巨制的时候，灾难来了。长夜如磐，风
雨如晦，煎熬着这个身陷囹圄的史臣。凶恶
的狱吏对他动辄拳脚相加，以至于“见狱吏
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往
日这个受人尊敬的史臣，一旦沦为阶下囚，
连狱卒都不把他当人看。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司马迁获赦
出狱。阶下囚与座上宾很快就转换了角色，
不久，司马迁做了中书令，官职应该比太史
令略高一点。

历经这次苦难，司马迁变得成熟和圆
融。他与世不争，不碍人事，独作文史。这
在后来《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到他
表现出的不满和愤懑。汉代历史学家班固
这样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
不隐恶”。

经过十三年的勤奋写作，（有称，此前他
的父亲司马谈已写了5年）《史记》这部皇皇
巨著，终于在大灾大难中诞生，占据了它在
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部“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
其时间跨度达三千年，创下了史学写作之
最；在文学创作上，其风格、语言特色无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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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文学家翕然崇之。更为难能可贵的
是，他善把上古许多佶屈聱牙的古书词译
成汉代书面语，消除后人阅读上的障碍。

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见解与求实史
观，得不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同，一直被视
为“谤书”。因此，这块民族文化的瑰宝，
长时间被漫天的迷雾所覆盖。公元前87
年，也就是司马迁58岁那年，他带着已成
书的愉悦与无法面世的遗憾走向了天
国。《史记》这块纯度极高的金子，世俗的
尘埃蒙不住它。许多年以后，他的外孙杨
恽才把这部不朽的名著公之于世，让它走
入读者的视野。

吴婷读史侧翼

古人开学好隆重

“香逢海南”牛放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