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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辞
■ 仇士鹏

卧于金风之中等待玉露
爱上思念，用含笑的姿势
带着二十年的晨曦与潮声
听贝壳对珍珠深情的倾诉
与你做着同样的梦
一起飞往天上，鹊桥相逢
生命需要爱去唤醒，洗礼
一个名字认领了三世轮回
诗行刻在石上，生根发芽

那海南（外一首）

■ 杨春光

那万顷碧波
那舰船巍峨
那岛礁点点
那捍卫家国
那五指似歌
那万泉渔跃
那一抹晚霞
那诗意灯火
那菠萝果硕
那椰风消渴
那雨打芭蕉
那奋力开拓

◎海南的雨
暴雨如注时
一日几多起
有时成线条
有时呼号急

如同战马啼
如同钟埙喧
洗涤尘埃去
福祉惠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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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轻盈舒缓的黑色衣袖：
闪电。雷鸣。一场陡峭的风暴
以及风平浪静之后开出的玫瑰
脚踩莲花，碎步轻移
我爱你半遮半掩的呼吸：
溪水。春风。大面积的芬芳
湖面吹过蝴蝶群带来的斑斓
我爱你的容颜，更爱你的念白和唱功：
花园。莺啼。一声轻叹
省略生活中所有的苦难
唱词里的风雨和彩虹
跌宕起伏人生中大大小小的细节
我爱你青衣包裹着娴静端庄的灵魂
一招一式，一唱一白
戏台倾圮，身影远去
我的心已空无一物

青衣
■ 刘建

时间本是无色无味无形的，可是变成了
日期，便有了形态和色彩。比如农历七月。
小时候，一到七月，心就不自觉地提起。大
人说“七月鬼门开”。七月里村里人行事都
谨慎，忌出行，不娶亲不盖房不造船，大事都
不做，连出门也要小心翼翼。我们孩子也收
敛昔日的野性，不再胡闹、乱跑。我们村前
是港湾，下海玩水的孩子少多了，生怕突然
被传说中的水鬼抓住脚，拖走了。

大人又说，鬼都是人变的。人死后，到了
另一个世界，称呼也就变了。问题也因此复
杂了起来。人突然死去，都牵扯着活着的人
的情感。趁着七月，活着的人要为死去的人
做点事儿。于是，镇上就有人制作许多精致
的纸质物件，如衣裳、帽子、鞋袜，后来又有手
机、冰箱、电视机、电风扇，甚至还有小轿车和
楼房，让人们买回家去，祭奠那些已故的人，
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丰衣足食，生活
安宁。

七月里的气氛自然郁闷，却有一个凄美
的故事很触动人的心弦，弛缓人的心绪。说
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放牛郎和一个织布女
情投意合，结成了连理。男耕女织，小日子
过得很滋润。幸福中他们已经生男育女，可
那织女是天上的仙女，天兵天将突然把织女
抓走，硬生生拆散他俩的姻缘。两人悲痛欲
绝。牛郎将一男一女塞进箩筐，挑着一路追
上天去。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划，
一条滔滔碧水的天河横在织女和牛郎之间，
将两人隔开……

很小的时候，大人便把天上的牛郎星和
织女星指给我们看。一条闪烁透亮的银河很
宽，河的一岸有一颗很亮的星，就是织女；对
岸的三颗星连成一线，中间那颗稍亮，是牛
郎，两旁的两颗，就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几颗
星星闪烁在天上，又闪烁在我们那无邪的心
里。我们责怪那天兵天将，为何将一个好端
端的家庭拆散了？又责怪那王母娘娘太狠心
了，将一对恩爱夫妻无情地隔开！我们很同
情牛郎和织女，尤其佩服他们坚贞不渝的爱
情，千万年他俩依然站在河边，默默地望着对
方。又说一年一度的七月初七晚上，成千上
万的喜鹊就飞来搭成鹊桥，让这对情深意切
的夫妻相会。我们感激那些喜鹊。我们很想
看到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可是，每年七夕，我
们仰望星空，望着望着，深夜了，就睡着了。

长大后，经常见村里人将那些情爱缱绻
的夫妻比喻作牛郎和织女，尤其那些两地分
居而又坚守初心的夫妻更是如此。牛郎和织
女变成了坚贞爱情的象征。

儋州是歌海，人们喜欢用山歌来表达情
感，有关牛郎和织女的山歌常常在耳畔回
响。比如：妹妹有心做织女，哥哥愿意做牛
郎。又比如：天地几长情几远，似如织女配牛
郎。有一个小故事，说是儋州北门江边有位
女子长得漂亮，尤其山歌唱得好，可是不肯和
别人对山歌。县太爷想听她的山歌，借故说
她的丈夫偷牛，抓到县衙来，并放出口风，只
有她亲自来，才放了她的丈夫。

那女子刚踏进县衙，县太爷便唱：
古来夫丑连妻丑，
贼名遗臭万千秋。
妻子不相夫教子，
叫夫夜晚去偷牛。
女子马上唱回：
北门江水绿悠悠，
难洗妻子满身羞。
自觉妻不是织女，
夫君何苦去牵牛。
县太爷拍案叫好，马上放了她的丈夫。
北门江在我们村前入海，经常有山歌随

幽咽的江水流过来。尤其秋凉七月，天高气
爽，北门江两岸山清水秀，青年男女喜欢在江
边调声、对歌，抖落自己心里的情感，让歌声

在野风中飘拂，随江水荡漾。
那年七夕，上午下了一场大雨，江水暴

涨，滔滔不绝涌过来，铺在我们村前的海滩，
漫漫荡荡，闪闪烁烁。晚上，我们沿江边溯江
而上。雨后的天空洗得很干净，天上的星星
格外晶亮，挂在天边的半边月亮十分洁白，江
面很平静，波光粼粼，其实，江水在无声地涌
动。我们一路走来，都听不到山歌声，只有江
边的青蛙起劲地喊，喊出了山野的空旷。

突然，一伙男青年从岸边的竹林里走出
来，排成一行，手指勾住手指，站在江边唱了起
来，那歌声粗犷激越，水应山和。他们是在调
声，唱道：

一轮月亮在天上，
江边铺满地月光。
见妹站在江对岸，
心如江水浪花扬。
江对岸的茅草地里也突然走出一队姑

娘，整整齐齐站在江边，对着满江的水也唱了
起来，歌声悠扬顿挫，宛如清风滑过花丛。她
们唱道：

听着对岸歌声响，
妹想生翅飞过江。
妹妹不学习织女，
哥哥何必做牛郎？
我们知道，这是小伙子和姑娘们用调声

隔岸对歌。
我们担心骚扰了他们，在旁边的香蕉林

躲了起来。此时，一块黑云飘了过来，月亮不
见了，星星也没有了，天黑地黑的。那些姑娘
和小伙子们都不唱了。听老人说，在七夕，突
然天昏地暗，那一刻，就是牛郎和织女踏上鹊
桥相会。

过了好一会儿，夜风起了，吹散了天上
的云块，月亮又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我
们仰望，看见牛郎星和织女星仍然分隔在银
河的两旁，让人心里好不惆怅。就在这时，
一阵轻快的摇橹声从江面飘过来。我们望
去，见两只舢舨载着姑娘们撞破银亮江面，
正朝这边摇了过来。姑娘们上岸，便和小伙
子们会合在一起，笑声、歌声随即飞起，江
岸上一片热闹。

我们还是没有走过去骚扰他们。他们
勇敢地冲破了江水的阻挡，会集在一起，很
不容易。他们很幸福、很快乐，谁也不该骚
扰他们。

俗话说：“秋风起，菱角香。”秋天一到，菱
角到了收获季节。

菱角是南北方都很普遍的水上植物，也
是人人都爱吃的时令鲜食，因此，古代文人留
下了很多采菱的诗词。“秋日心容与，涉水望
碧莲。紫菱亦可采，试以缓愁年。”这首流行
于江南的《采菱曲》为南朝江淹所作，柔美细
腻，婉转动听。一群妙龄女子头戴斗笠，吟唱
着轻柔舒缓的曲子，划着一叶扁舟，卷起衣
袖，露出凝脂般白皙润滑的手臂，弯下腰肢去
水面采菱，勾画出一幅美轮美奂、勾人魂魄的
采菱图。江淹说采菱可缓解忧愁，观赏如此
婀娜多姿的女子采菱，谁还有忧愁呢？所以
张九龄说“兰棹无劳速，菱歌不厌长”，看秀女
采菱，曲子要慢慢欣赏，再长也不厌烦。刘禹
锡就曾写过一首很长的《采菱曲》，其中写道：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荡舟游
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多逐胜纷相
向，时转兰桡破轻浪。”描绘了女子采菱的情
景。当温庭筠看到满塘的“菱荇”和有人乘船
东归时，缕缕乡愁萦绕在胸间，勾起了他思乡
的愁绪：“湖上微风入槛凉，翻翻菱荇满回
塘。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芦
叶有声疑雾雨，浪花无际似潇湘。飘然篷艇
东归客，尽日相看忆楚乡。”明代诗人张元凯
的《采菱词》则犹如一幅绝妙的采菱图：“菱角
何纤纤，菱叶何田田。……娇容入花乱，素腕
随荇牵。要住语绸缪，风动裙带偏。”

不知你注意观察了吗？有菱角的水面必

有芡实（俗称鸡头米），它们好像是一对孪生
兄弟，杨万里的《食菱》诗曰：“鸡头吾弟藕吾
兄，头角崭然也不争。”笔者的老家尽管地处
北方，但是河流、坑塘众多，每到夏秋季节，远
看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碧绿色的叶子，叶子
下面结满了红红的菱角，大的像牛头上的两
只角，小的长有四个刺角，拥拥挤挤，密密麻
麻。而鸡头米的叶子像是睡莲，安静地躺在
碧波之上，芡实则像是鸡头，立在水面上，开
着各种颜色的花。

古时，菱芡均是粮食，《光绪顺天府志》记

载：菱角“生啖不甚甘脆，惟蒸曝亦可充粮。”
夏末初秋之际，正是采摘菱角和芡实的最佳
时节，此时食用菱芡，新鲜味美，营养丰富。
菱角皮脆肉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
肪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利尿通
乳，止渴，解酒毒的功效，蒸煮后剥壳食用，亦
可熬粥食。唐代诗人白居易对菱角的美味赞
不绝口：“嫩剥青菱角，浓煎白茗芽。淹留不
知夕，城树欲栖鸦。”芡实营养价值高，美味可
口，是滋补的佳品，除食用外，还可酿酒。根、
茎、叶、果均可入药。宋代诗人葛胜仲对芡实
情有独钟：“盘里明珠芡实香，尊前堆雪脍丝
长。”

明人江盈科有一篇《北人食菱》的短文，讲
述了一个不认识菱角的北方人在南方做官，“席
上食菱，并壳入口”。有人提醒他说“食菱须去
壳”，可是他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掩饰说：“我
非不知，并壳者，欲以清热也。”有人问他北方产
此物吗？他云山雾罩地说：“前山后山，何地不
有！”此短文尽管是讽刺不懂装懂的人，但可见
自古就有食菱的习俗。古人有很多食用“菱
芡”的诗词，如“菱角鸡头应已厌，蟹螫马颊更
勤餐”（苏辙），“菱角鸡头荐晚杯，诗成不受片
云催”（苏泂）等。民俗学者邓云乡在《菱角》一
文中写：“生时绿中泛红，煮熟后呈褐色，吃起
来极其鲜嫩。”金云臻先生对芡实的美味有描
述：“芡实有老、嫩、二苍之别。老者绿中带紫，
嫩者浅黄，只有二苍呈碧绿色最中吃。……沉
李浮瓜都缺乏它的隽永之致。”

鼾
■ 崔鹤同

我起夜 像个小偷
蹑手蹑脚 生怕踩疼她
均匀而沉稳的鼾
还有 她甜美的梦
当然对此 她一无所知
就像夜 并无破绽
她起夜 像我一样
又如鱼翔浅底
没一丝波澜
其实 我醒着
也装着熟睡的样子
漾起轻微的鼾
让她 有一种安全感
午夜 熟悉的鼾声
是生命在歌吟
幸福在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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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词，说到花间派，还是得说说温庭筠。
由唐诗而宋词，由一座高峰到另一座高峰，得力
于温庭筠。从晚唐走来的温庭筠，致力于词的创
作，使当时被视为“小技”之词，取得了与诗并行
共尊的地位，联镳驰骋，各领风骚。

温庭筠在创造词的意境上，表现了别无二致
的才华。他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景物构成艺术
境界，表现人物的情思。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
相映”镜像，不仅衬托出人物的如花美貌，也暗示
她命薄如花。又如“斜晖脉脉水悠悠”的凄清，暗
示远行人的悠悠不返，辜负了闺中人的脉脉多
情。再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杨柳又如
丝，驿桥春雨时”等，均表现得含蓄而耐人寻味。
这里面的不明朗，颇有现代朦胧诗的意味。温庭
筠作词，非常讲究字句的修饰和声律的谐协，让
词作更具文采与声情。可以说，温庭筠的花间词
开了词体裁的先河，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花间词人
的开拓者、带路人。

作为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的词侧重
于写艳情离愁，秾艳华美。他常写旅愁闺怨，合
欢离恨，其文字富艳精工，对后世词作有很大影
响。因此派生出来的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
祖。

温庭筠写词，跟他的境遇有关。他出身于没
落贵族的家庭，终身困顿，晚年才任方城尉和国
子监助教。因此他长期出入歌楼妓馆，《旧唐书》
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正因他精通
音律，熟悉词调，所以，他在词创作上的艺术成
就，远在晚唐其他词人之上。如他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
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
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首词写女子初醒的容态
和起来梳洗打扮的生活片段，充分体现了鲜艳精
工、富丽堂皇、流金溢彩的特点。后被词曲爱好
者改编为同名歌曲。

唐宣宗爱听《菩萨蛮》词，让宰相令狐绹觅
词。令狐绹便让温庭筠代写了好多首，这是其中
的一首。词中，妇女服饰华贵，容貌艳丽，体态娇
弱。全词既适应那些唱词的宫妓的声口，也展现
了醉生梦死的没落王朝最后的繁华。温庭筠写
的《菩萨蛮》系列，上承南朝宫体诗风，下替花间
词人开道，题材相当广泛。

《菩萨蛮》词系列，是为讨好宣宗所作，令狐
绹让代笔的温庭筠不要向外声张。但温庭筠是
性情中人，偏是到处张扬。加上“金步摇”“玉条
脱”一事，他当着宣宗抹了令狐绹的脸面，让他下
不了台。如此，令狐绹对温庭筠痛恨有加。在
855年温庭筠应科考的时候，身居要职的令狐绹，
不但使温庭筠黜落，还扣上了“搅乱科场”的罪
名，所谓“搅乱科场”，就是暗中帮了八个人的
忙。自此以后，温庭筠绝了应试之心，不再牵念
名缰利锁。

就这样，人生失意的温庭筠日趋颓放，频频
出入歌楼舞榭饮酒填词，词大多为闺情绮怨，呈
秾丽绮靡之态。

温庭筠是怎样描写闺情的呢？且看《望江
南》：“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
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梳洗罢，独倚望江
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
洲。”再如《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
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
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
明。”这些词，表现妇女的离愁别恨相当动人。由
于温庭筠在仕途受挫，对于不幸女性的处境有所
同情，他的描绘也流露了自己在统治集团里被排
挤的心境。他独具意境的词作，赢得了众多不幸
女性和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偏爱。

温庭筠词不乏清新质朴、明快自然的作品，
那些颇具唐人绝句神韵的小词，含蓄精练，意味
隽永，如《南歌子》：“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
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词中，待嫁
的女子，带着心爱的金鹦鹉，穿起了绣着凤凰的
彩衣，暗中左顾右盼，偷偷打量，心想就这样嫁给
他，作一生的鸳鸯吧。这首小令，明丽自然而富
于情韵，所描写的青年男女恋爱情节及其所表
现，既缠绵而又真率，颇具民歌风味，新鲜活泼，
婉约含蓄。可以看出，温庭筠是一个多面手，可
以写出各种不同风格的词，就像百花园中，既有
深红浓绿，又有清新淡雅。

温庭筠的“花间词”对词的发展有不可抹杀
的作用。虽然多偏于闺情，伤于柔弱，过于雕琢，
对后来词人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属于他的艺术
表现手法，是令后来者望其项背的。王拯《龙壁
山房文集忏庵词序》评价说：“其文窈深幽约，善
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
为独至”。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有云：“词有高
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
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张惠言也说：“飞卿之
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蕴酿最深，故其言不怒
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
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
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而
刘熙载在《艺概》说得言简意赅：“温飞卿词，精妙
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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