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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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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
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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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侧翼

《千家诗》与海南

史鉴典录
《千家诗》是
古代蒙学读物
“三百千千”
（即
《三字经》
《百家
姓》
《千字文》
《千
家诗》
）的重要构
成 ，由于朗朗上
口、易学好懂、题
材丰富 ，备受人
们瞩目、流传甚
广。
《千家诗》诞
生不久就传播到
海南 ，成为人们
了解社会和学习
诗歌创作的范
本。很有意思的
是 ，尽 管《千 家
诗》中的诗人多
为唐宋时期 ，却
有好几位曾经来
到海南 ，而且还
出现海南本土诗
人 ，和海南的缘
分匪浅。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
中原文化对海南
的影响 ，同时也
证明了海南本土
文化开始产生全
国性影响力。

好竹连山觉笋香
苏轼七绝传千古
苏轼“历典八州”
“ 身行万里半
天下”，晚年以老迈之躯来到海南儋
州。谪儋期间，苏轼在敷施文教同
时，坚持勤奋创作，
“和陶诗”代表了
他晚年创作的最高成就，亦是古代
海南诗歌创作的重要构成，同时也
为海南本土文人创作提供了绝好示
范。
《千家诗》号为“千家”，实际上
选入 122 家，以唐宋诗人为主，其中
唐代 65 家，宋代 53 家。在入选诗人
中，杜甫的作品最多，计 25 首；其次
为李白，计 8 首；苏轼入选 6 首，为第
三名，位列宋代诗人之首。
《千家诗》
分为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各一卷，
苏轼入选的 6 首诗歌均为七绝，千百
年一直为人们传诵。
《春宵》：
“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
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
秋千院落夜沉沉。”花儿散放着醉人
的清香，月亮投射出朦胧的阴影，这
种春夜美景值得倍加珍惜。楼台深
处，轻歌曼舞，人们沉醉其中。不知
不觉已至深夜，只有挂着秋千架的
庭院一片寂静。
“ 春宵一刻值千金”
更是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苏轼善于从平常景物中发现
美，稍经点染便成佳作。
《饮湖上初
雨后晴》：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
浓妆总相宜。”在他看来，无论是晴
日，还是雨中，西湖美景让人流连忘
返。
《冬景》
（又名《赠刘景文》）：
“荷

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
一 年 好 景 君 须 记 ，最 是 橙 黄 橘 绿
时。”虽然面对的是深秋初冬的萧瑟
景象，荷花凋谢，菊花已残，但是让
人 感 受 到 硕 果 累 累 的“ 橙 黄 橘 绿
时”，是其他季节无法比拟的。这是
对大自然馈赠的深情礼赞，更是对
老朋友刘景文的开释，浅切晓畅却
又饱含深意。
东坡的《海棠》由景及人，生动
传神：
“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
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
烛照红妆。”袅袅东风让人感受到浓
浓的春意，花朵的清香弥漫在朦胧
的雾中，月亮慢慢转过回廊，夜色越
来越浓。赏花之人对海棠是百看不
厌，生怕花儿在深夜睡去，因此点起
蜡烛照着海棠的美丽容姿，体现出
对 海 棠 的 深 深 痴 恋 。 苏 轼 的《花
影》：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
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
送将来。”太阳落下去了，还有月光，
花的影子始终显现在瑶台上。只要
心中有爱，好景常在！
即便是在朝堂之上，苏轼也有
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比如《上元
侍宴》：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
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
云捧玉皇。”月淡星稀，御炉飘香，廷
臣鹄立，都在等待皇上驾临。虽为
应制的颂扬诗，但非常得体，有君臣
之仪，却无阿谀之意，有富丽堂皇，
也有庄重肃穆，
非大家不能为。

惠洪年少有诗才

清代画家蒋溥绘的《东坡诗意图册》，其中有帧
《秋景山水》描绘的是苏东坡很有名的两句诗，
“一
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
资料图

惠洪又被称为洪觉范。他对古
代海南的影响，莫过于那首《初到崖
州吃荔枝》：
“口腹平生厌事治，上林
珍果亦尝之。天公见我流涎甚，遣
向崖州吃荔枝。”上天看到自己流口
水实在太厉害了，因此派往崖州（今
海南三亚）品尝荔枝。这首为海南
荔枝代言的诗作，是惠洪留给海南
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北宋大观四年（1110）八月，时
年 40 岁的惠洪到京师投奔当朝宰相
张商英，受到很高礼遇，他自己也经
常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不无得意
地自诩“我有僧中富贵缘”。但是，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政和元
年（1111）十月，因张商英罢相，惠洪
入开封狱，被褫夺僧籍，刺配海南朱
崖军（今海南三亚），直到政和三年
（1113）遇赦北返。
惠洪一生非常曲折。他 14 岁时
因父母双亡，依托佛门为童子，19 岁
于京师试经得度。曾经先后四次入
金陵、开封、太原、南昌狱，两次被褫
夺僧籍。入开封狱后，被褫夺僧籍，
刺配海南朱崖军，这是他一生中的
低谷。在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
作为出家人的惠洪选择了坦然面
对，这才有了为海南创作的《初到崖
州吃荔枝》。诗句明白晓畅，却饱含
深情，
尽显诗人才情和豁达之意。
《初到崖州吃荔枝》只是惠洪诗

歌中的一首，他众多作品被收入《石
门文字禅》中，既让人了解“江西诗
派”点石成金的创作风格，也能让人
理解禅宗“文字禅”的巨大魅力。如
此诗才的惠洪，自然会被很多人推
崇 。 他 的 七 律《秋 千》入 选《千 家
诗》：
“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
楼前。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
人上天。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
挂绿杨烟。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
蟾宫谪降仙。”
北宋熙宁四年（1071），
惠洪出生
于江西筠州新昌县。由于江西有着
良好的
“耕读治家”
传统，
年少的惠洪
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
有着较高的
文学素养，他曾自道“我生少小善诗
律”。
《秋千》这首诗是惠洪 14 岁时在
学馆读书时创作的，
成为几百年来人
们竞相传诵的名篇佳制。
《秋千》通过明快的色彩、鲜活
的形象以及盎然的生气，把大自然
和佳人写得情致生花，香艳无比，却
又浑然一体，让人过目难忘。难能
可贵的是，诗作虽然名为“秋千”，但
是却集中笔墨描写“佳人”，彰显她
宛若天仙的气质，属于咏物诗的上
乘之作。惠洪年少才气可见一斑。
但是时隔几月，惠洪就遭遇父母双
亡的人伦悲剧，不得不选择踏入佛
门的生活。人生之际遇，真是令人
扼腕而叹。

笔砚清玩

宋代儋州真率会
折彦质与

史志琼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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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西周初期的帝王，吸取了商朝因酗
酒而亡国的教训，严厉禁酒。由于这个
缘故，很多在商代盛行的酒器，到西周
以后便逐渐消失了。
这 件 册 方 斝 ，体 方 ，有 盖 ，颈 部 略
收，鼓腹，底微凸。腹一侧有鋬，与鋬相
邻两侧口沿上立二方伞塔形柱，腹下四
足外撇。盖平而薄，正中有二鸟构成之
拱形钮，二鸟相背而立，鸟头向外，冠相
连。盖上饰二兽面纹，鋬上饰一兽首。
腹部每面之主纹为一组大兽面纹，回形
纹为地。腹上颈部及伞塔形柱帽上均
饰三角纹，角尖向上，四足饰蕉叶形夔

■ 陈有济
建炎元年（1127），出身将门的折彦
质（约 1080—1160）因战场失利被贬儋
州（时称昌化军）。告别金戈铁马的折彦
质，
在海南过起了吟诗作赋、
交友文人的
生活，
在儋州文化史上做出了功绩。
折彦质在儋州期间，倡设真率会，
他与儋州的文人相约，定期举行真率
会，让大家有一个品茗饮酒、诗文唱酬
的定期集会。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
胜》对这件事做了记载：
“（折彦质）至

白玉蟾诗咏早春
在宋代海南，白玉蟾当然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物。他是海南第一个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文化名人，
更被尊奉为道教南宗五世祖，可谓是声名赫赫。
出生于海南琼山的白玉蟾，少年即有诗才。据
说，他 12 岁到广州参加童子试，主考官命他以“织
机”为题作诗一首。白玉蟾应声而作：
“ 大地山河作
织机，百花为锦柳为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
天外飞。”这首极富想象的诗作惊动了主考官，但是
被认为狂妄而落选。不公正的待遇使得白玉蟾厌倦
了科举考试，转而喜欢上了神仙的变化之道。16 岁
时，白玉蟾离家云游，到儋州松林岭修炼，正式踏入
道教，23 岁只身渡海到大陆各地求师，足迹遍及中国
南方，
留下诸多传说。
如果说导致白玉蟾科举落选的《织机》诗还只是
一个传说的话，他的七绝诗《早春》被收入蒙学经典
《千家诗》，则是他才气逼人的真实体现。
《早春》如此写：
“ 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
粉些。淡淡著烟浓著月，深深笼水浅笼沙。”南面向
阳的梅枝已经绽放三两朵花，正是早春季节。此时，
天降祥瑞，来了一场雪，这使得绽放的梅花不再孤
独。在月下的雪地里体会梅花散发出的清香，赏玩
梅花的洁白，可谓是惬意无比。初开的梅花，深浅有
别，夜雾和月色附在花朵上，或者像笼罩着寒冷的
水，或者像笼罩着明净的沙子，各有情趣。诗人在朦
胧美中，将花、雪、烟、月、水、沙等连成一片，融为一
体，自有一番诗情画意在其中。
白玉蟾云游全国各地，最后入住福建武夷山止
止庵。这首空灵的《早春》应该是描写江南的早春气
象，属于他成熟时期的诗歌代表作。尽管长年漂泊
在外，白玉蟾对家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他在《华阳
吟》中写道：
“家在琼州万里遥，此身来往似孤舟。夜
来梦乘西风去，目断家山空泪流。海南一片云水天，
望眼生花已十年。忽一二时回首处，西风夕照咽悲
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情，是白玉蟾留给我们的
一笔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曾庆江，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纹。本器是一件装饰华丽、造型优美的
珍品。本器铭文只有一“册”字，铸在器
内底上。这种单一的铭文，大都是作器
主人名或氏族徽号。
像本器这样束颈鼓腹的四足斝大
都出自安阳，且绝大多数已流散至国
外。这件现为国内仅存，于 1975 年安阳
妇好墓出土的一件有盖小方斝，与本器
近 似 ，据 此 ，本 器 也 应 是 商 晚 期 铸 造
的。铜斝还有另一种型式，就是商晚期
出现的分裆斝。这种型式延续到西周
初期还在铸造，
以后就绝迹了。
（图文经授权摘自《故宫国宝 100 件》
）

郡，与儋士许庭（廷）惠辈效温公真率
儋州太守李行中的支持。
《舆地纪胜》记
会，为乡约，
每五日一集。
”
载：
“（折彦质倡真率会，
为乡约），
太守李
所谓真率会，是宋代文人宴饮聚会
行中与焉。”现存海南最早的方志《正德
的一种流行形式，最早由司马光、范纯
琼台志》卷三十一《秩官下·儋州》亦载：
仁诸友于元丰六年（1083）闲居洛阳时 “（李行中）与折彦质乡约。”身为儋州最
所创，尔后仿慕者不断。
“真率”一名，形
高长官的李行中亲自支持，使真率会带
容宴饮的简单朴素、宾主的坦诚相待，
上了官方的色彩，
更具影响力。
讲究朴素的饮食、简便的礼节和坦率的
需要指出的是，真率会并非单纯的
心情，便于备办而易于持续，又具有强
文人间自娱自乐的酒会，而是带有劝导
烈的娱乐性。
百姓习书知礼的目的和作用。
折彦质设真率会的倡议，不仅获取
宋代的真率会分布很广，举办地
儋州的文人士子的赞同，也得到了时任
点 散 布 在 洛 阳 及 多 地 ，参 加 人 数 众
■■■■■

清明节前后乃品尝春笋的最佳时令。被文人
称为
“四君子”
的梅、
兰、
竹、
菊，
分别象征着
“傲、
幽、
坚、
淡”
。而竹幼时是笋，
笋也因而受到文人推崇。

古代文人笔下的笋

册方斝
商（前 1600—前 1046）
通柱高28.5厘米，
口径纵11厘米，
横
13.3厘米，
总宽16.2厘米，
重3.12千克。
器名斝（音甲），是一种既可盛酒又
可加温的酒器。这种铜器的铭文，一般
字数很少，没有自名。铜斝最早出现于
商中期，亦源于陶斝。早期的铜斝多为
圆形。商迁殷（安阳）后，铜器制造得多
了，型式亦发生变化，出现了方斝。青
铜酒器在商代之所以最盛行，是因为商
朝人嗜酒。王公贵族的生活风尚是日
夜狂饮。尤其到了商代最后一个皇帝
纣王，因“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而亡

■ 韩希明

多。以数量而言，宋代真率会目前可
考的有三十多个，而在当时的海南，目
前可知仅儋州一地出现了真率会。与
其他地方的真率会相比，儋州真率会
创立的年代较早，延续时间很长，这无
疑对这一时期儋州的吟唱风气和民风
民俗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时儋州的不
少诗歌便是在真率会的雅集上创作出
来。
由此看来，创办真率会，并定为“乡
约”
，
这无疑是一代名将折彦质对宋代儋
州文化的重大贡献。

苏轼的《和黄鲁直食笋次韵》诗云：
“ 萧然映
樽俎，未肯杂菘芥。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
写出了笋的傲然之态。
李光的《忆笋》诗云：
“暮春杜鹃啼，茁茁蓬麻
稠。冒土出羊角，穿篱露猫头。”
细致描摹了春笋
出土的生动景象。杜鹃鸟啼叫的时候，茁壮的春
笋密密麻麻地露出地面。细的像羊角，粗的像猫
头。
“紫蕨性阴冷，荻芽体轻浮。爱此凌云姿，不
与凡卉俦。”比较而言，紫色的蕨菜本性寒凉，荻
芽又太嫩了，不耐咀嚼。就喜欢春笋这样有凌云
的志向，跟一般的花花草草大不一样。
“乡味不可
忘，坐想空涎流。”
身在他乡，思念故土，想起家乡
春笋的味道，
忍不住要流口水。
范公偁的《过庭录》也记载：
“邵伯恭侍郎守长
安，
既去久之，
以书抵亲，
识曰
‘自去长安，
唯酥梨、
笋时复在念，
其它漫然不复记忆’
。可谓风流矣。
”
陈普有一首《笋》诗，长达 790 字，写笋的风
貌，
“书窗媚幽独，万竹真我仪”
，
“斐亹弄月阴，挺
拔出风姿”。写笋的品质：
“冰霜茂摧挫，生意自
有时。”
描绘笋出土时的势能：
“震雷摇蛰虺，千根
同发机。迸芽带珠露，裂地拆伏龟。”
写笋破土生
长的不易：
“艰给或避石，奋逸或攒篱。”
写笋的美
味“直是慰肝脾”
，
“作羹厚于菜”
，把笋引为知己：
“携琴对此君，三叹钟期希。
”
陈造更是因为喜欢竹子的风貌而舍不得吃
笋。他的《爱笋》先是描绘春笋：
“犀非犀，
玉非玉，
拂
拂轻霜浮脆绿。披箨含梢欲成竹，娟娟袅袅森可
束。
”
接着，
诗人说：
“少忍充庖得补林，
主人为目不为
腹。
”
为的是：
“官闲尽日据胡床，
乐与此君同避俗。
”
生活清贫，不可能囤多少食材，储备不足；缺
乏种菜的园地或者园地有限，就只能季节时令有
什么吃什么。能够应时品尝最新鲜的笋，是上天
给予老百姓最善意、最体贴的馈赠，
“稽山笋蕨正
尝新”
（陆游《晚春》），说的正是这种生活状态。
黄庭坚的《春阳》诗云：
“竹笋初生黄犊角，蕨芽已
作小儿拳。试挑野菜炊香饭，便是江南二月天。
”

食笋令春光更美好
挑野菜，
挖春笋，
菜鲜饭香，
顿觉春光更加美好。
“早笋渐上市，青韭初出园；老夫下箸喜，尽
屏鸡与豚”
（陆游《春晚书斋壁》
），春笋端上桌，诗
人拈起筷子，心情就很愉快，连平常难得见到的
鸡肉猪肉都当看不见。
有笋可吃的这个季节，真的是一段美好时
光：
“草茅晦小隐，笋蕨供大嚼”
，
“晓厨寻晚笋，客
供摘新菘。舌下清肥足，何劳细肋供”
（曹勋《山
居杂诗九十首》
）“
。芼羹箭笋美如玉，点豉丝莼滑
萦箸”
（陆游《春游至樊江戏示坐客》
）“
。催唤比邻
同晚酌，旋烧筀笋摘青梅”
（陆游《东园小饮》）。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苏轼《初到
黄州》）。充分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拄腹撑肠未
云足”
（陈造《食晚菘新笋》），即便是离乡背井的
漂泊，有了笋，思乡似乎也没有那么苦，
“杯羹最
珍慈竹笋”
（陆游《初到荣州》），
“ 怪来今晚加餐
饭，一味庐山笋蕨香”
（杨万里《梳头看可正平诗
有
“寄养直时未祝发”
等七篇戏题七字》
）。
笋的时令性很强，黄庭坚《食笋十韵》描写春
笋出土的情景：
“茧栗戴地翻，觳觫触墙坏”
，出土
的春笋，生长速度特别快，春风一吹，春雨一浇，
很快就长高长结实。诗人们希望能够长久享受
笋的美味：
“一岁可能三百把，骨青髓绿配松仙”
，
“风神肯慢吹成竹，市老能教省直钱”
（冯时行《和
食笋二首》
）。黄公度《谢傅参议彦济惠笋用山谷
韵》盛赞笋的鲜味之后，笔锋一转：
“预恐吹作竹，
明日东风噫。急须驱儿童，倾筐携采采。”于是，
“一心咒笋莫成竹”
（黄庭坚《戏赠彦深》
）。
现代人吃笋，有炒笋片、手剥笋以及把笋和
肉菜一起炖煮等做法，总之，
“野笋庖尤美”
（刘克
庄《送叶士龙归竹林精舍》）。有人喜欢炖煮，黄
庭坚《食笋十韵》“
：甘菹和菌耳，辛膳胹姜芥。烹
鹅杂股掌，炮鳖乱裙介”，和别的食材一起炖煮，
笋充分释放鲜味的同时，又吸饱其他食材的香
气，使得一锅菜的滋味都极其鲜美。
陆游的《成都书事》中有“芼羹笋似稽山美”
之说，用新鲜竹笋炖的菜羹，竟然还有了家乡菜
的滋味；他回到了家乡，又觉得“笋美偏宜蜀豉
香”
（
《村居初夏》
），认为炖煮春笋，再加上特色调
料，这样的烹调是最合适的。方凤《答柳道传饷
笋》诗云：
“和以芹根及薤芽，醯盐澹著香无涯。”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据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鲜嫩的竹笋，裹
上加了调料的面糊，油炸至金黄色，甘脆可口，这
叫“煿金”；有人把笋切成薄片，和白米一道煮粥，
味道也非常好，这叫“煮玉”。著名的济公，也就
是僧人济颠《笋疏》中说的“拖油盘内煿黄金，和
米铛中煮白玉”
，就是这两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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