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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中华诗是情思美、声韵永、文采彰、
境界高的综合与升华，是以魅力最大，涵
咏无穷，其上品真不愧是通肝沁脾，生香
满颊。

我对诗的因缘大致可分为四项追
求：由习作为始，进而笺注辞义与研究中
华诗的理论文献，笔录之外，又兼口讲
——此已属鉴赏的层次了。第四项也不
能忘掉我的“译诗”，这包括英诗汉译、汉
诗英译，加上“语体译（古诗）”。

为诗作注，我有三次经验，即白居
易、范成大、杨万里三部选注。后来知此
事太“苦”，得酬反最少，实在觉得时间精
力上都太“划不来”了，遂放弃此道不复
为之。

若问“苦”在何处？那可万言难罄。
诗人的时代身世一切经历要了解，诗篇
的作时作地、心情背景要清楚，所用的文

辞典故经史出处要熟悉——还要对这位
诗人的“脾气”与“手法”也十分洞晓。这
简直包罗百科万象，三才九畴，须“万知
万能”才行！

因此，每一条注，都非世人所想的
只查查字典辞书、抄上几句就行了；实
际问题百般千头万绪，难度时时卡在笔
头——要去作一个大考证。如此，每条
注几乎就成了一篇学术论文的“提要”
与“浓缩”——变成极少的几个字、几句
话，而出版稿酬是按“字数”核付的。我
记得当时这种费力的笺注每千字只给
两元钱。
这“太苦”的实际就是如此，毫不虚夸。
我的范、杨二注，颇得佳评。香港中

文大学牟润孙老教授对人说：“注诗推周
汝昌，如不能像人家这么注，简简单单，
草率粗陋了事，那就等于误人子弟。”他
老的话可能说得太重了，我不敢承当如
此过奖，但这是一种老学者的反响，也不
应置而不论。

至于讲诗，那比较容易举读者聆者

的反响，事例更多，今叙其一二。
讲诗词，当然也与我上课堂授翻译、

上讲台说红学是一个道理，但更需要口
才（表达能力）与诗心（体会感受）的交互
传流，实非易事，但我的讲倒是成功而受
欢迎的。
有一次，到贵阳去参加红学研讨会，

那儿高校一位教授系主任邀我去讲诗
词。我就选取了秦观的《满庭芳》“山抹
微云”这首名作给中文系的师生讲说如
何赏析一些要点。我给听讲者指出：此
词的精彩全在上半，而出版的解注大抵
强调这是“写景”的“能手”佳作。其实错
引了路——这是一首伤离惜别的痛词，
怎么能把重点放在写“景”上？
我从“山抹微云”的“抹”字，“天连衰

草”的“连”字，“暂停征棹”的“暂”字，“聊
共引离尊”的“引”字讲起，即先看词人选
字的精义，由此而引向整体的章法意旨。
抹是画法和装饰用语。连字有版本改作
“黏”字，许多讲者以为精巧，而连字太
“普通”了。我说：不然，词人是写极目望

远，遥指别后行旅之“天涯”异地也，天与
草连，正即“天涯”之比喻，如何会有闲工
夫有心情去找一个刁钻纤巧的“黏”字？

下句的暂字，也正是看似“通常”无
奇，实则正写分别在即，转眼天涯，此刻
的稍停一晌，倍觉可珍可惜，可伤可痛！
把此字看泛了，就难说善体词人的心境
与笔法。

再下边一个引字，我指出此与饮字
音同神异：“饮”是个死字，“引”则表出了
姿态神情——如杜少陵名句“检书烧烛
短，看剑引杯长”，正是好例——如改作
“饮杯长”，就索然乏味了。这儿的字义、
字态，大有“死”、“活”之分，读古人名作，
此为一个重要或关键之点。

讲字一到适当的分量时，便立即打
住，而紧接提醒：讲单字单词是零碎的，
还须在贯联处用心赏会——
什么是贯联？贯联既是上下前后的

关系，又是文情进展的层次。
比如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若只顾

认上了一些“抹”、“引”等等，那又太窄太
支离了。要看到：“微云”从一开头就伏
笔暗写天色趋晚，所以城楼上画角随即
报时了。然后，“烟霭纷纷”，暗承“微云”
而来，写出暮霭苍茫、晚烟暗起的天时气
色。（当然，此乃双关，既形容“旧事”，又
传送暮景。此亦不可不知。）
再然后——这才“逼”出“斜阳外”的

归鸦觅树、人到息（作息的息）时 (待续）

◆诗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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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熟
白春来□

农家少闲月。少闲月的农家，再爱
美，却那得工夫种花？姑且把满园的庄
稼当作花儿种了，“种地如绣花”嘛。不
过，我老家的那个村庄，每到大麦成熟
的季节，家家门前、院边，却分明开满丛
丛簇簇的花，那花株高可丈许，花朵粉
红、桃红、大红、朱红、墨红、橙红……，
除了红的主色调，另外还有白、黄、雪青
等颜色。

那是在所有花卉里，最适合农家种
植的品种。其实根本用不着种植，人们
下田归来，只消顺手从路边花棵上捋下
些种子，撒在自家院边门外，秋天就会
长出苗来，那苗经冬不死，第二年春天
一准发芽长叶，夏天一准开花。而后，
它的根在地下伸展，种子在地面播撒，
家族越来越繁衍，天旱了，雨涝了，它完
全不用你操心，渴不死，泡不死，蓬蓬勃
勃，水水灵灵。有一天，你要清除掉，要
在它的位置上种向日葵了，这可麻烦
了：刨根，落下些缕根须，砍棵儿，丢下
几粒种子；第二年还得继续清除，否则，
不消几年，门前花海涛声依旧。也罢！
你只好认输，却又不服输，初春便采它

丝瓜叶般的嫩苗茹食，端的清香可口！
它学名叫蜀葵。而在我们那里没

人知道它的学名，只叫它“大麦熟”。在
聒噪单调的蝉鸣里，在喧闹嘈杂的鸟啭
里，大麦先于小麦成熟了，同一个夜晚，
或同一个白日，它开花了，像最诚挚的
恋人那样守时：大麦与大麦熟，庄稼与
花儿，就这样坚守着一个泰山般稳固笃
定的誓约，海枯石烂，地老天荒。见证
这个誓约的，是世世代代农民。花儿笑
了，大麦熟了，他们操起早已磨利的镰
刀，穿花拂柳向麦田走去。

麦田灿烂着的颜色，是画家凡高
惯用的那种热烈灼目的金黄。所不
同的是，凡高几乎所有画作里都弥漫
着向日葵的香气，向日葵是他的憧憬
他的向往，向日葵指引着画家理想的
神圣殿堂；而乡亲们镰刀飞舞的麦田
里，漂浮的是大麦熟的芳香。那芳香
从家家庭院门口飘来，飘过老槐树，
就夹带上槐花如雪的沁凉，飘过草
地，就捎来了马蔺蓝色的情调……你
反驳我，说粗朴的乡民怎么能感受到
这些微妙的诗意？

你错了。你听听乡民小憩时一边
磨镰刀一边哼出的小调：优美、质朴、
明丽，一如大麦熟带给田野的热情和
喜悦。

大麦熟随和、恳挚，它一反城里人
的规矩，任人摘任人采。它知道，忙碌
的庄稼人没有闲暇站在自己身旁，优哉
游哉地观赏吟哦。于是，它凭人随手摘
下带到任何地方。姑娘和大嫂簪到鬓
上，老奶奶摘下来做馒头的点色剂，我
们这些贪玩的孩子们则把它粘在自己
的腮帮子、粘在泥人的嘴唇上。你采摘
不完的，随着茎秆的拔节，它的花朵一
层高过一层地开放。

夏天过去了，花事结束，种子包在
一个绿色小包里，人们叫它“小馒头”，
入口，有淡淡的一丝甜味，好吃。秋后，
人们剥取它的秸皮代麻使用，把剩余的
花棵扔在草垛边。入冬了，它得到为村
人效命的最后机会，把全部的热量投入
灶膛，输入火炕，一边燃烧一边发出“哔
哔剥剥”的响声——

与乡民无比亲近的花儿，在生命尽
头发出的奏鸣曲，那么由衷，那么欢畅。

◆小小说

孟连中□

茴香馅儿饺子

吴涛考上了天津的一所大学。九
月份便迈入学校的大门。

四个月后，阳历新年不约而至。三
天的假期，他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农村的
老家，和爸妈一起过元旦佳节。

老天不作美，自放假的第一天起就
开始下雪。雪花飘舞着给人们的出行
带来了很多不便；给小小村庄铺上了一
层银色的地毯。

第二天的晚上，一家三口聊得很
晚。吴涛不停地叮嘱爸妈照顾好身
体，又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学校里的事
情。时钟敲到了十点，吴涛才起身回
屋休息。此时，妈妈对吴涛说：“涛
儿！明天该回学校了，早上吃啥饭
啊？妈给你做！”吴涛很随便地说：“吃
啥都行！其实我最想吃您包的茴香馅
儿饺子，可惜！这次吃不到了……”说
完，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会儿便进
入了梦乡。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话让爸
妈不能入眠。夫妻俩商量妥当后，急忙
穿上了衣服。老妈和面，老爸穿上雨靴
到村里的商店去买茴香，连敲了两家门
都没有开。他一咬牙，决定到镇上的副
食店去看看。此时，虽然雪花停止了飞
舞，但厚厚的积雪有半尺深，手电的光
在白雪的衬托下而显得微不足道。他

艰难地在雪中行走，六里的路程走了一
个时辰。当副食店内微弱的灯光映入
眼眸时，老爸惊喜地瘫坐在雪地上。

他急忙拨通了店老板的电话。由
于熟悉，所以没说几句话，店老板便打
开了店门。当老爸看到葱绿的茴香摆
在柜台上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买
完了茴香，老爸又深一脚，浅一脚地回
到了家中。他没有休息，立刻洗菜、切
菜，一小时后，圆圆的盖帘上就摆满了
饺子，夫妻俩这才会心地笑了。

早晨，当吴涛睁开惺忪的双眼去吃
饭时，老妈将一碗热气腾腾的茴香馅儿
饺子端到了面前。看到眼前的情景，吴
涛大吃一惊！他扑到老妈的怀里激动
地说：“妈！谢谢您啦！昨晚我只是随
口说说，根本没让您做，这大雪天哪弄
来的茴香啊？老爸受了不少罪吧？”妈
妈拍了拍他的肩头，饱含深情地说：“没
什么！只要你开心，我和你爸苦点、累
点都不是个事儿。涛儿！在学校里爸
妈不在身边，要照顾好自己。你知道！
我和你爸的身体都很好，还有能力赚
钱。所以，你吃饭不要对付，不要图省
钱，只有吃好喝好，才能保持充足的精
力去学习……”

老妈的话还没说完，吴涛就猛地跪
在了地上，泪水扑簌簌流下来……

吕家锐□

学诗与讲诗

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翩翩公
子，他是集诗、词、书画、音乐、篆刻、戏
剧、文学才华于一身的大师，他是著名
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
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
创作的名曲《送别》让许多人耳熟能
详，与之共鸣，口口传诵，他就是天津
当代名人李叔同（弘一大师）。

那年，在市工商局（现归入市市场
监管委）交流期间，有幸到位于天津市
河北区粮店后街的李叔同故居参观，
步入其中，被幽静的环境、悠扬的乐
曲、浓郁的文化气息所感染、所陶醉。
时值盛夏高温，汗流浃背，却不肯舍弃
一景一物，特别是其呕心沥血的文艺
作品。

李叔同故居分为园林和故居两部
分，复原了当时李家的生活场景，如铜
达钱庄、佛堂、起居室、洋书房、中书
房、意园，馆内陈列李叔同创办的中国
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与
友人的信件和数百张照片，室外艺术
展区还有牌匾、楹联、书法、篆刻作品，
其中“深情的回忆，著名音乐教育家刘
质平回忆恩师李叔同图片展”，让人饱
含热泪，唏嘘不已。

李叔同与刘质平名为师生，实同父
子。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
音乐和国画教师期间，慧眼识才，发现
了极富音乐潜质的刘质平，耳提面命，
悉心指点，倾注了大量心血。刘质平不
负期望，刻苦努力，长进飞快。在其东
渡日本深造期间，心无旁骛，潜心学
习。一日，刘质平突接家中来信，告知
因家境贫寒，无力供奉其学业，令其陷
入困境。李叔同闻悉，多方奔走，为其
争取“公派”留学资格，但终未成功。李

叔同当时的薪水每月105块银元，除去
各项开支所剩无几，但他毅然决定每月
拿出25块银元资助刘质平，并表示自愿
资助，无需偿还，并作为二人之间的秘
密。李叔同不仅在经济上资助刘质平，
而且在精神上给予特别呵护，二人书信
不断，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发自肺腑。

刘质平学成归来，终身追随李叔
同，老师皈依佛门后，依然深情回报，
笃实、虔诚，从不懈怠。李叔同委托其
保管的书法作品，视同珍宝，精心收
藏，从未丢失、损坏。在李叔同书写
《佛说阿弥陀经》16条屏时，刘质平伴
随左右，悉心侍奉，为老师研磨、诵读
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这一惊世作品
的问世，也蕴含着刘质平的汗水。

在极度贫困、颠沛流离时，刘质平
对老师的敬仰痴心不改，视老师的手
迹如生命。抗战期间，刘质平一家逃
难，他宁肯丢掉生活用的瓶瓶罐罐，也
不肯舍弃一件老师的作品。途中，突
降大雨，刘质平将身上的衣服脱下，盖
在珍藏李叔同书法作品箱子上，后又
将身子匍匐在箱子上，遮挡风雨，因受
寒染病，险些丧命。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生活多么
困难，刘质平也不肯抛售老师的手
迹。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
祥熙愿意出 500 两黄金购买李叔同
书写《佛说阿弥陀经》16条屏，被坚
拒。当时这笔款项在上海可以购买
四五栋别墅。

弥留之际，刘质平反复叮嘱长子
刘雪阳要保护好弘一大师的作品。刘
雪阳先生不负遗愿，将弘一大师的159
件手迹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平湖市人民
政府。

依依故人情
徐建国□

倾听钟声

掐丝珐琅是中国传统工艺品，至今已有
600余年历史。它不仅制作成本高，而且制作
工艺极其复杂，因此一直在王公贵族之间流
动，直到晚清时期才开始进入民间。

掐丝珐琅画脱胎于古老的景泰蓝工艺
品，是将宫廷御用珐琅技法移植到画板上的
特种绘画，主要由金丝及釉料点蓝制作而成，
8道纯手工工序，其中的白描、掐丝、着色是
最重要三个环节，也是构成掐丝珐琅画的灵
魂、骨骼及血肉。这种艺术被称为掐丝珐琅
釉彩画，又叫景泰蓝画。

于刚是“掐丝珐琅釉彩技艺”第四代传承
人。自幼喜欢美术，曾师承知名画家常跃波、
郭德岭先生，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功底，而一次
与景泰蓝的邂逅，使于刚深深地折服于这项
古老的技艺。

后随第三代传承人马玉元先生学习掐丝
珐琅技艺，经过不断锤炼技艺，他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掐丝珐琅釉技艺。其创作题材非常广
泛，涉及书法、花鸟、山水、人物、唐卡、静物等

多种题材。其作品高端雅致，别具匠心，不仅
布局巧妙，而且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形神
兼备，精美华丽、色彩明艳，被国内外各界人
士广泛收藏。

2016年掐丝珐琅《青花瓷》作为国礼，
赠与法国和俄罗斯首脑。2017年于刚荣获
天津工艺美术学会授予“掐丝珐琅艺术大
师”称号。2019年 4月天津博物馆定制的
《掐丝珐琅芍药雉鸡玉壶春瓶》屏风，参加
联合国日内瓦万国宫“古丝路建筑与当代
艺术设计展”。
技艺更上一层楼，于刚对掐丝珐琅釉彩艺

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他希望能通过自
己的努力为这项古老的技艺注入一丝“活力”，
让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摄影：唐文博

在时间中行走
在岁月里穿行
在历史深处闪耀
訇然长鸣

那是来自1921年7月
从那条著名的红船上传出的钟声
那是用锤子和镰刀一起敲响的钟声
钟声举一束光明 穿透大山
拨亮民间的灯火
那些在苦难中活着的岩石
从此睁开眼睛 看到了希望
那些在悲惨中挣扎的矿灯
从此有了思想 学会了燃烧

溯血源而上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汇成一条火把的河流
一支头戴红星的队伍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
从娄山关到大渡河、腊子口
从夹金山到松潘草地……
一个不屈的身躯旁
总会挺立着另一个无畏的身躯
一个坚定的足音后
总会紧跟另一个不回头的足音
一个英勇的灵魂下
总会站立起另一个英雄的灵魂
比钢铁更坚硬 比青铜更难腐蚀的
是鲜红的信念 追求理想的意志
它们的色泽和热量 注满穿草鞋的
革命
浩浩荡荡 转过一道弯又一道弯
从瑞金走到了杨家岭
从西柏坡走向了全中国

顺钟声而下
这是镀满十月灿烂的阳光钟声
是被春天的故事擦拭得明亮而激越
的钟声
是伟大民族复兴之手敲响得更加铿
锵而沉雄的钟声
在钟声下面 是清澈和呼吸 花朵
和果实
是犁铧和土地 是大潮和帆影 是道
路和弓琴
是上九天揽月
神舟号矫健地翅翼
是下五洋捉鳖
奋斗者呐喊出的深蓝梦

是汽笛穿越山岭高原喜悦的歌声
是一片片瑰丽的火烧云
是一阵阵浩荡的长风……
是从一个征程走向又一个征程
是从一个胜利迈向又一个胜利
是一个辉煌铸就了又一个辉煌
是一个奇迹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站在钟声内
站在钟声外
我们倾听钟声的颖语
倾听脉管里钟声的教诲
接受钟声箴言般的洗礼
听那灿灿波音
滔滔泻来 让我们重读新中国的本源
以我们无比的虔诚和崇敬
以我们无限的热爱和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