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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马匹匮乏，像陆游这样满腔热
忱赴前线报国的志士，往往只有驴子可骑。

“驴”频频出现在宋词之中。《大好河山可骑
驴》这本宋词词话，书名也由此而来。辛弃
疾、欧阳修、晏几道、苏东坡，一众词人在书
中一一亮相，作者随心走笔，妙趣横生又颇
有深意。

写李清照这样的旷世才女章节题目
居然是“为赌徒的李清照”，起初让人有
些错愕，然而通读下来，觉得这题点得
真妙。

一赌说的是“赌书”。彼时李清照和丈

夫赵明诚琴瑟和鸣，“总是在悠闲的午后，阳
光散淡地照进屋里，夫妻俩指着堆积如山的
图书，猜某个典故、某句诗在某书的某一页，

谁猜中了就能喝一盅新煮好的下午茶。这
赌注看上去不吸引人，但两人玩得兴高采
烈，以致连茶碗都打翻了，谁也喝不成。”然
而，这美好却很快被打破，新婚第二年，李清
照的父亲名列“元祐奸党”被罢官，作为奸党
子女，李清照被赶回了娘家，夫妻分居两年
之后才又得团聚。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

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

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有思念、有惆怅、有隐忍、有从容，但更

多的还是温婉深厚的爱意。这一时期的李
清照，虽说也有不如意，但总得来说与丈夫
举案齐眉，日子过得随心随性。

二赌说的是“打马”。李清照45岁这年，
靖康之难，金兵长驱直入中原。赵明诚危乱
中受命，赴江宁任职，李清照带着十五车“书
册古玩”去找他。次年八月，赵明诚染疟疾
身亡。李清照自此落了单，“陪伴她消磨时
光的，除了吟诗作词，竟然就是她打小就酷
爱的赌了。”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
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
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
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
托，然而却不尽然。

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

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

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夜晚无法成眠，本已在枕上落满伤心

泪，再加上三更时分下起了雨，雨点滴滴哒
哒地敲打着芭蕉叶，更显凄凉。自己是北方
来的中原遗民，怎么听得惯？那是一种飘零
沦丧的异乡之感。

三赌说的是“再嫁”。赵明诚死后第三
年，有个叫张汝舟的人出现了。进士出身、
斯文有理，对她百般呵护，进而求婚。也许
是觉得兵荒马乱有个依靠总是好的，李清
照再三考虑，最终答应下来，这算是她的一
场“豪赌”。婚后不久，李清照这才发现，张
汝舟只是觊觎她手中的古玩，见自己不愿
意轻易给他时，居然大打出手。李清照万
万没有想到婚姻生活竟然有这样的桥段，一
气之下，她把张汝舟科举作弊的事情告上官
府，申请离婚。婚是离掉了，可依宋代法律，
无论什么原因，妻子告丈夫，就得坐两年
牢。好在有朋友帮忙，李清照被关了几天后
又放了。

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

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

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一个婉约派的词人，柔弱外表下也有着

一股豪气，有着赌徒般强悍的决心，哪怕是
肉身跌入尘埃，也不肯把独立的灵魂和飞扬
的心性输出去。状告张汝舟之举让她再获
自由，然而生命已入暮年。回望一生，从诗
话情浓到颠沛流离，她该多么怀念曾经美好
的点点滴滴。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唐朝诗人王维，被后人称为诗
佛。他的诗作，读来就会进入静谧恬
淡的境界。我更喜欢他诗中入禅的
意境，翻阅家中泛黄的辋川籍，深爱
这首《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家世显赫，父辈在朝为官，

母亲是来自盛唐四大家族之一的崔
氏，名门望族的静好岁月仅到他九
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荣华不
在，母亲对他的教育一如既往，清
贫的日子练就了他诗画的造诣。
15 岁从山西济州来到长安，这“妙
年洁白 、风姿多美”的少年在长安
红极一时。开元九年科考一举夺
魁，这年他20岁，被朝廷封为“太乐
圣”，为官半年，因冒犯尊上，被贬
为仓库管理员，后请辞回乡与妻团
聚。夫妻二人琴瑟和谐，然天有不
测，他 30 岁时，妻子难产，天人永
隔。他对妻钟爱没有续娶，膝下无
子，独居半生。

王维中年以后即厌尘俗，信奉佛
教，他不求人知，只求自己心会其
趣。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与不幸的
家事，使他看淡得失，开始了游历人
生。他倾心山水，40岁来到辋川，买
下宋之问的别墅，略加改建，成了他
的世外桃源。从满怀抱负到淡泊名

利，用不凡才学和对生命的追求谱
写动人篇章，平复世人心灵。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
之画，画中有诗。”这是苏轼对王维
的评价。我更喜欢他的淡然纯朴，
可以深切感受他的佛性，修身养
性，享受孤独。他知道这是自己的
乐事，是那种放荡不羁、桀骜不驯，
带着一股潇洒的寂寞。“独”和“空”
的精确表达，正因为没有志同道合
的人，写下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的壮丽诗篇。正值壮年，不
追逐名利，独居南山，享受属于自
己的志趣生活，宁肯清贫自乐，不
愿浊富多忧。

他似一位逍遥的仙人，与生俱来
就有一种顺随的柔韧精神，以豁达之
心开拓诗意、以愉悦之心抵御困苦、
以平常之心待万物，不去刻意寻幽觅
胜。他超脱的心灵高度，从诗作中纷
至沓来，内心富足又非不食人间烟
火。没有刻意描写山水景象，而用笔
下文字绘出心境，描出非常人所能及
的宁静，令人在自然之美中窒息。他
的人生境界早已不被红尘束缚，牵动
着阅读者的心弦。

读了他的诗，知晓他的境遇，感
悟他的佛性，深深浅浅的道理化作血
液激荡在心底，我便知：人生多坎坷、
生活多风雨，在清风明月间，在尽数
失去时，浮沉起伏，万象皆福运。看
淡得失，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心、贪

欲之心，看清命运的走向，通透便是
归宿。
(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蓝田管理所）

味摩诘诗韵 文 / 张含露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相思》流传久远，打动

了许多少男少女的心。以前，我
们只知道王维是一位著名的山水
田园诗人，孰不知他居然是一位
多情的诗人。春天到了，一颗颗
鲜艳的红豆，仿佛吐露着浓厚的
深情，寄托着作者的相思，这相思
或许是在牵挂友人，或许是在眷
恋故土，或许是在思念爱人，或许
是在回忆难忘的一段时光。相思
心切啊，就将这红豆装在信封里
寄给远方的那个人，看到这颗红
豆，也就看到了一个人的真心。
深刻的相思不只是思念难忘的那
个人，更有那段难忘的时光和那
个难忘的年代。

王维这首诗是对朋友思念的
倾诉，但是相思其实是有很多种，
所以说相思不是我们理解的就一
定是要有情人之间的或者是亲人
之间的，它可能是一种很宽泛的
情绪表达。其实王维这个人是个
深情的人，他很擅长写“情”，譬如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才十七

八岁，就能把身在远方思念亲人
的感情写得那么贴切。那么具体
到这首诗可能是一时之作，一个
场景忽然触动了他或者因为红豆
是坚硬的便于保存，给她写一封
信，然后把这个红豆放在信封里
寄去。为什么他说“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红豆是一种信物。
信物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是一
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比方说君子
的玉佩，这就是信物，剑、发簪、
镜子，古代军队里的虎符都是信
物，所以信物实际上是中国人的
一种君子之约，承载着千百年来
中国人的道德信仰。红豆更是一
种符号，年年岁岁只要看到这颗
红豆，你就知道有人在思念，只要
寄出这颗红豆，就有人知道你在
思念她。

中国传统文化是深厚的，美妙
的，做中国人是幸运的。信物，中
国诗词中的君子之约，既是一种文
化，又是一种情感，就让人与人之
间最美好的情感，世界上最美的一
道风景陪伴我们走向远方。

（作者供职于西渭分公司临
潼管理所）

红豆，诗词中的文化符号
文 / 王 健

绣球花 谢榛
高枝带雨压雕栏，
一蒂千花白玉团。
怪杀芳心春历乱，
卷帘谁向月中看。
谢榛是明代中叶“后七子”中的

一位，浅读他的诗会发现从风景诗、
禅悟诗、羁旅边塞诗、国计民生诗、
亲情友情诗应有尽有，称得上全能
诗人。

“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
征尘何日静，古戍几人闲？”

“岁暮银台应感叹，
几人封事为苍生？”

“人吹五更笛，月照万家霜。”
“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
“书剑自怜多病客，
江湖同是放歌人。”
谢榛的诗论也非常人能比，《四

溟诗话》中至今广为引用的一句是
“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
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
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他还
很喜欢给前人改诗，例如刘禹锡、宋
之问、白居易。

刘禹锡《怀古》诗曰：“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或易之

曰：“王谢堂前燕，今飞百姓家。”此作不伤气格。予拟之
曰：“王谢豪华春草里，堂前燕子落谁家？”此非奇语，只是
讲得不细。

谢榛“改诗”我并不是很认同，这使他变得自大且做作。
《四溟诗话·卷二·一一三》中，徐伯传问诗法于康对

山，曰：“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
气也。”原来李白诗好是因为“有气”，我也该深刻反省自己
诗才不好或许是因为肺活量不行，哈哈，跑二百米都喘气，
只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以“夺神气”。

我曾猜想谢榛一定是位风度翩翩的才子，可实际上他
只是个底层人物，出身寒微，父母早逝。科举是谢榛作为
寒门子弟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唯一出路，可惜他“眇一目”，
就是小时候玩耍弄瞎了一只眼，因此功名路断未曾入仕，
一生浪迹四方。正所谓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就会打开一
扇窗，谢榛偏是一个积极向上、不屈服命运的人，硬是从平
头老百姓拼搏奋斗，凭借才华学识和人格魅力以布衣执牛
耳一度成为七子的领袖。这也是因为在明代大环境背景
下有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人与人之间以诗作为交际工
具，你会写诗，你就有人脉，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
都愿与你交往。

《四溟诗话》除了谈诗以外，还说到诗人之间的来往。
看过卷尾王世贞的序，才知道作为“后七子”的老大哥、诗
坛前辈，谢榛后来却被当年尊崇他的小弟李攀龙、王世贞
等人排挤，削名于“七子”，王世贞还骂谢榛“此等语何不以
溺自照”。但是被“开除”并不影响谢榛名声之盛和威望之
高。诗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文人相轻，有点好玩。

(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蓝商分公司）

赌书消得泼茶香
文 / 王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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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一曲张学友名为《定风波》
的歌曲，很好听，歌词来源于苏东坡
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歌词
写得很好，但是曲中情，曲中意，却已
经不是苏东坡当年的那场雨、也不是
那场雨中那个黄州贬官的心境。

古人说，在心为志、发语为诗。
诗歌是诗人内心的独白，也是诗人最
真切的精神自传，苏东坡一生作词三
百多首，应该说这首词不是苏东坡最
出色的，但是却最能体现一个出色
的、具有士大夫气质的文人在困顿中
旷达、洒脱的精神世界。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
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
遂晴，故作此词”。词前这则短短的
小序言已经为整首词打上一层厚厚
的精神底色，这种气质伴随了苏东坡
后半生的沉浮，伴随着他一直走到惠
州、儋州。

元丰二年，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
被贬黄州，一个天才的文人，在一场
变法运动中因言获罪。

写这首词时，苏东坡被贬黄州已经三个春秋，在被贬
谪的三年，苏东坡没有消沉，依旧表现出非凡的纯粹与洒
脱。熟悉苏东坡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均
出自黄州，如果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
没有了前后《赤壁赋》，我想厚重的文学史会黯然不少。

苦难，往往最能练就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在黄州的四
年，苏东坡入住寺庙、修建房屋、游览赤壁、开垦东坡。和
农夫谈笑风生，写出《寒食帖》《赤壁赋》这些惊艳的篇章，
对他来说，仕途坎坷就如这突如其来的大雨，没有遮挡，来
得促不及防，面对苦难，面对疾风骤雨，他豁达淡然，这份
淡然是沉浮中的宁静也是苦涩中的甘醇，这是一种把生命
看得更加透彻的淡然。

熟读苏东坡的作品不难发现，儒家的入世精神，佛教
的遁世精神，道教的出世精神，他都有吸收，可是他没有偏
执于某一个，他把这些思想融合，融出一炉鲜活的、达观
的、旷逸的人生观。

因为有了这一层精神底色，于是便有了“世事一场大
梦，人生几度新凉”；有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有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
白发唱黄鸡”；有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有了“人生如
梦，一尊还酹江月”。苏东坡的黄州四年是文学史上的奇
迹，是黄州这片土地上最为珍贵的文化符码。

把话题回到《定风波》，句句细品，每一句似乎都是一
份宣言，都是对内心的救赎：“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听到的何止是风声雨声，还有来自同僚的非议、
来自朝廷的质疑、来自朋友的疏离，苏东坡只能默默承受，
徐徐而行，离开权力旋涡，披一身云水的轻盈，竹杖芒鞋，
却也胜过鲜衣怒马。是啊，谁怕？有了这份洒脱与透彻，
一蓑烟雨，一份内心的坦然与平和，也能收获烟雨的轻盈
与飘逸。

料峭春寒，让人不禁打个寒颤，在黄州的春寒之中，苏
东坡酒醒了，梦也醒了，这一份九死一生的人间清醒，也是
一种从苦难中提取的甘醇。从千疮百孔的梦里踉跄走出，
没有了世俗的羁绊，反倒是多了几分旷达与自在，成就一
个近乎完美的人格。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来时的路
已经成为过去，风也好、雨也好，都已经成为身后的风景，
抬眼望去，斜阳依旧好。这份美好，是内心最平和的呼应，
我想这一刻苏东坡是喜悦的，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喜悦，更
是在山水间漫游的喜悦，是一种超越形骸的大自在。

（作者供职于汉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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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诗人都是画家
文 / 屈 琦

每一位诗人都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们用一首首绝
妙的诗句描绘出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当你翻开唐诗宋
词，犹如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品味着古人内心的跌宕
起伏，感受他们借景抒情的美好画面。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透过夜色我看到：一
个孩子仰望星空，看见明月，把它呼作白玉盘。从此明
月便与他相伴相随，多年后，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
开蜀地，明月将影子投入平羌江水，照亮他前行的方
向。又过了很多年，他客居长安，独酌无亲，明月携影
子与他同饮，抚慰他的孤独。你手中虽没有照相机，你
用意象描绘出一副孩童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向往的画
面，一首《古朗月行》记录了一段生动的人生经历。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与你一同
站在城楼向远处望，天空飘起了和油一样细腻的小
雨，滋润着世间万物。远处的草色已然连成一片，看
着你一步步走向那片草地，只留下背影，周围的小草
变得稀疏零星。你手中没有彩笔，便用言语描绘出一
副极难描摹的彩色图赠予好友张籍，这副早春图画得
那么真实。

“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炙鱼头。”夜空里，我
坐在你的隔壁，明月下。你与好友一同相约江边酒家，
一同吹着江风，品尝美味甘甜的葡萄酒，旁边有漂亮的
美女为你们煮鱼头，隐约间，仿佛听到你与好友一同分
享城中的美食。你用诗句诠释了一道丰盛美食，字里
行间定格了古人生活的艺术。

诗词如画，你们用心中那杆画笔描绘出美不胜收的
画境，让我们走到画中去，追溯字里行间蕴藏的真情，
欣赏画卷里的情趣，一幅幅美景展现在眼前。

当我们欣赏诗人的“画卷”时，仿佛置身画中享受
一场视觉盛宴，这何尝不是一次身心的洗礼？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照金管理所吕村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