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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如东，古为扶海洲。春秋属吴，战
国为楚，秦乃九江，汉即广陵。东晋义
熙七年（411 年），分广陵郡而析置如皋
县，是为皋东之地。其后兴于唐宋，盛
于明清，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与人文传
统，历代吟咏皋东的诗词，数不胜数。

今存最早的是北宋孙觉的一首《过
掘港营寨》：

海口来屯数百兵，貔貅严卫号精明。
驰驱每列长蛇阵，驻扎无殊细柳营。
千里旌旄惊远寇，四围戈戟比重城。
途人未解将军令，石炮声疑霹雳声。
每当读到这些闪耀着寒光的诗句，

人们仿佛听到军士铁甲叮当振动的声
响。唐开成三年（838）七月，日本第十
九次遣唐使团停驻掘港期间，圆仁和尚
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有“留学僧
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宿”的记载。可知
在唐宋时期，掘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军事要地了。

孙觉是谁？许多人都不清楚，好像
在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没有什么存在
感。其实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是胡
瑗、陈襄的学生，是苏轼、王安石、苏颂、
曾巩的好友，是黄庭坚的岳父，是秦观、
陆佃、王令的老师。他是高邮人，进士
出身，是诗人，也是文学家，著作很多，
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对春秋学的阐
扬，对易学也十分精通。在历史上，他
以敢言著称。怼过邵亢、韩缜、蔡确、章
惇、安焘，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提出
非议，卓有见识，很是不凡。

从明代开始，《过掘港营寨》就刊刻
在《如皋县志》里，后为历代县志所收
录，可见乡人对此诗的重视。宋熙宁二
年（1068）前后，孙觉曾经担任过一任通
州知州，我估计是那个时候来皋东的，

到今天差不多有一千年了。
明嘉靖三年（1524），如皋知县梁乔

升钻土稽志，挖出几块墓志铭，其中有一
块是《王惟熙墓志铭》，作者就是孙觉。
王惟熙是如皋人，北宋景佑元年（1034）
进士，他的儿子是王觌，侄子是王观，孙
子是宣和元年（1119）的状元王俊乂。王
觌与王观曾为翰林学士，王觌还做过龙
图阁学士，梅尧臣写过一首《泰州王学士
寄车螯蛤蜊》，这位王学士，不知王氏兄
弟中的是哪一位？“车螯与月蛤，寄自海
陵郡”——这车螯与月蛤，出于皋东的可
能性倒极大，那时的皋东就属于泰州。
那位王观，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逐客，他的
词集取名《冠柳集》，有高出柳永之意，足
见十分自负。虽不能说王三的词凌驾于
柳七之上，却别有新意，比如那首《卜算
子•送鲍浩然之浙东》，当时就脍炙人
口，今天还登上了小学语文课本。“水是
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
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
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此词曾被误为苏轼所作，许多人都很熟
悉，但不太知道就出于如皋人之手。不
管怎么说，从一开始登台亮相，东皋的诗
词就是如此的眉眼动人。

不少人都在问，谁是记载最早的皋
东本土诗人？一直以来，莫衷一是，我
觉得一个叫史声的人可能性最大。根
据如皋现存最早县志——明代嘉靖三
十九年（1560）《重修如皋县志》的记载，
史声是如皋沿海乡人。在元明之际，如
皋分为四乡，南为江宁乡，西为安定乡，
北为赤岸乡，东为沿海乡。也就是说，
沿海乡是如皋东乡，即皋东，史声就是
今天的皋东人。史声是元祐三年
（1088）的进士，志称孝子，在这本《重修
如皋县志》卷八中，有传如下：

史声，沿海人，元祐间，以进士登显
官。始家贫，母先卒。侍父自养不给，
惟齑盐糜粥而已。日夜读书。每书暇，
樵採以给父养。自食粗粝，恒不饱。及
登第，有厚禄，迎亲就养，至中途遇疾
卒。闻讣，即哭不绝声，不顾家属，罄身
日夜奔赴，四日乃至。父丧哀恸几绝，
扶柩还家，寝苫枕块，及葬，结庐墓左，
日为包土培茔，墓后成一垄如山。吊者
惟以触地扣哀，未尝与人谈笑。

史声不仅留下孝行，还留下两首半
诗，半首是《中禅寺诗》，仅存其中两句：

“施食池腥龙戏钵，长明灯暗鼠偷油。”
一首是《题定惠院》，是一首七律，其中
末句“惟有玉莲池内水，沧浪深处老龙
眠”，经常被人引用。还有一首为五律
《送别严希孟》：

岁暮送行舟，寒烟古渡头。
渚禽冲客起，野水带冰流。
经史探深趣，江山属壮游。
莫将和氏璧，轻向暗中投。

这个严希孟，也是沿海乡人，也是
一个大孝子，在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
八中也有他的小传，说他“博闻通史，尤
长于诗”，但可惜他的诗，今天已经看不
到了。从史声、严希孟交游可知，在北
宋时期，皋东文人之间的诗文唱酬已经
非常正常，而且水准相当高。

南宋德佑二年（1276）正月，文天祥
出使元营，被迫任“祈请使”往燕京朝
觐。在京口，他乘机逃脱，趋真州、扬
州、高邮，取道泰州、如皋，准备从通州渡
海南归。当时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
得到文天祥投降的假情报，下令处死文
天祥。所以文天祥一是要躲避元兵的追
杀，又要躲避李庭芝的误杀。一路上，变
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追骑相蹑，昼夜
匍匐，及于死者，不知其几。据清《州乘
一览》记载，文天祥“至如皋，匿捍海堤处
士张阿崧家，凡五宿，闻追其至，崧二子
戴苇笠送出境”而至通州。其实这一段
话，倒不是空穴来风，在明嘉靖《重修如
皋县志》卷之八《人物•流寓》“文天祥”
中就有类似记载，并说“所历艰险，悉形
诸诗，同行张少保使徐新班录之，揭于宋
家岭东岳庙楣间而去。”

在明天顺八年（1464）开始修纂第
一部《如皋县志》时，就把文天祥过如皋
的诗篇收入志中（如今这部县志早已久
佚不见）。明代崔桐在《宋文山文忠烈
公祠记》中，也有嘉靖十八年如皋县令
黎尧勋“尝读邑乘，至宋文山丞相经皋
渡海诸诗，抚卷叹息”的记载。我们在
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十“诗文”中，看
到有文天祥《过如皋》《虾子湾》《行马
塘》《大贴港》《北海口》《宋家林》七首
诗。捍海堤即范公堤，马塘即马塘场，
俱在皋东境内。而且该志卷一《区域•
山川》“大贴港”条目中有“在掘港场，东

抵海，西抵新团”的注释。今天还有“虾
子湾在岔河东南”“北海在掘港东至栟
茶以北海域”的考证，一切都指向文天
祥在皋东的时间很长，这些诗都写于如
东，但真相倒底如何呢？

我们来看文天祥自己是如何记载
的。《指南录》第三卷与第四卷中，从《发
海陵》开始，有《闻马》《如皋》《闻谍》《哭
金路分应》《怀杨通州》《海船》《发通州》
《石港》《卖鱼湾》《即事》《北海口》《出海》
诸诗。经过整理，我们发现文天祥行程
如下：三月二十一日从泰州出发，当日过
如皋，夜宿白蒲下十里，于二十三日抵达
通州西城外，再到次月（为闰三月）十七
日离开到石港，文天祥在通州二十余天，
一直没有踏入皋东境内，并没有机会到
达范公堤。所以，南通的孙模先生认为，
文天祥匿张阿崧家，属于民间传说。关
于文天祥如何出海？他在《文天祥生死
过南通》一文中这样记述：

文天祥从卖鱼湾渡海之说相沿已
久，但读他的诗《宋家林》，不无可斟酌
处，这诗的诗序道：“二十一日夜，宿宋家
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前

《发通州》一诗诗序道：“十八日，宿石
港”，十九日、二十日夜宿何处未写明，按
其夜宿顺序来考订，应该不在石港，而是
宿卖鱼湾(如果在石港，诗序会写上十八
日、十九日、二十日，宿石港)，“宿卖鱼湾”
后一天即二十一日，并未出海，而是宿宋
家林一夜后方才出海。那么文天祥到底
在哪里出海呢？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文
天祥最终由宋家林入海，卖鱼湾为石港
湾的一部分，有较长的岸线，宋家林是卖
鱼湾岸线上的一个村落，选择这个最为
适宜的入海地点亦在卖鱼湾范围内。宋
家林为石港之北邻，已在如皋县境(今如
东境内），当时如皋属泰州，故有“宋家林
泰州界”之说。另一种可能是宋家林与
卖鱼湾是相邻的两地，文天祥二十日宿
石港，二十一日去宋家林，夜宿宋家林，
二十二日又折回卖鱼湾，当天从卖鱼湾
出海，如此迂回折腾的原因是隐匿行踪，
以保安全，那时蒙古兵已于附近出现。

文天祥到过如东，看来只有宋家林
一地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我们就来看
看这首《宋家林》吧：

一团荡漾水晶盘，四畔青天作护阑。
著我扁舟了无碍，分明便作混沦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太清。
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文天祥由卖鱼湾经北海（当时长江

口向北的海面称北海）到长江口，入苏
州洋，辗转四明、天台，再至永嘉，最终
回到了宋军领地。“狼山青两点，极目是
天涯”，当文天祥与通州依依作别之时，
也留下了种种传说，虽经过千年的风吹
雨打，仍然可资凭吊。 （未完待续）

越剧追梦新百年
□ 越 明

2006年 3月 27日,纪念越剧
诞生 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浙江举
行，拉开了越剧新百年的帷幕。
袁雪芬、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
金采凤等老一辈越剧艺术家，到
剧越诞生地浙江嵊县东王村参加

庆典和寻根活动，北京、南京等地也相继举行了“百年越剧创
辉煌，南花北移更芬芳”和“越剧流芳•香溢金陵”等庆祝活
动，越剧步入了“新百年”的追梦时代。

也就在这一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越剧跻身其中，成为518项非遗中的一项，越剧成为中华民族
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脑进入家
庭，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人们欣赏的多样性选择，各地普遍出
现了越剧团数量减少，越剧观众呈老年化、演员队伍不稳定，
剧目创作萎缩等现象，如何使越剧在“新百年”能弦歌不辍、清
音新奏，成了广大越剧工作者的孜孜追求。

越剧发源地浙江嵊州，借“非遗”东风，把繁荣越剧事作业
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政府确定了打响越剧品牌、培养越
剧精英、创作越剧精品、建成全国越剧名校、确立全国越剧研
究中心地位的工作思路，实施和完善了越剧人才集聚、越剧精
品培育、越剧教育建设、越剧演唱普及、越剧之乡推介、越剧产
业提升六大工程。在具体做法上，则分头并进，一是明确方
向，找准定位，坚持越剧的传承和创新；二是沉下去、苦练内
功，增强越剧的发展后劲；三是走出去，加强交流，扩大嵊州越
剧的影响力；四是请进来，加集聚共享，同写越剧中传承新篇
章。与此同时，出台一系列政府措施来推动越剧事业的发展，
设立越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越剧奖励基金，来专项扶持越
剧的传承和创新。

短短几年已见成效，如中国民间越剧节的举办，“越剧大
家唱”培训活动的开展，从娃娃抓起的“越剧进课堂”的本土化
教学、越剧小梅花培训基地建设及少儿梅花奖评选、越剧流派
传承人班的开设、全国越剧戏迷擂台赛的举行、专业越剧团的
精品化剧目打造、民职剧团的产业化市场繁荣等。而在纪念
越剧诞辰110周年之际，又启动了“中国越剧诞生地——嵊州
越剧文化生态区”创建工程，以做好越剧文化赖以生存的人文
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做好越剧诞生、成长、发展历程
史迹遗存的保存、做好越剧文化相关的人文历史资料的挖掘、
整理和研究，促进越剧文化资源的有效传承、合理利用越剧艺
术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又在女子越剧诞生地施家岙，规划
建设“越剧为魂、农业为根、与体育娱乐基”的越剧特色小镇。
另外，还召开了首届全国越剧戏迷大会，将越剧的非遗保护工
程开展得风声水起。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抓住“非遗”契机，锐意改革，大胆创
新，也迈出了传承创新的大步。一是整合古典与时尚元素，发
掘戏曲的“诗性”魅力。从剧作改编到导演创作、从灯光舞美
到化妆造型，都讲究写意精神，让经典的古典戏曲与现代时尚
元素相结合；二是既认宗归祖，又大胆创新，延续越剧的生命
力，在坚持以女子越剧为主体、浙江方言、越剧的唯美和写意
这三个不变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不仅是导演、编剧、舞美的创
新，更重要的是戏曲表演的核心——演员也要创新，拿技巧说
话。三是注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采取学院制和科班制联
合培养的方式培养人才，学院制保证演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
素养，科班制延续京剧传统的师徒制，一个老师盯一个学生的

“坐班”，练好唱腔、身段等基本工功，并建造湛江小百花艺术
中心，创排普适性、永恒性、现实性的作品，使之成为如纽约百
老汇、英国爱丁堡般的文化名片。

上海越剧院传承与创新并举，创排豪华阵容的新版《红楼
梦》大获好评，新版《红楼梦》除了“黛玉进府”和“识金锁”两场
戏。新增了“元妃省亲”一场戏，一下子把处于兴旺顶峰的贾
府呈现在观众面前，形象地显示出封建大家族的时代背景，比
之原版更深入地揭示了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另外一处重大
的修改是将宝玉弃玉出走的结尾改成了“太虚幻境”的宝玉咏
叹，不仅凸显出贾府的兴衰荣枯的历史变迁，更表达了人物沉
浮生灭的心路历程。因此全剧显得凄美缥缈，动人肺腑，引人
深思，使观众在大力度的情感冲击下，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主
人公的命运紧紧相连，感同身受，同悲同喜，剧场效果超过了
以往的版本。文本上的突破，即强化了该剧蕴含的大悲剧感，
更是对曹雪芹原著精神本质的深层把握与美学提升。此后，
中海越剧院又在现代题材的挖掘上付出了不懈努力，创作出
了许多颇受好评的剧目，如《素女与魃》《甄嬛》等。

可为可喜的是，不少年轻人也加入到了越剧的观众队伍
中，给越剧艺术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生机，2017年 6月，首个越
剧十年本科班的学员毕业，这批上海越剧舞台上的“第十代”
演员6月毕业，15名女生、5名男生分为小生9名，青衣2名，花
旦4名，老旦2名，老生2名，两人参军，其余18人进入上海越
剧院。上海戏剧学院越剧本科班由上海越剧院委托上海戏剧
学院戏曲学院联合培养，作为全国地方戏剧种中唯一的10年
一贯本科生，他们每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被安排在逸夫舞台，修
满 3384个学时，参与工作坊、交流展示、个人演出，实际学时
近5000个。

曾使越剧冷座的电视、音像、互联网等多媒体 ，经中华文
化复兴的感召，不仅为越剧的非遗保护提供舆论支持，而且纷
纷为越剧的传播和普及发挥起了作用，使得原来只有在舞台
上一见的越剧已不受国界、地界的限制，并使演出者与观众的
互动交流变得简单和直观，一些知名的越剧演员相继开通视
频号、抖音号，通过直播，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名演员
的演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软实力的标志。无形的文化
不仅能提高国民素质、弘扬社会正气，而且是大有前途的产
业。全国各地有许多像越剧这样的地方剧种，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只要各级政府正视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需要，主动搭台，积极引导，制订并落实培育文化产业、

“放水养鱼”的扶持措施，越剧就一定能再次崛起，创造新的百
年辉煌。

镰刀是一件很古老的劳动工具。
有古乐府(汉无名氏)为证：“兰草自然香,
生于大道旁。要镰八九月,俱在束薪
中。”诗人说：镰刀是一弯月牙儿，照亮
了乡村，照亮了生活。

镰刀由铁木组合，刀是铁，柄是木
（现在也有都铁制的连体镰刀），成一个
阿拉伯数字“7”的形状。镰刀有直柄和
弯柄两种（弯柄是一种“S”形），又以弯
柄居多。直柄镰刀系镰刀的子类，另有
名号——钩刀儿，农人常用它割草。割
谷物多用弯柄镰刀，准确地说，弯柄镰
刀才是真正的镰刀。

镰刀的柄无一例外地被农人勤劳
的手打磨得油光锃亮。

没有哪一棵庄稼躲得过镰刀的
刃。割麦子割稻谷割豆子割油菜割高
粱穗割葵花盘……一把镰刀，游走在季
节深处，在成熟的香气里跳舞，在广袤
的原野上唱歌。

“旱不掉的五月十三”，农历的五月十
三是民间传说中的关帝磨刀日，这一天关
老爷要将他的青龙偃月刀拿出来磨，磨刀
时的荡刀水就成了天上雨水，这事被天下
黎民百姓知道了，便将其作为自己的磨刀

节。事实上，这个农谚的意思是，到了农
历五月十三，麦子即将开镰了。

一场麦收就是一场厮杀，收麦如救
火。麦收的时候，村子里万人空巷，就连
半大的孩子也被赶到地里去，其实这不用
赶，受父母和老辈人的影响，他们便自动
加入到麦收行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磨刀是麦收的前奏。清晨，当我们赖在床
上不想起来的时候，听到磨刀石上霍霍磨
刀声，便知道苦难的麦收季节到了。

一个生在乡下的孩子，可以读不好
书，却不可以使不好镰刀。父亲教会我
使用镰刀，也是教会我生存的本领。还
记得父亲对我所说的割刀要求：弯下
腰，叉开双腿，撅起屁股，握紧镰刀，眼
睛盯着麦棵，镰刀贴近地面。左手把住
麦子，右手用足够的力气握紧刀柄，刀
锋钩住麦子，猛地向后拉，发挥刀锋的
力量，嚓，嚓，嚓……心要沉到土地上，
沉到麦子上，而不是去看麦田上空的飞
来飞去的麻雀、蜻蜓和蝴蝶。

一只只苍老的手、一只只健硕的
手，一只只稚嫩的手，牢牢握着镰刀的
柄，“嚓嚓、嚓嚓”，成趟的麦子被割倒，
成片的金黄被割倒。随着麦子的割倒，

也割走了我们的日子。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收麦贯穿于我

的整个暑假。那些天，我跟着父亲整天
沉浸在麦田里。父亲割刀的速度很快，
而且耐力很强，往往是父亲割两行，跟
我割一行一起前进，一行割到地头，我
坐下来歇一会，父亲不停，他又走向第
二行，并且将我的那一行一起割向前
去，我被父亲的汗水和呼呼的气息所感
动，便不由自主挥镰刀跟上去……

镰刀给我们带来收获，镰刀有时也
会对主人造成伤害。那次，我正跟父亲
一起割麦子，刚割一会，因麦田里的一
个砖块一蹦，镰刀割进了父亲的左脚
踝，血流不止，当我惊得叫起来的时候，
父亲却摆摆手，没事没事，说着，丢下镰
刀，从地上抓起一撮土捂在伤口上。自
言自语地说：“狗日的，你馋了吗？也要
来咬我一口！”说着，弄一块碎布片粗粗
地包一包，便重新拿起镰刀，往手心啐
了口唾沫，弯下身子又割起麦子来，仿
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多年以后，我从父亲对身外事物毫
无怨言的体谅、宽容甚至幽默中，明白
了农人们为什么从来不抱怨任何一件

农事和农具，农具即使伤害他了，钝了，
生锈了，不好使了，他们只是抱怨自己
的责任，其朴素的情感和宽大的心胸，
让人感动。

镰刀一生都在与匍匐大地的植物
较劲，麦子、稻子、大豆、油菜、青草，蘸
着汁液，哼着民谣，藐视苦难，忽略每个
季节的辛苦，忽略悄悄地消瘦，一路前
行……

终于，镰刀被挂上了墙头，再也无
人问津。

轰隆隆的收割机在满眼金黄的麦
田里耀武扬威，再也用不着我们手握镰
刀日夜厮杀，再也不用担心麦熟一晌，
割晚了麦穗会落在地里。当年以割刀
技艺为荣耀的父亲，站在地头，呆呆看
着机器作业的场面，回到家，慢慢地将
墙头上的镰刀取下来，拿在手上试试镰
刀刃口，这个刃口曾经吞下过多少岁
月，现在没用了。父亲摇摇头，把镰刀
重新挂在墙上。

每个乡村走出的孩子，回望乡村的
时候，都有镰刀那小小的身影。当年，
镰刀是艰辛之余有着点点的诗意，今
天，镰刀成为诗意中的浓浓乡愁。

镰 刀
□ 孙同林

乡 土 园

越 说

越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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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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