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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越 说

越 明

皋东诗词一千年（四）

□ 徐继康

越剧的唱词之美
□ 越 明

应当说，越剧之所以受观众的欢迎，唱词朴实、通俗易懂又极
具抒情性是关键。小时候听越剧，由于对唱词不是很熟悉，会坐
在收音机前，一句一句将唱词记下来，记成了厚厚的一本子；后来
有了卡式录音机，磁带都会附有唱词，就省掉了记录之苦；现在，
由于网络发达，想听哪一段越剧，都可经从网上找到词，十分方
便。

越剧的唱词之美首先体现在它的格式之美，事实上，越剧的
唱词是十分朴实的，其格式大体上有七字句、十字句几种，配合韵
律，朗朗上口，很多唱词都是大白话，非常接地气。如《红楼梦》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近乎于白描的手法，却
让人记忆深刻，几乎提到越剧，就会想起这段唱词。

越剧唱词中最常见的是七字句，就好像我们常见的七言律词一
样。如《五女拜鱼》开场：牡丹竞放笑春风，喜满华堂寿烛红。白首
齐眉庆偕老，五女争来拜寿翁。又如《何文秀》“桑园访妻”何文秀唱
段：路遇大姐得音讯，九里桑园访兰英，行过三里桃花渡，走过六里
杏花村，七宝凉亭来穿过，九里桑园面前呈。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七
字句唱词。

七字句唱段，根据音乐的变化可分成“二二三”和“三二二”两
种排列格式。“二二三”即前两字一顿、中间两字一顿，后三字相
连，这是一种最常用的句式，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的唱
段“我家有个小九妹”: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敬佩，描
龙/绣凤/称能手，琴棋/书画/件件会。同样，在“十八相送”中，也
有这样的句式：三载/同窗/情深海，山伯/难舍/祝英台，相依/相
伴/送下山，又向/钱塘/道上来。“三二二”排列句式，在越剧中运用
也非常普遍，如《追鱼》“书馆”一场中，张珍的唱词：碧波潭/微波/
荡漾，桂花/金黄/影横窗，空对此/一轮/明月，怎奈我/百转/愁肠。

根据剧情和演唱的需要，七字句前往往还可前加三字前缀，
被称为“带冠七字句”。如《五女拜寿》中，邹应龙的唱词：想当年/
拜别岳父去金陵，娘子她/针线助我读诗文。叹去岁/赴考名落孙
山外，空辜负/立志报国一片心。是娘子/屈指算来寿期到，因此
上/双双拜寿到府门。使七字句更加丰满，具有极强的叙述性。
又如《玉蜻蜓》“拒子”中，面对志贞不肯相认，徐元宰带冠七字句
一唱三叹，悲怆感人：又谁知/流言蜚语传街坊。都笑我/枉为乡
试得解元，竟连那/亲生父母也迷惘。多承那/养母临死交血书，
血书上/父姓母名暗隐藏。《柳毅传书》“湖滨惜别”三娘唱段：想
当初/泾河岸上哭声哀，蒙君子/千里传书解困危。我父母/为报
深恩许婚配，谁知你/凛然大义拒冰媒。

十字句的排列格式也分两种，一种是“三四三”，一种是“三三
四”。“三四三”的格工，有点像带冠七字句，如《红楼梦》中薛宝钗
在劝说贾宝玉的一段唱，用的就是这种格式：“……谈讲些/仕途经
济/好学问，学会些/处事做人/真本领。理应该/百尺竿头/求上
进，怎能够/不务正业/薄功名。”她说的话与袭人的劝谏相似，不过
更有水平，且苦口婆心，晓之以理，让宝玉无言以对，马上变了脸
色，说一句，老太太玩骨牌没人呢，你去陪着吧！“三三四”的排
列格式相对少一些，如《西厢记》“佳期”中张生的唱词：猛听得/角
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人未来/衣香细生。我踮着/脚尖儿/仔细
定睛，比初次/见她时/越发迷人。还有《红楼梦》“黛玉葬花”林黛
玉的经典唱词：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何处/哀怨笛/风送声
声。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

越剧唱词的美体还体现在它的自由度上。不是所有的唱词
都是七字句或十字句，有些唱词有六字句、九字句，甚至更灵活的
句式，就像一首首自由体诗歌，句子长短不一，不受固定格式的限
制。如《西厢记》“酬韵”中，张生的一段唱：我定能看个十分清楚
也。一更后万籁寂无声，怎不见墙外人儿影。我侧着耳朵听，我
蹑着脚步行，我只在太湖石上等，等我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姐
姐莺莺。

越剧唱词的美在体现人物性格上尤其明显，什么样的人就有
什么样的词。《碧玉簪》“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段唱将陆氏的性格表
现得淋漓尽致：叫声媳妇我格肉，心肝肉啊呀宝贝肉。阿林是我
格手心肉，媳妇侬是我格手背肉。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太婆舍勿
得捺两块肉。媳妇啊，侬心宽宽气和和，贤德媳妇来听婆婆。阿
林从前待亏侬，难为伊今朝赔罪是来认错。侬看伊跪到西啊呀跪
到东，膝髁头跪得红火火。媳妇侬三番勿理伊，伊是状元勿做要
去和尚做。格种就叫现世报，侬贤良媳妇就有好结果。听从婆婆
接凤冠，诰命夫人由侬做。后文将详细解读。同样，《三笑》“点
秋香”中，则将唐伯虎一介书生的喜悦之心情展现得一览无余，其
文字也极具文学之美：丹桂一枝满庭芳，秀色清幽透骨香。瑶池
玉女下凡来，蓬岛仙姬人间降。我作画你素手调颜色，我读书你
红袖可添香。红丝巧系有情人，月老助我夙愿偿。相爷今日做冰
人，我即与秋香姐姐配鸳鸯。

越剧的唱词之美最重要的还体现在它的韵律上。唱词大多
押韵，如果有的唱词太长，而且还会换韵，让演员演唱起来朗朗上
口，观众也易接受。如《陆游与唐婉》中，陆游的唱词：怜卿人比黄
花瘦，委屈你冷落小红楼。两心不渝长相守，一片苦心终须酬。
四句最后一字都用ou押韵，表达了陆游与唐婉长相守的决心。

总之无论是句式也好，韵律也好，都是为剧情服务的，起决定
作用的还是唱词的内容，如果能较好地运用这些格式和韵律，会
为唱词增色。同样，对观众而言，了解唱词的句式、韵律，也可以
帮助我们提高欣赏越剧的能力。

（接上期）
此时的掘港也是文士唱和，骚客对

答，诗会不断，雅集成风。“蠙山吟社”
“十友吟社”名闻遐迩，《百美新咏图传》
《蠙山诗钞》《蠙山联唱集》先后问世。江
片石著有《片石诗钞》，袁枚为之序；管涛
著有《锄金园集》，吴锡麒为之题诗；徐邦
殿著有《芍园诗稿》，李如林为之作记。
他们号“蠙山三家”，在当时很有影响。
管涛族兄管升，亦工诗。著有《爱静斋诗
集》四卷。其子管㮋、管亶、管湘枝俱工
诗，有声于艺苑，时人目为“管氏三凤”。
除了他们，管氏还有管湘、管湖、管栎、管
乐等，也都有诗词留世。掘港布衣林李，
闲适如鸥，清臞似鹳，著有《客游草》。袁
枚的《随园诗话》，钱泳的《梅溪诗钞》，罗
聘的《香叶草堂诗存》都记录了他，《淮海
英灵续集》也收有他的诗。吴鹏孙，字苍
崖，极负意气，尝建义学，延名儒，其诗以

“清真”闻名。他的书斋“丛绿山房”，是
当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扬州八怪之一的
罗聘，来寓掘港期间，就在丛绿山房饮酒
赋诗，琴笛弹奏，他不仅为吴鹏孙挥毫作
《中秋文宴图》，还留下了《管家池上作》
《中秋集丛绿山房》等诗篇。吴鹏孙之子
吴寿民也擅雅声，他不仅帮助吴麐选刻
了《耽吟集》，自己也刻了《竹亭诗钞》存
世。梁承纶任掘港场大使期间，更是诗
酒唱和不断，这在赵怀玉、凌霄等人著作
里多有记述。当时蠙山文风之盛，雅集
之频繁，仅嘉庆二十年（1815）下半年，就
达十三次之多，少则七八人，多时达四五
十人。如《蠙山联唱集》记录的唱和者

有：熊琏、郑大本、金铎、凌霄、刘枢、黄楚
桥、张彭年、洪梧、李华、吴廷瑞、吴世杰、
陈赫、吴榕、周庠、吴麐、徐礽、梁春泰、程
元聪、汪瑞光、赵怀玉、黄畯、沈岐、娄皋、
宗拔、李琪、符旌、应让、袁承福、许之翰、
金安吉、姜德新、吴枫、周序、程亮、黄理、
黄棓、洪允泰、吴云、梁承纶、沈大棨、吴
寿民、詹寿堂、石渠、吴绍祖、缪玉成、江
桐、江懋德、洪以烺、李镕、邱溶、吴晖吉、
方培、孟培松、石熙准、吴绥祖、沈裕福、
范景瑗等人。当时还有一些外地著名
诗人就生活在掘港，如《乾嘉诗坛点将
录》中名列第四十二的“赛仁贵”陈梅
岑，因为其子陈景蕃任掘港场大使，晚
年定居蠙山。还有一些诗人时时往来
于掘港，如通州诗人曹星谷、歙县汪怀
信等。此外，汪化鹏还著有《东海行吟》
一卷。汪桂林的《半江诗草》《诗余》《扫
红阁小草》《啸月山房赋钞》，管枟有《春
永堂文存》等，被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
目提要》著录。

栟茶素来就是人文渊薮之地，自古
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著作极多。也正
是因为诗，在乾隆四十三年发生了震惊
朝野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徐述夔，
字赓雅，乾隆三年乡试举人，著有《一柱
楼编年诗》《一柱楼和陶诗》《一柱楼诗
小题诗》《学庸讲义》《栟茶场志》《想贻
琐笔》《未刻古文》《未刻论语摘要》《未
刻诗余》《未刻蘧堂杂著》《诗文》《五色
石传奇》等。乾隆二十八年，徐述夔病
故，其子徐怀祖与他的学生徐首发、沈
成濯将其作品编成《一柱楼诗集》刻行，

并请沈德潜作传。后来同里的蔡嘉树
因为田产纠纷，认为徐述夔的诗集中有
违碍之句，有“诋毁本朝”之语，故将《一
柱楼诗集》呈控，从而导致徐述夔、徐怀
祖遭剖棺戮尸，两孙徐食田、徐食书以
及徐首发、沈成濯被处以斩首。他的
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十五岁以下及
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之家
为奴，财产入官。沈德潜的一切谥典官
职被追夺，撤出乡贤祠内的牌位，仆毁
御赐碑文，许多人收到牵连。“一柱楼诗
案”是清代四大文字狱之一，从而导致
栟茶“避席畏闻文字狱”，人人视文字为
不祥物，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栟茶还是
产生了缪中、于泗、缪锡朋、缪玉成等诗
学名家，此外还有缪梅麓、缪俴亭、徐展
亭、缪锡九、沈春芹、陆筱楼、张晴江、缪
巢松、徐六皆等人也是联吟不断，甚至
蔡嘉树的孙子蔡绍遵还著有一本《芝竹
轩稿》，民国栟茶最出名的文人蔡观明
就是蔡嘉树四子蔡琇的玄孙。缪中不
仅自己著有《一草亭诗集》，还重刻了吴
嘉纪的《陋轩诗集》。于沼、于滨、于涧、
于泗兄弟四人，个个文才出众，人称“于
门驷马”，尤以于泗才气最高，他著有
《怡怡草堂诗》八卷，《搜神诗史》六卷，
《咏物诗》十二卷，《鸥村》十卷等，并辑
《东亭诗》二十卷。他与袁枚、王文治、
茅元铭、阮元、金兆燕、胡西垞、李斗、赵
怀玉、孙乔年、黄文旸、宫霜桥、徐荔村、
阮亨等人交游往还，还是泰州“芸香诗
社”的社友。他的一首《春日同丁熙庄
过药师庵访照纯上人，复至文林社，登

魁星阁，晚饮李郁斋挹翠山房》生前就
被阮元收入《淮海英灵集》丁集之卷三，
这是当时少有的殊荣。

马塘王大溥有三子，王灿、王燧、
王炳，皆有文名。王灿，字光奎，号菊
田，曾候选卫守备，捐通判，选授安徽
太平府督粮通判，其构晚香园，经常文
䜩于中，宾客投赠，极一时之乐。如乾
隆三十六年仲春二月十五日，王灿在
晚香园举行雅集。参加者有宗本诚、
管涛、江片石、吴叔元、黄瘦石、范麐、
乔林、郭健、黄畯、范光奎、黄基、汤咸、
陈模、左亭、冒椿、范家驹、高谟、陈松、
吴廷燮、宗孔思、范彪、徐卧云、李歧
等，主宾们在晚香园诗酒酬唱、泼墨挥
豪，极一时之盛。雅集间人各有诗，诗
不一体。事后由通州画家陈模成图，
由蒋宗海撰写《花朝䜩集图记》。王文
治和马塘王氏同宗，与王灿、王燧、王
炳三兄弟都有交往，曾应王灿之邀两
次来到晚香园。他与王氏兄弟交往时
所写的《赠家菊田》《寓晚香园再赠弟
菊田》《画菊於扇戏赠弟菊田》《戏谢家
菊田赠茉莉花》《四月十五日家竺庐招
赴余园看牡丹，即席二首》等诗见载于
《梦楼诗集》以及《东院王氏家谱》。乾
隆四十二年，王文治还对《东院王氏家
谱》谱增辑校，并为之作序。道光十九
年冬，如皋知县范仕义在离任后准备
赴京觐见道光皇帝的等待期间，寓于
晚香园。在这期间，范仕义将中进士
以来二十多年的诗作进行整理，后结
集为《廉泉诗钞》。 （未完待续）

扁担是农村中最常见，也是最常用
的一件农具。说它最常用，乡村中所有
物品在运送中，几乎都要从肩头上过，
从扁担上走。说它最常见，几乎每家每
户的门后屋角，每个田间小上，都能看
到它的身影。

扁担的外形大体一致，长两米左右
的扁平直木杠；两头窄，中间宽；表面光
滑，负重后张弛有度。按材质可分为木
质和竹制两种，按形状分，有平头扁担、
翘头扁担、勾头扁担等等。

扁担中又分大、中、小三等。大扁
担能负荷 100公斤以上，是扁担中的大
哥大；中扁担用于挑水挑粪挑泥，是扁
担中的主力军；小扁担一般能担起百十
斤，晃悠悠的，为妇女、儿童、老人所用，
是扁担中的“预备役”。

扁担具有一种简朴的美感，这也是
劳动者的特征。评判一根扁担的优劣，
首先要看的是它的柔韧度，大抵要刚柔
相济、软硬兼备。挑担时，通过对所担
物体的重量，引得扁担一起一伏的颤
动，带动挑担人的腰、胯、臀、腿的扭动，
完成双脚前移的步伐节奏。好的扁担
就是一位出色的舞伴，虽然压迫着挑担
者的双肩，却能保证其步履稳健而又轻
松。其次是扁担的宽窄适中，不过重又
不硌肩就是最高标准。

扁担总是与劳动号子联系在一起，
乡语中有“扁担不上肩，号子通了天”的
说法，形容挑担爱打号子的人，也是说
挑担必须打号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冬天都会
有水利工程任务，七三年，我毕业回乡，
正好遇上河工任务，虽然已是“末代”河
工，但任务照样不轻，队里劳动力凑不
齐，队长便动员我们参加，于是我有了
一次河工体验。

我的初次河工是家族型的，跟父
亲合一个地段。这意味着我担得少，
父亲就必然担得多。初次接触挑担，

觉得新鲜，浑身是劲。工程开初挑上
层土，尽管运距比较远，却是一路平
地，第一天晚上，父亲问我累不累，我
说不累。父亲告诫我要悠着点，“肩三
脚四”呢。意思是说，挑担对人的考验
在第三第四天上，肩膀三天，腿脚四
天。果然，几天下来，先是肩头疼得不
能碰，后是脚上起了泡，一碰就疼，大
腿根酸痛得直想往下坐。而这时，又
到了中下层土，一担泥上肩，先要从河
坡向上登数级台阶，然后才起步送
土。爬坡时，重担压在肩上，两腿一步
一蹬，已是艰难，待到平地的时候，两
条腿更是如灌了铅般沉重，加之脚上
的血泡一沾地就钻心的疼，始觉挑担
人的苦……不挑吗？那就是我父亲的

害呀，挑吧，每一步都是钻心的疼。
我走上工作岗位，之所以能够吃苦

耐劳，能够不争，或许就与上河工有关，
扁担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位老师。

挑担是乡下人的一种姿势，一种精
神状态。扁担弯了，是被乡亲硬生生地
扛弯的；挑担人的后背弯了，也是被扁
担无情地压弯的，这成为含有哲学成分
的矛盾体的两个方面。

在我参加工作以后，那根曾经跟随
我的扁担便闲置在老屋，父亲把它放在
墙角，我每每回家，偶尔拿起扁担，父亲
的眼里就会放出异样的光芒，父亲或许
又在追寻逝去的年华，或许又忆起当年
河工的往事。而我，却从朴素寂寞的扁
担身上，看到一种让人变得深沉的境

界。扁担能够做到为万物服役却不与
万物争，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何
种场合，它总是安静地、无所谓地站在
那里，让人明白，任何物体，只要静下
来，就会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别的神韵。

如今，我肩上的扁担早已放下，但
心上的扁担一直还在。譬如善良，纯
朴，勤劳，坚韧，道义，责任。一首《扁
担》绝句写道：“今生前世恋双肩，四季
辛勤耐暑寒，公正无偏行大路，一身傲
骨不轻弯。”诗歌写出了扁担的真实，也
写出了扁担的神采。

扁担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井冈山
上一首流传很广的红歌：“同志哥，扁担
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
记载了红军初创阶段的艰苦历程，也记
载了扁担在那段岁月中的功绩。

扁担陪伴着人类走过艰难的创业
岁月。大到挑河挖沟，土地平整，垒房
砌屋，搬石运土，运送公粮；小到挑粪担
水，磨面碾谷，走亲访友；用扁担往两头
一套，啪嗒啪嗒一路走来，吱呀吱呀一
路轻歌。

扁担给人带来艰辛和痛苦，也给人
带来幸福和温暖。在后来的挑担经历
中，我感受到了扁担温馨的一面。挑担
的人如果累了想歇息了，担子放下，扁担
在上面一横，便成为一条凳子，挑担人可
以坐在上面歇歇，任阳光抚摸酸痛的肩、
腿，让清风吹走身上的热汗；晚上孤身走
路，带上一根扁担，便是一件壮胆防身的
武器，只要抡起来呼呼一舞，必是威风凛
凛，令野狗望风而逃；而当乡人们年老的
时候，扁担则可作为他们的扶持，或手持
或身倚，支撑起弯曲如负重扁担一样的
身躯……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理解的加
深，我渐渐觉得，扁担就是一条路，一
条通向成长的路。它教会我爱憎分明
的立场，坚韧不屈的品格，任重道远的
情怀。

扁 担
□ 孙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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