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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红蒿滩位于射阳河下游北岸袁渔民俗称下老湖的那个地

方遥每年春季袁郁郁葱葱约 20 多万亩的盐蒿就蓬蓬勃勃地冒
出滩面袁忘情地生长遥 到了当年的秋季袁盐蒿子成熟了袁原来
葱绿的颜色变成酱紫色袁满滩一片红袁似乎是一大块燃烧着
的火焰遥果实成熟了袁每个果荚里的盐蒿籽子都呈黑色袁一粒
一粒的足有数十粒遥在秋阳的照射下袁果荚裂开袁收起黑色的
盐蒿籽子袁炒熟磨碎袁其味甚香袁还微甜遥

盐蒿袁这种生长在盐城沿海滩上的尤物袁不要说居住在
大中城市的人们不知它的底细袁就连远离大海依靠种田谋生
的农民也不知它为何物遥 然而袁就是这名不见经传的特别耐
碱的盐蒿子袁在我们盐城沿海一带袁在我们盐城西部所谓的
野西乡冶里袁都是名声显赫袁如雷贯耳遥 许多人甚至不晓得村
里尧家里的地里到底长了些何物袁但只要看到盐蒿子袁都会异
口同声地说院野这不是盐蒿子袁是耶恩爷蒿子袁是救过我们命的
耶恩人爷啊浴 冶

一尧盐蒿风波
之所以这样说袁那是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袁帝国主义尧

封建主义尧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
头上遥 人们穿了上件没下件袁吃了上顿没下顿袁至于住的袁
就似杜甫在他的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曳中写的那样院野八月
秋高风怒号袁卷我屋上三重茅噎噎冶尤其是吃的袁如果说野卷
我屋上三重茅冶 的茅舍经过修理后还能栖身的话袁 那么袁
野吃了上顿没下顿冶的就只能成为冻死路边的饿殍遥

当时袁盐城的西乡袁就是现在的盐都区的西郊尧射阳县的
长荡尧新坍尧四明等地袁还有阜宁县的大部乡镇区以及建湖的
部分镇区等地的许多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袁外出讨要袁以为
糊口遥可是袁在那野天下乌鸦一般黑冶的黑暗的旧中国袁哪里是
穷人的归宿钥 许多饥民不是被冻饿死在讨荒要饭的路上袁就
是被富人家的恶狗咬伤袁 许多人还成了富人家的廉价劳动
力袁为了糊口袁不得不忍辱负重为富人家干活袁一年四季吃不
饱尧穿不暖袁病了没人问袁死了没人管袁只用一张旧芦席一卷袁
抛进乱坟场遥 许多人家的丈夫尧孩子外出讨要袁死在何家尧抛
在何处都无法知晓遥

历史的死结在不经意间竟被一种极其普通的植物解开袁
这就是生长在射阳沿海滩地的盐蒿子遥 其时袁在射阳沿海有
块三面环绕射阳河一面濒临黄海的名为潮旺尖的大柴滩袁这
块面积巨大尧物产丰富尧芦苇茂盛的富滩被当地的渔霸海匪
陈伯铭所霸占遥陈伯铭占滩为王袁不仅富得流油袁还豢养了许
多的狗腿子袁为他家看家护院袁收费收税遥 每到过年过节袁陈
家都要大摆筵席袁请来达官显贵尧地方兵痞头头脑脑以及日
本军曹和国民党军的大小头目袁杀猪宰羊大宴宾朋遥

说来奇怪的是袁这陈家既不长麦亦不长稻袁可陈家的猪
长得既膘肥又体壮袁口味还甚好袁每次宴会结束袁他还额外给
来参宴的小鬼子尧国民党兵痞和地方的头头脑脑送上一头杀
好的猪以示巴结遥

这是咋回事钥 说来也巧袁这陈伯铭家的伙房里有一姓韩
的伙夫袁那天袁他的弟弟不知怎的闯进了陈伯铭家的庄围子袁
被哨兵擒获遥 他赶紧说他的哥哥是这里的大师傅袁他是来看
他哥哥的遥 哨兵将信将疑地把他押进了伙房袁见他果然是韩
师傅的弟弟袁于是就把他交给了他哥哥袁不再追问遥哥哥见来
了弟弟袁甚是热情袁舀了一碗肉汤泡上饭给他弟弟吃遥谁知不
吃倒也罢了袁一吃这弟弟大吃一惊袁忙问院野哥哥袁你这猪肉是
从啥地方买来的袁咋这么香遥 冶哥哥吞吞吐吐地不肯说遥 野哥袁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袁说了怕啥钥 况且袁我还是你的亲弟
弟遥冶他弟弟不依不饶袁反复追问袁韩师傅见瞒不过袁就说院野这
事虽不是军事机密袁却是重要的经济机密遥 冶接着袁他就鸡长
鱼短地把实情告诉了他弟弟遥 他弟弟嘴上说不会外传袁但是
一回到家袁就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把这野盐蒿子能吃还
长膘袁同样的道理袁人肯定也能吃袁吃下去也会长膘冶的信息
透露给了他的三朋四友袁一传十袁十传百袁韩家兄弟带回家乡
的信息立马传遍了十里八乡袁那些饿得面黄肌瘦的灾民听说
射阳沿海滩地还有如此不需要付钱的野美食冶袁于是袁三个一
群五个一党袁从西乡赶到射阳袁并融入到割盐蒿子的大军中
去遥

陈伯铭闻听此事袁不由大怒袁立马召集后厨所有员工袁追
问是谁泄露了此事遥没人敢说袁陈伯铭见状袁让管家抓来些银
两袁威胁道院野谁要是再不说袁立马拿钱走人浴 冶这一招果然厉
害袁那些等着男人家挣钱养一家老小的人抗不住了袁纷纷用
眼瞄着老韩遥老韩见事已至此袁瞒肯定是瞒不住了袁只好跪下
说袁是我走漏的消息遥 陈伯铭万万没想到走漏消息的是他最
器重的韩师傅袁但话已出口袁又不好收回袁于是只好多给了韩
师傅几块银元袁让他回家了事遥 这边袁他吩咐家丁袁登船过港
渊射阳河末梢冤袁去滩地撵走那些割蒿人遥

那些从本地尧外地赶来的割蒿人见事情败露袁又遇那些持
械的陈氏家丁凶神恶煞般地追撵袁不得不暂避风头袁先回家了
事遥 不料袁回到家乡的韩师傅却不情愿了袁他把大家伙召集起
来袁慷慨激昂道院野兄弟们袁如今国难当头袁本已家无宁日袁再加
上缺吃少穿袁这日子我们还能过下去吗钥 冶野不能浴 不能浴浴 不
能浴浴浴 冶台下震天动地响应着遥 野为了能渡过劫难袁乡亲们去海
滩上割些盐蒿子袁这盐蒿子一不姓日袁二不姓蒋袁三不姓陈袁他
们凭什么不让我们收钥冶野乡亲们袁大家伙怕死吗钥冶韩师傅煽动
性的话燃起了大家伙火一样的激情院野不怕浴 不怕浴浴 不怕浴浴浴 冶
野民不畏死袁奈何以死惧之钥大家伙明天就跟我上滩袁去割它的
盐蒿袁谁敢阻拦袁咱们就同他们拼浴 大家伙有没有这个胆量钥 冶
野有浴 有浴浴 有浴浴浴 冶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呐喊遥

翌日袁 韩师傅带领着西乡四县三十八乡上百号割蒿人袁
浩浩荡荡从阜宁赶到了射阳河南岸的盐蒿滩袁大家伙挥舞着
镰刀袁镰刀所到之处袁盐蒿头纷纷落下袁然后被大家伙悉数收
入袋中遥就在大家割得兴起之时袁早有陈家探马报给陈伯铭袁
说有上千灾民抢割盐蒿袁如不制止袁肯定会影响到猪的饲养遥

陈伯铭听后袁眉头紧锁袁他把双方力量作了比对袁发现如
果硬性阻止灾民收割盐蒿袁势必引起械斗袁吃亏的肯定是我
们陈家袁倒不如就坡下驴袁给灾民一些甜头袁说不定会收到一
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遥 野况且袁现在小日本已成秋后的蚂蚱袁蹦
跶不了几天袁小蒋的队伍也不知开到何处去了袁眼下来硬的袁
肯定不行遥 冶想到此袁他急令下面给他一条小船袁再安排几名
家丁一起随他过河同灾民们面商遥

最终袁 灾民们以每季来黄海滩地收割一次盐蒿的胜利袁
结束了这次野盐蒿风波冶遥

二尧野三年冶贡献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袁中国遭受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遥

这三年袁灾害频发袁饿殍遍地袁庄稼歉收袁民不聊生遥盐城这一
带袁西部以稻麦两季为主袁被称为西乡遥 东部以棉花旱粮为
主袁收入要比西部稍好些袁但好也好不到哪去遥不论是西部还
是东部袁都是大哥哥不说二哥哥袁两个哥哥差不多遥

为了解决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危害袁国家一方面号召各
地自力更生袁艰苦奋斗袁就地取材袁克服困难曰一方面在国家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袁 给灾情严重的一些地方调拨部分救济
粮遥救济粮是下来了袁但是袁调拨的救济粮同需要的救济粮的
比例根本无法协调和统一袁需要救济粮的地方和灾民实在太
多了袁那么一点点救济粮对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来说袁只能是

杯水车薪遥
刘青山尧张子善式的干部在遭到清查和处理之后袁接下

来的事情就是如何以最直接的方法帮助灾民渡过最难渡过
的野春三头冶渊青黄不接之时冤遥 西乡几县一些野前清冶的野遗老
遗少冶们想起他们那时野揭不开锅冶时袁是射阳滩头的盐蒿子
帮他们渡过了那段几乎是绝望的时光时袁于是袁他们就联合
起来袁请射阳县委尧县政府以采集盐蒿子的方式帮助阜宁饥
民渡过这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遥他们的建议无一例外地被当
地的党委尧政府部门所接受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部门无一例
外地向射阳县委尧县政府求援曰射阳县委尧县政府无一例外地
帮他们联系了当时滩地所属的射海渔业公社袁射海渔业公社
党委尧政府无一例外地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遥于是袁成千上万的
阜宁饥民推着小车的推着小车袁驮着布袋的驮着布袋袁骑着
脚踏车的骑着脚踏车袁浩浩荡荡地从西乡里往东边海滩的下
老湖赶袁以求能在人流中分得一杯野羹冶袁在盐蒿滩里寻得一
线生机袁以渡过饥荒遥

不料袁野东进冶 的收蒿大军的信息很快地传到了下老湖遥
时隶属于射海公社海丰村的下老湖的百姓们听说自己的度
荒蒿子滩要被野外人冶野洗劫冶袁那还了得遥 下老湖的原住户蒋
大召一个号召袁保卫野保命蒿冶的战斗随即打响遥 当阜宁的收
蒿大军刚刚抵达下老湖时袁随即遇到阻击袁这下子阜宁人呆
了袁他们满怀着信心远道赶来袁本以为到达此地后不费吹灰
之力就能满载而归袁从而顺利渡过饥荒袁没想到半路杀出个
野程咬金冶来袁一下子把他们的希望击得粉碎遥

野不是你们县委尧县政府和公社党委尧政府同意我们来采
蒿的嘛袁干嘛出尔反尔呢钥 冶在阜宁的采蒿大军中袁一个干部
模样的人站出来说遥 野说得轻巧袁蒿子你们采去了袁你们的命
保住了袁我们呢钥我们的命谁来保钥冶这边袁下老湖大队的一个
副大队长嘶哑着嗓子喊道院野要不袁你们去把我们公社的负责
人找来袁让他给我们评评理咋样钥 冶

无路可退的阜宁采蒿大军只好让刚才那位干部模样的
人骑上脚踏车袁去 30 里外的射海公社请援军遥听完来人的情
况介绍后袁公社的主要负责人赶紧骑上脚踏车袁同来人一齐
赶到下老湖滩地遥 只见滩地上野两军冶对垒袁黑压压的一大片
人遥 这位负责人不敢马虎袁随即去下老湖教学点找来一张书
桌袁他爬上桌子袁动情地对双方的人说院野阜宁的父老乡亲们袁
下老湖的兄弟姐妹们袁出现今天的情况袁责任不在我们下老
湖村的兄弟姐妹们袁更不怪阜宁县的父老乡亲们袁要怪只能

怪老天爷袁天降灾害袁害得我们土地没法下种袁庄稼出苗却长
不出粮食来遥要怪只能怪我们射海公社的干部们官僚主义作
风严重袁 想当然地高估了我们下老湖大队干部群众的觉悟袁
没想到袁在灾害面前袁大家都是一样的受折腾袁都是一样的缺
粮少米遥 要怪只能怪我这个公社的一把手袁没能深入实际做
好我们下老湖村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袁总以为我们下老湖村
的干部群众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抑或是
在剿匪反渔霸陈伯铭的斗争中袁 都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袁给
兄弟县的灾民们贡献一点盐蒿子还不是小菜一碟嘛遥 没想
到袁我们拿出去一碟袁等于我们的锅里就少了一碟遥情况确实
是这个情况遥 但是袁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袁不论是我们射阳袁
还是我们的邻县阜宁袁 我们不都是性命攸关的阶级兄弟吗钥
大家还记得吗钥 三年灾害的第一年刮了一场大台风袁那台风
厉害呀袁狂风卷着巨浪袁疯狂地向我们扑来遥眼看着就要家破
人亡袁眼看着上堤护堤护坝的人越来越少袁就在这节骨眼上袁
是哪个县的民工在耶全市抗灾一盘棋爷的号召下袁顶风冒雨袁
用当年红军日夜行军 300 里抢夺咽喉要道泸定桥一样袁硬是
前行了一天一夜袁赶到我们射海公社袁同我们并肩战斗袁终于
战胜了数十年不遇的台风暴雨袁保了我们一方平安遥 冶

桌子周围围观的人群有人在悄悄地揩着眼泪袁有人在悄
悄地离开现场遥

野同志们袁如今人家阜宁的阶级兄弟们遇到了点困难袁我
们是不是也应该大度一点袁伸出援手钥况且袁人家只是来收点
盐蒿子袁还没到跟我们讨要真金白银的程度袁我们怎能那样
小气钥 冶说到这里袁这位负责同志提高了嗓音袁问大家道院野射
阳阜宁咱们是什么关系钥冶下面的人答道院野唇齿关系浴冶野大家
说得对浴冶这位负责同志接着说院野既然是唇齿关系袁大家伙肯
定记得耶唇亡齿寒爷的道理遥冶野记得浴冶下面一条腔地答道遥野所
以嘛袁冶 这位负责同志紧接着下面人的话说院野我们应该设身
处地地帮阜宁的兄弟姐妹们想一想袁 假如我们这里出了问
题袁去阜宁求援受阻袁我们会怎样想钥冶下面沉默不语遥这位负
责同志见火候已到袁动情地说院野咱们都是阶级兄弟袁理应有
福同享袁有难同当袁怎能置兄弟的死活于不顾呢钥 大伙说袁我
们能不能啊钥 冶野不能浴 冶下面一条腔地答道遥 野那好袁现在袁我
宣布援阜采蒿行动开始浴冶这位负责同志声若洪钟袁斩钉截铁
地说遥

以后的情况本文不说袁大家伙也可料到院尽管盐蒿子不
是什么好的粮食袁但在关键时刻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遥 尽管
灾害肆虐袁但因为有盐蒿子和胡萝卜这些不算食品的食品支
持袁百万阜宁人民终于胜利地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遥

三尧光荣野转业冶
盐蒿袁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遥 随着射阳沿海近海滩

涂的不断变化袁浅海在慢慢地变为涂袁涂在逐渐扩展成滩袁滩
在接受涂的馈赠后变得更加广阔袁这一来袁生存在滩渊涨潮不
漫为滩冤上的盐蒿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自己的地盘遥 如今
以下老湖为北界的红蒿滩的面积约在 20 万亩左右袁 而且每
年都还在以万亩的速度增长遥美丽的蒿滩地袁若是在春季袁只
见青郁郁的一片袁 似乎是在滩地上披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曰
若是在秋季袁盐蒿子的荚子渐渐地丰满了起来袁荚子里面的
籽子逐渐由青变红最后变为黑色袁 这时的蒿荚子就成熟了袁
整株的盐蒿子也由绿变红再由红变为紫红袁神奇的上帝之手
慢慢地揭去了滩地上大片大片的绿地毯袁继而给这块广袤的
滩地披上了紫红紫红红得像火焰一样的紫色地毯袁 那个美
啊袁让人错愕袁以为是走进了哪家皇室的宫殿遥

如今袁人们衣食无忧遥 关于采蒿以及在采蒿过程中发生
的故事袁年轻一代的西乡人不是没有这样的经历袁或者虽然
经历了袁也早就把它们忘了遥恐怕还不止忘了袁有的你就是请
他们来看看眼下的盐蒿地袁他们也未必肯来遥但是袁有一拨人
他们不仅没有忘记那块盐蒿地袁还把那块盐蒿地当作宝地一
样袁日夜看护着遥你道为了啥钥为了啥钥为了像护鹤姑娘徐秀
娟那样袁为了保护丹顶鹤袁让丹顶鹤有一个美丽的家园袁他们
情愿牺牲掉自己的一切袁包括生命遥

如今的那块盐蒿地袁不仅美得让人晃眼袁更让人感慨的
是袁那块盐蒿地不仅让数以百万计的盐阜大地人惦念着一种
世界级的美丽生灵要要要丹顶鹤袁 还让这块盐蒿地走出射阳袁
走出盐城袁走进世界的视野遥

尾声
如今袁本文所叙的那块盐蒿地已成为国家级珍禽自然保

护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遥 包括生长在那块土地上的盐蒿袁
亦声名鹊起袁一样成了保护区的保护对象遥这一神奇的转圜袁
让人始料不及遥 不过袁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袁世界尧大自然的组
成就应该是千姿百态袁 哪怕就是那名不见经传的盐蒿子袁在
关键时刻袁同样能救人于水火遥

红 蒿 滩
李志勇

在过去尧现在尧未来这三种时间中袁当然是现在最为重
要遥 古代诗词中最常见的时间状态也正是现在袁例如李白的
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曳院野故人西辞黄鹤楼袁烟花三月下扬
州遥 孤帆远影碧空尽袁唯见长江天际流遥 冶这首诗作于开元十
六年渊728冤春天袁李白在武昌黄鹤楼下为孟浩然送行袁诗中说
的都是当下的事实和感情院老朋友买舟东下袁去扬州旅游袁自
己伫立于江边袁目送他远行袁久久舍不得离去遥

专注于现在的诗太多了袁可以不必多举遥 先写现在再谈
未来的诗亦复甚多袁例如杜甫的叶望岳曳院野岱宗夫如何钥 齐鲁
青未了遥 造化钟神秀袁阴阳割昏晓遥 荡胸生层云袁决眦入归鸟遥
会当凌绝顶袁一览众山小遥 冶前六句说自己爬泰山的所见所
感袁最后说今后一定要登上泰山极顶要要要这便是由现在转入
未来了遥

一路现在或现在要未来袁 这两种时间安排的诗最为多
见遥 过去要现在这样结构的诗亦复甚多袁许多回忆往事之作
爱用这样的写法袁 咏史怀古一类的篇什中用这种路径的尤
多袁例如刘禹锡叶西塞山怀古曳诗云院

王濬楼船下益州袁金陵王气黯然收遥
千寻铁锁沉江底袁一片降幡出石头遥
人世几回伤往事袁山形依旧枕寒流遥
今逢四海为家日袁故垒萧萧芦荻秋遥
前四句以西塞山为切入点写当年西晋平吴尧统一全国的

光辉历史袁后四句就此发表感慨袁说现在天下太平袁当年的军
事要塞已成为可供凭吊玩味的一道风景遥 第五句中的野往事冶
一词明显地将全诗分为过去尧现在渊或曰古尧今冤两个层次遥 这
样的安排顺流而下袁十分自然袁作者容易构思袁读者容易接
受遥 用这种章法来写的诗篇不少袁如李商隐叶隋宫曳诗云院

紫泉宫殿锁烟霞袁欲取芜城作帝家遥
玉玺不缘归日角袁锦帆应是到天涯遥
于今腐草无萤火袁终古垂杨有暮鸦遥
地下若逢陈后主袁岂宜重问后庭花钥
这里也是明显可分为古尧今两截袁前四句说隋炀帝打算

把首都搬来风光绮丽的扬州 渊芜城是扬州一度有过的外号袁
见鲍照叶芜城赋曳冤袁又大兴宫室袁到处游玩袁终于把政权给玩
丢了曰后四句是对此发表感慨袁说隋炀帝同他前辈陈后主的
风格基本完全一样袁 这一类贪图享乐的皇帝垮起来是很快
的遥

这样的诗袁有一种对称尧和谐之美遥 此外袁也有古多今少
或古少今多袁打破常见之平衡状态者袁前者如杜甫的叶咏怀古
迹曳渊其三冤院

群山万壑赴荆门袁生长明妃尚有村遥
一去紫台连朔漠袁独留青冢向黄昏遥
画图省识春风面袁环珮空归月夜魂遥
千载琵琶作胡语袁分明怨恨曲中论遥
这里大部分文字都是说先前汉朝的王昭君远嫁匈奴袁实

现和亲的往事袁到第七句出现野千载冶二字袁表明业已回到当
下遥 当然袁第二句中野尚有村冶云云也可以说是暗示现在自己

来寻访昭君故里遥 杜甫善于打通古今袁全诗浑然一体袁比那些
古今之别界限分明的作品显得更为圆融袁一气呵成袁难以分
割袁此其所以为野诗圣冶也遥

后者如杜甫的叶蜀相曳院
丞相祠堂何处寻袁锦官城外柏森森遥
映阶碧草自春色袁隔叶黄鹂空好音遥
三顾频烦天下计袁两朝开济老臣心遥
出师未捷身先死袁长使英雄泪满襟遥
这里大部分文字写瞻仰武侯祠所见的景色和自己的感

想袁只有第五尧六尧七这三句写诸葛亮的事迹袁所占篇幅不到
一半遥 杜甫写诗挥洒如意袁章法灵活袁他固然也有结构对称的
作品袁而更注意追求一种欹侧之美袁在不平衡尧不和谐中出奇
制胜遥 杜甫是唐代诗人中的先锋派遥 清朝诗论家冯班称颂他
野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冶渊叶钝吟杂录曳卷七叶戒子帖曳冤袁其
成功的奥秘之一在此遥

李商隐刻意学习杜甫袁取得了很好成效袁真可谓后生可
畏遥 他在处理诗篇中各句之时间关系方面也是并不固守对称
均衡的古典原则袁而是非常灵活机动袁往往出奇制胜袁浑成有
味遥 试举他的两首名作为例袁一是青年时代所作的叶安定城
楼曳院

迢递高城百尺楼袁绿杨枝外尽汀洲遥
贾生年少虚垂涕袁王粲春来更远游遥
永忆江湖归白发袁欲回天地入扁舟遥
不知腐鼠成滋味袁猜意鹓雏竟未休遥
首联两句写安定渊故址在今甘肃泾川北冤城楼的景色袁颔

联忽然用两个典故袁 意谓历史上的杰出青年大抵遭遇坎坷袁
难以实现其远大的理想遥 一今一古袁跳跃有力遥 颈联最为警
策袁诗人说自己要干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袁然后功成身退袁
乘一叶扁舟自放于江湖之远袁 等到自己满头白发的暮年袁再
来回忆过去惊天动地的往事吧遥 这两句打通现在与未来袁往
返交通袁错综成文袁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遥 王安石认为袁这样
的警句野虽老杜无以过也冶渊转引自叶蔡宽夫诗话曳冤遥 尾联感慨
野时人不知己志袁以鸱鸮嗜腐鼠而疑鹓袁不亦重可叹乎冶渊叶唐
诗别裁集曳卷一五冤袁照应前面关于贾谊尧王粲的感慨袁潜气内
转袁收拾得妙遥

另一首是李商隐在四川为幕僚时写给中原友人的叶夜雨
寄北曳院野君问归期未有期袁 巴山夜雨涨秋池遥 何当共剪西窗
烛袁却话巴山夜雨时遥 冶这里采用现在要未来要现在这样的时
间安排袁往复转进袁野眼前景反作后来怀想袁此意更深冶渊桂馥
叶札璞曳卷六冤袁自成妙趣遥 李商隐也是唐代诗人中勇于探索新

技法的先锋派人士遥
词里面的时间状态袁也大抵可以分为这几种情形遥 最常

见的是全写当下的事和情袁 例如北宋词人张先 叶青门引曳词
云院野乍暖还轻冷袁风雨晚来方定遥 庭轩寂寞近清明遥 残花中
酒袁又是去年病遥 楼头画角风吹醒袁入夜重门静遥那堪更被明
月袁隔墙送过秋千影遥 冶词中的野晚来冶野入夜冶野明月冶等袁皆标
明了当下时间的推移遥

以过去要现在的格局来安排词句的如北宋潘阆的叶酒泉
子曳院

长忆观潮袁满郭人争江上望遥 来疑沧海尽成空袁万面鼓声
中遥 弄潮儿向涛头立袁手把红旗旗不湿遥别来几向梦中看袁梦
觉尚心寒遥

这里的上片和下片的前两句都是回忆先前观潮的盛况袁
最后两句回到现在遥 早期的词袁时间观念大抵非常明朗遥 现
在要未来格局的词如苏轼写自己在密州渊今山东诸城冤出猎
的叶江城子曳院

老夫聊发少年狂袁左牵黄袁右擎苍袁锦帽貂裘袁千骑卷平
冈遥 为报倾城随太守袁亲射虎袁看孙郎遥 酒酣胸胆尚开张遥 鬓
微霜袁又何妨浴 持节云中袁何日遣冯唐钥 会挽雕弓如满月袁西北
望袁射天狼遥

大部分篇幅写现在的打猎袁到最后设想自己到边境上去
杀敌立功袁这就是指向未来了遥 以上这些词写法比较传统袁头
绪相当分明遥 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袁同一首词中袁时间比较复
杂袁篇幅较长尧运用典故比较多的作品尤其是如此袁试举两首
名作来看遥其一袁辛弃疾叶摸鱼儿 淳熙己亥袁自湖北漕移湖南袁
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袁为赋曳院

更能消几番风雨袁匆匆春又归去遥 惜春常怕花开早袁何况
落红无数遥 春且住袁见说道袁天涯芳草无归路遥 怨春不语袁算只
有殷勤袁画檐蛛网袁尽日惹飞絮遥 长门事袁准拟佳期又误遥 蛾
眉曾有人妒遥 千金纵买相如赋袁脉脉此情谁诉钥 君莫舞袁君不
见袁玉环飞燕皆尘土钥 闲愁最苦袁休去倚危楼栏袁斜阳正在袁烟
柳断肠处遥

这首词作于淳熙六年渊己亥袁1179冤袁作者的官职有变动袁
离开国防前线远了袁他认为这是自己野刚拙自信袁年来不为众
人所容冶渊叶论盗贼札子曳冤的结果袁于是在告别湖北的时候袁赋
词大发牢骚袁但往往以比兴出之遥 上片写眼前的暮春景象袁多
有言外之意遥 下片连用两个典故袁一是汉朝失宠的陈皇后请
司马相如为其作叶长门赋曳袁试图挽回宠幸袁没有成功曰二是讥
刺一时得意的杨玉环尧赵飞燕之流最后不得善终遥 然后又回
到当下的暮春袁说自己投闲置散的莫大痛苦遥 可见这里的时

间结构是现在要过去之一袁千金买赋曰过去之二袁玉环飞燕皆
尘土曰最后转为现在遥 连用典故往往形成这种局面遥

梁启超评论此词说院野回肠荡气袁至于此极遥 前无古人袁后
无来者遥 冶渊转引自梁令娴叶艺蘅馆词选曳丙卷冤其实袁连用典故
以造成荡气回肠之艺术效果袁是后有来者的袁这就要说到第
二个例子袁姜夔的叶疏影曳院

苔枝缀玉袁有翠禽小小袁枝上同宿遥 客里相逢袁篱角黄昏袁
无言自倚修竹遥 昭君不惯胡沙远袁但暗忆尧江南江北遥 想佩环袁
月夜归来袁化作此花幽独遥 犹记深宫旧事袁那人正睡里袁飞近
蛾绿遥 莫似春风袁不管盈盈袁早与安排金屋遥 还教一片随波去袁
又却怨尧玉龙哀曲遥 等恁时袁重觅幽香袁已入小窗横幅遥

姜白石这首叶疏影曳和他的叶暗香曳乃同时之作袁都是写梅
花的袁其词前小序云院

辛亥之冬袁予载雪诣石湖遥 止既月袁授简索句袁且征新声袁
作此两曲遥 石湖把玩不已袁使工妓隶习之袁音节谐婉袁乃名之
曰叶暗香曳叶疏影曳遥

可知这两首词都是姜夔的自度曲袁 是前辈诗人范成大
渊石湖冤给命名的遥 野疏影横斜水清浅袁暗香浮动月黄昏冶原是
北宋诗人林逋咏梅的名句遥

范成大爱梅成癖渊著有叶梅谱曳冤袁姜夔遂投其所好袁作此
二曲遥 叶暗香曳一篇写到自己过去的恋情与失去的悲哀遥 其恋
爱之人的名字中有一野梅冶字袁自己曾经野梅边吹笛冶袁可惜后
来失散了袁不知野几时见得冶浴 渊较详细的分析参见顾农叶说姜
夔词二首窑掖暗香业曳袁叶人民政协报曳2009 年 9 月 21 日叶文化
周刊曳冤

至于这首叶疏影曳袁一头一尾写当下袁说自己在看一幅画
有梅花尧竹子和一对翠禽的野小窗横幅冶曰而中间连用了四个
典故袁最后又回到当下遥 其时间结构为院现在要过去之一袁昭
君出塞曰昭君之精魂归来化为梅花袁此过去之二曰刘宋王朝之
寿阳公主梅花妆的来历袁此过去之三曰汉武帝刘彻小时候已
经考虑金屋藏娇袁此过去之四曰关于笛曲叶梅花落曳袁过去要现
在遥 一口气用了好几个同梅花有关的典故袁颇近于赋的写法袁
不免有点细碎袁好在姜夔文字功夫非常了得袁词句灵活飞动袁
尚无太多堆砌的痕迹遥

就一个咏梅的题目袁姜夔一下子写出两首佳作袁得到了
范成大的激赏袁也获得非常优厚的赏赐遥

在宋人某些慢词渊分三尧四片冤里袁还有将现在尧过去尧未
来三种时态安排得更复杂的作品袁但似乎只是在做新技法的
试验袁佳作甚少袁这里就不去多说它了遥

读诗词如果不把其中的时间线索理清楚袁就容易只留下
一个模糊的印象袁而不能得其要领袁赏其真味遥

诗词中的时间
顾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