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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趣

年6月2日 星期四
雅趣小典
今天农历已到 5月，再过 4天就是端午节。
“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
鹜角黍。注释是：端，初也。即五月的第一个五日，五月初五。

端午情缘

话说“端午儿”

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答道：“人生
将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必受于
天，君向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
户。”这番话驳得其父哑口无言。后来
孟尝君果然成为一代名士。
汉成帝时，权势显赫的王凤也是
五月五日生，他父亲不想要他，幸而叔
父举出孟尝君的例子，才得以保命。后
来王凤官至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
事。还有汉末胡广，他本姓黄，因为生
于五月五日，父母将他藏在葫芦中投
之于河，幸而未能淹死。后来有人收
养，乃托葫芦所生，因改姓胡名广。后
历经六朝，三登太尉，成为名臣。此外，
以“枫落吴江冷”名句见称一时的唐
代诗人崔信明、宋徽宗皇帝赵佶，也都
是五月五日生的。他们都是侥幸避开
遗弃的命运。

石中有真意

石头，原本是很不起眼的东西，它默 特产，为寿山石中的珍品，因发现于稻
然依附于大地，朴素而平实。大多数情况 田中又呈现出美丽的黄色而得名。具有
下，人们在盖房造楼、修桥补路时才会想 细、洁、润、腻、温、凝等“六德”，是彩石
到它、用到它。然而，中国文人自古就有 （印石）中的佼佼者和杰出代表，向有
寄情山水和景物的习惯，对于这一群体 “一两田黄三两金”之誉。到了清代，田
来说，一直有着深刻久远的石头情结， 黄 石 还 被 爱 石 的 乾 隆 皇 帝 封 为 “ 石
正所谓“园无石不秀，斋无石不雅。” 帝”，放于天坛上祭天，由此可见皇帝大
从春秋时期开始，孔子就把道德美 人对它的喜爱和膜拜。
融入观赏玉石的最高审美境界。他将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爱石之人是曹
“君子”比德于玉，以玉喻人，“言念君 雪芹，他曾有一首名为《题自画石》的
子，温其如玉”，把玉石之美与人性之美 诗是这样写的：“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
相溶相化，由物质美转化成为人的精神 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
美。屈原也是一位奇石爱好者。据记载， 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
他的帽子上嵌着“明月宝璐”，衣服上 仙。”因为对石头的情思，他把贾宝玉的
佩着“昆仑玉英”，所乘之车是玉石做 身世和石头紧密相联，通过曹雪芹这首
的轮子，随身带的干粮是用玉石磨的精 诗，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理解他迷恋、
粉，甚至于，直到最后他纵身跃进汩罗 热爱石头的原因。从人文情感上看，石
江时也是抱石投江。此外，楚国还出现 头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与人类和其他生
了一名叫卞和的奇石收藏家。他把荆山 物相比，它亘古不变，贯穿永恒，所以人
脚下采到的“落凤石”献给了楚王，这 们也经常把海枯和石烂连在一起。曹雪
块石头最后被雕琢成了著名的 “和氏 芹之所以把主人公定名为 “假宝玉”，
璧”，创下了世界最高的连城价值，并引 正是因为在他心中更加珍视石头一样
发出《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后来，这 天真、自然、蓬勃的原始生命状态。
一珍宝被 130多位帝王收藏 1600余年， 或者，所谓天人合一，不仅是指艺
创造了收藏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精神体验，也是欣
我国的玉玺和印章在世界文化中 赏者能够参悟的高级境界。发自内心爱
独树一帜，用于制印的彩石主要有寿山 石头的人，并不会以石头的货币价值为
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就是通常 标杆，而是必然把石头赋予人格色彩，
所说的“四大名石”。田黄石是我国的 相信每一块石头的灵性。笔者曾在一个

很偶然的机会走进了国石（北京）艺术
馆，小小的门内却别有洞天，仿佛让人
一下子与外面繁华的尘世隔绝开来。浸
在袅袅梵乐声中，置身静穆庄严也略带
神秘的国石世界，观者心中立时生发出
一种清凉脱俗之意。这里既有一人多高
的观音翡翠像，也有拇指大小的精美绝
伦的印章。漫步在馆内，不禁想起白居
——
—“青石
易在《青石》一诗写道的——
出自蓝田山，兼车运载来长安。工人磨
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很明显，
这位石头的“知音”要做代言人替石头
说话。

▲牛克思用福建寿山杜陵石雕刻的《紫云仙阁》，宽 69厘米，高 3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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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凤

双序斋记缘

▲

古人把农历五月当作“恶月”，
不但此恶月万事不吉利，甚至连五
月五日所生之子，亦视为不祥之兆。
《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
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四
讳》 也记载当时风俗：“讳举正月、
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
不得举也。”
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
（田文），就是五月五日所生。据《史
记》记载，齐国贵族田婴，有个妾侍，
五月五日生下一个孩子。当其呱呱
坠地时，田婴就欲致他于死地。那妾
侍不忍，私下将他抚养成人，起名田
文。田婴闻讯后，怒不可遏，斥其妾
侍为何未去此子。田文见其父大怒，
顿首拜伏于地，问不举五月子是何
缘故？田婴道：“五月子者，长于户

□ 雷克昌

国石馆撷趣

端午节的别称

□ 宣金祥

端阳节。按夏历地支纪月推算， 地腊节。道教每年有“五腊”，即
五月为“午月”，午时为“阳辰”，所 天腊、地腊、道德腊、民岁腊、五侯腊。
以端午亦称 “端阳”。《月令广义》 五月五日恰逢“地腊”之日，所以叫
载：“五月五日端阳节”。
“地腊节”。
重五节。因五月初五的月、日均
浴兰节。古人有在五月五日这一
为五，所以称“重五节”。《宋史》有 天用兰草汤沐浴的习俗。《礼记·大戴
载：“明年重五，又送角黍执扇”。角 礼》 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黍，即端午节令食品粽子。
《梦梁录》亦云：“五日重五节”又曰
夏节。端午节是夏季最大的节 浴兰节。
日，俗有 “食过五月粽，便把寒衣
蒲节。五月菖蒲成熟，古人在五
送。”之谚，意思是粽子一出现，岁序 月五日这一天悬菖蒲于门楣，或用菖
便转入夏季。同时，端午节与夏至时 蒲浸制药酒饮用，以示驱邪防病，因
隔不远，《风土记》 中说：“仲夏端午 此称“蒲节”。《幼学句解》上说：端
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 午是为蒲节。
同。”故称“夏节”。
女儿节。明清把端午节称作“女
天中节。唐宋时期，道教阴阳术 儿节”。明沈榜《宛署杂记》云：“五
数谓五月五日午时为“天中”，故而 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
端午节即为“天中节”。宋人吴自牧 符……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
在《梦梁录》中就提到“五月五日天 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清人余有
中节”明代的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 丁《帝京午日歌》中也有“都人重午
余》中也有“端午为天中节”的记载。 女儿节，酒蒲角黍榴花辰”的诗句。

端午娱戏——
—斗草

□ 吴思强

练方法以外，还从生活中找到了新的
“老师”：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抬轿子的
走得稳极了，随后学步，竟跟着轿子走
了几十里。以后他拜抬轿的为师，虚心
请教，勤学苦练，终于走出了一套端庄
流利、刚健婀娜的台步。
程砚秋先生和梅兰芳、尚小云、荀
慧生三位同样雅好书画艺术，早年曾从
书画家汤涤先生学习丹青和书法。在演
出之余，喜欢挥毫习书作画，凡有所求，
无不酬应。尤其是他的书法，得到罗瘿
公先生的指授和影响，由魏碑入手，经
长期研习而成，颇受人们的喜爱。一次
赴沪出差，拜访友人时，得程氏致苏寄
■毛笔书札一通，其书工整得体，章法
稳健，浑厚端庄，格调高雅，展现了程砚
秋先生的书法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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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中
童趣多 □

马晓玲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描写儿童的字
句俯拾皆是，每每读来，总让人忍俊不
禁。可见人们对无忧无虑、轻松惬意的
童年时光的向往之情，从古至今都是相
同的。
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以写爱国
诗词最为专长，但他那首著名的《清平
乐·村居》，却属于农村田园风格，其中
描写儿童的词句，廖廖数字，童真便跃
然纸上：“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
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大
儿和二儿，都在忙活着，小儿横卧在溪
头草丛，剥着刚刚采下的莲蓬。读罢这
句，一个顽皮淘气的孩童，就会浮现脑
中。
童趣诗写得最为著名的，当属南宋
诗人杨万里了。他多以儿童日常生活的
瞬间为切入点，描绘出一幅幅浸润着童
趣美的画面。“篱落疏疏一径深，枝头花
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
无处寻。”这首诗，真是一幅活泼明朗、
意趣天然的水墨画。“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午睡之后，窗前的孩
子们在柳树下嘻闹玩乐，让生活多了一
份乐趣和生机。“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
穿取当银铮。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
瓈碎地声。”冬天，调皮的顽童将一块冰
穿上彩线，当锣敲打，声音清越嘹亮，于
是顽童越发用力，忽然冰块被敲碎，散
落在地。这份稚气的乐趣和余景的玩
味，让我们忘记了背景中冬季的严寒和
冰冷。
刘克庄的诗作《鸟石山》，也是描
写儿童的：“ 儿童逃学频来此，一一重寻
尽有踪。因漉戏鱼群下水，缘敲响石斗
登峰。”孩子们的狂劲儿、野劲儿、疯劲
儿，在这首诗里得到淋漓致尽的表现。
诗人范成大在组诗 《田园杂兴》 中写
道：“雨后山家起较迟，天窗晓色半熹
微。老翁欹枕听莺啭，童子开门放燕
飞。”诗人把儿童向往明媚春光的欢跃
情态写得活灵活现。
儿时，都做过偷瓜摸枣的事儿，按
常理，大多数孩子都会挨大人的责骂，
可是在白居易眼中，偷莲的孩子却是这
样的：“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
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全诗没有批评和
责怪，只有温馨描绘，活泼可爱、天真无
邪的小娃，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采
白莲，回来时却不知隐藏自己踪迹，浮
萍中竟有一条道船尾闪现。这真是一幅
充满童趣的画面。

：

古时，端午娱乐游戏很多，斗草， 描写“文斗”的古作品并不少，
便是一种。所谓斗草，即用花草来斗 《镜花缘》有：陈淑媛道：“妹子刚才
胜负。此种游戏，源于周代。到了南北 斗草，屡次大负，正要另出奇兵，不想
朝，南方渐渐把斗百草演变为端午的 姐姐走来忽然止住，有何见教？”紫芝
文化娱乐风俗。宗懔《荆楚岁时记》 道：“这斗草之戏，虽是我们闺阁一件
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 韵事，但今日姐妹如许之多，必须脱
斗百草之戏。”斗百草即斗草，有两种 了旧套，另出新奇斗法，才觉有趣。”
方法，一种“文斗”，一种“武斗”。 窦耕烟道：“能脱旧套，那敢情妙了。
“武斗”即采一些花草（如车前 何不就请姐姐发个号令？” 紫芝道：
草），双方互套，然后再拉，谁的花草 “若依妹子斗法，不在草之多寡，并且
断了，谁就输了。唐代白居易《观儿 也不折草。况此地药苗都是数千里外
戏》：“髫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弄 移来的，甚至还有外国之种，若一齐
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宋代范成大 乱折，亦甚可惜。莫若大家随便说一
《春日田园杂兴》：“社下烧钱鼓似 花草名或果木名，依著字面对去，倒
雷，日斜扶得醉翁归。青枝满地花狼 觉生动。” 毕全贞道：“不知怎样对
藉，知是儿童斗草来。”说的都是儿童 法？请姐姐说个样子。”紫芝道：“古
玩斗草。
人有一对句对得最好：‘风吹不响铃
如果说“武斗”大都是活泼爱玩 儿草，雨打无声鼓子花。’假如耕姐姐
的儿童所戏，那么“文斗”则是妇女 说了 ‘铃儿草’，有人对了 ‘鼓子
所爱。“文斗”时花草并不直接接触， 花’，字面合式，并无牵强。接者再说
只是各人把自己收集的花草拿来，然 一个或写出亦可。如此对法，比旧日
后一人报一种花草名，另一人接着按 斗草岂不好玩？”
相关类拿出花草并对答花草名称，一
端午玩斗草，是儿童、青年的一
直“斗”下去，谁收集的花草多，种类 种有趣娱乐。从南北朝一直延传下
齐全，谁就能斗到最后，也就是赢家。 来。在那没有高科技的年代，国人从
苏东坡诗有“寻芒空茂林，斗草得幽 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并能从小就增长
兰”之句，可见玩者为了收集到更多 了对植物认识，不能不说它是一种好
的花草，常常要寻遍山川草野的。 的娱乐。

程砚秋先生是满族人，本名承
麟，后改汉姓程，名菊侬，字玉霜，后
改御霜，乳名小石头，艺名艳秋，后改
砚秋。他先习武生，再学花旦，因嗓音
条件突出，改青衣。进入变声期时，他
未能及时停演养护嗓子，几乎断送演
艺生涯，后来虽然得以暂时脱离舞
台，但是嗓音要想恢复已然无望。十
五岁那年，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并
从王瑶卿学艺。十八岁程砚秋重新登
台时，已经在王瑶卿的教导与帮助
下，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嗓音特色的
特殊的声乐表现方法。“程砚秋用他
那几乎令京剧演员们绝望的失润的
嗓音，另辟蹊径，发展出一种别具一
格的沉郁顿挫的演唱风格，意外地切
合于传统诗学的美学追求；而用他独
有的悲咽怆然表现古代悲情女子，竟
是别具令人感喟催人泪下的情致。
（傅谨《京剧 程派 张火丁》）”
京剧中青衣与花旦不同之处是：
青衣专饰节烈女妇，演时要处处郑重
不失身份；花旦专师俏鬟艳妇，处处宜
伶俐活泼，姿态自然。青衣重唱而不重 新和进步的精神，还体现在他对演出剧
貌，但如毫无姿色，虽有绝好唱工，终 本的修改方面。《窦娥冤》是程砚秋亲自
吃力不讨好。花旦则完全相反，故易受 修改的一个演出本，在重要情节上有所
欢迎。程砚秋一生都以青衣戏为主，并 改动。过去一般的演出本，多按《金锁
以他的优秀表演和抑郁婉转的唱腔塑 记》的路子，最后窦娥并未被斩杀。程砚
造了众多悲剧女性形象。为了加增强 秋在演出中为了增加悲剧气氛，毅然决
人物的悲凉痛楚的效果，程腔以唱反 然的改成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被斩
二黄来渲染呜咽哀怨的情调。其代表 的结局。
剧目《窦娥冤》中，窦娥在法场将被处
程砚秋对传统剧目的台词也比较重
斩前所唱一段，满腔的冤苦悲愤都借 视，作了不少整理修改。如《贺后骂店》
着委曲萦回的声调表达出来，可以看 里的 “老王爷为江山足踢拳打”，改为
出程氏运用唱法技巧的深厚功力。在 “老王爷为江山何曾卸甲”；《窦娥冤》
他长演的剧目中，1941年经其所编演 里的 “看起来老天爷顺水推船”，改为
的《锁麟囊》唱腔，可以代表程派后期 “看起来老天爷不辨愚贤”，都比原词显
的风格，婉转动听，显现了程氏在艺术 得通顺合理。
创造上的修养与才能。
程砚秋先生能在舞台上走一套端
程砚秋先生在艺术上不断追求革 庄、稳重而又灵活的台步，除了传统的训

除了白居易，和石头亲切沟通的还有
一位叫道生的法师。传说东晋时这位法师
因为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不容于寺庙，
被众人逐出。回到南方，他住到虎丘山的
寺庙里，终日为众石头讲《涅盘经》，讲到
精彩处就问石头“通佛性不”？群石都为
此点头示意。围观者将这一奇迹传扬开
去，不久拜他为师的人越来越多。这虽是
故事，却不难表明，在古人心中，石头并不
是我们想当然的冰冷无情的象征。林语堂
先生在其《生活的艺术》中写到的：“石
头是伟大的，坚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
是静默的，不可移动的，像大英雄那样，具
有性格上的力量，它们像隐居的学者那
样，是独立的，出尘超俗的……”
事实上，同样的人或事物，常常因为
观者心境和眼光的不同，感受是完全不同
—“山坡上
的。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
开满了鲜花，在牛羊的眼中那只是饲料。”
在功利主义者的眼中，任何事物被评价的
标准首先是商业价值，所以当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为石疯狂，我们盼望能有更多的人
是出于对石中真意的理解和眷恋。

风物千般，生活百态，不有雅趣，何以抒怀？本版欢迎读者投稿。

本期雅趣集字，“雅” 集自明代宋
克《书谱》、“趣”集自《急就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