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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刘克庄将梅尧臣尊为宋

诗的“开山祖师”，另一位南宋诗人陆

游更是对梅尧臣推崇备至，他在诗中

写道，“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突

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陆游多次提

及“效宛陵先生体”，其《梅圣俞别集

序》更是不胜仰慕之怀。后来，方回、

胡应麟和许学夷等诗评家对梅尧臣也

有类似的称誉。

梅尧臣生于宋兴 70 余年后，是宋

初诗坛一位取得突出成就的诗人。深

厚的家学渊源和自觉的革新意识，使得

梅尧臣在冲破西昆藩篱之后广泛师承、

自铸伟辞，逐渐形成多样化的风格。梅

尧臣之诗多有散佚，后几经辑录，现存

诗歌达 2800 多首，远远超过同时期的

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等人。

就题材而言，梅诗内容丰富：既有

流连光景的酬酢唱和，也有关注边疆

战事的题咏寄赠；既有闲情适意的抒

怀短章，也有关心民生疾苦的感事长

篇；既有朋侪友辈间的情深意长，也有

风俗世态的精描细绘。他的《东溪》一

诗写道：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

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

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诗人信步而游，写出了水乡的秀

丽风光和自己的闲情逸趣，其中“野凫

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一联向

来为人称道。两句看似写景，实则在

强烈对比中表现了作者激荡澎湃、难

以抉择的矛盾心绪。全诗造语平淡，

但淡中有奇、淡中有味。

梅尧臣迷恋于自然美景，故而倾

情描绘各地山水之美，“江帆风势美，

竹屋雨声连”“低迷薄云开，心喜淡月

吐”“青山随宅转，远水向门流”。在他

的笔下，山阴、会稽、余姚、宣城、庐山

等美景纷纷涌上笔端，“天下风物佳，

莫出吴与越”“欲泛剡溪船，路长安可

适”“我心昭亭水，见底无尺寻”……

梅尧臣待人诚厚温谨，特别重视

交游，“平生天下友，常以道义求”。

北宋立国，偃文修武，使得文人拥有

充裕的时间宴饮酬唱。直至晚年，诗

人仍深深怀念当时的交游之情，“京

洛多游好，相与岁月深”“同在洛阳

时，交游尽豪杰”““洛阳交旧里，过半

已凋残”。“洛阳”已然成为梅尧臣铭

刻肺腑的美好情结，在那里结交的多

是志趣相投、踏实处世的仁人志士，

像文坛执牛耳的前辈钱惟演、政事文

学并举的欧阳修、文才将才双修的尹

师鲁，其他如谢绛、江休复等，皆是一

时之杰，蔚为大观。

当然，最能代表梅尧臣思想价值

的还是他现实主义题材的诗歌。梅尧

臣时刻关注民生疾苦，“凡为二千石，

唯在劝耕纺”“天子忧民切，行当务劝

桑”。他在《观理稼》诗中写道：

稂莠日已长，匆匆芟薙初。

来时露沾屩，归去月侵锄。

一腹馁犹甚，百骸勤有余。

吾无力耕苦，谬读古人书。

诗人充分展现了农人耕作的劳苦

和生活贫窭，另外一首诗《陶者》则强

烈揭露了社会的积弊和不公：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鲜明对比之下，鞭挞愤激之情溢

于言表。再如《村豪》《田家语》《汝坟

贫女》等诗，都深刻反映了北宋田家生

活的艰苦。

不独如此，梅尧臣始终心系时局，

渴望投笔从戎，为国效力，《故原战》

《闻尹师鲁赴泾州幕》《寄永兴招讨夏

太尉》等诗都充分展现了他的传统儒

家情怀。有感于国防边事之急，梅尧

臣还倾力注解《孙子》，自云“论兵说

剑三十秋”，这是其他诗人难以望其

项背的。

放眼整个宋代诗坛，梅尧臣的创

作成就并非最大，后人为何将他尊为

宋诗的“开山祖师”呢？因为梅尧臣

以自己独特丰富的创作实践引领了宋

代 诗 风 的 转 移 ，“ 开 宋 诗 一 代 之 面

目”。梅尧臣强调摒弃浮艳空洞的诗

风，主张继承《诗经》的传统，关注社

会、重振风雅，“因事有所激，因物兴

以通”“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从

而焕发出现实主义色彩。与此同时，

梅尧臣作诗力主“平淡”，他说“中作

渊明诗，平淡可拟伦”“作诗无今古，

唯造平淡难”。

这种平淡诗风的确立，开启了“宋

调”先河，也成为宋诗的整体风格特

征。元人龚啸曾论道：“去浮靡之习，

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

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斯言不谬。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石龙中学）

题小苑桃花

偏爱庭前一树花，晨昏迎迓满枝桠。

洗妆不褪胭脂色，扫鬓还嫌粉黛华。

但把香魂留锦扇，何妨素履度渔槎。

我知岁岁君为信，须趁春风多折些。

登岳麓山

隐隐青屏一涧开，岫云生处汲泉回。

沾衣欲湿疑山雨，染履还深问石苔。

极尽高明须勉励，但行中道莫徘徊。

几尊碑碣伤前事，依旧苍筤待绿来。

悟秋

逝水华年可得追，扁舟不语泊斜晖。

满川翠色和烟睡，一影孤鸿向晚飞。

邀月应能寻胜地，拨云或可得天机。

浮生常作蜉蝣客，懒恋人情是与非。

重阳

节序偏将年序追，只余瘦骨付秋晖。

酒阑梦好惟思睡，风过尘香不觉飞。

常恨人间无寸地，焉知壶内有仙机。

惜花还作花间客，花梦皆非我亦非。

乡居

浮生常作触蛮忙，风雪应怜眷故乡。

我笑青山添白发，青山羞我懒梳妆。

围炉夜话三冬暖，秉烛晨吟一卷香。

莫道枫林山路远，轻舟载梦入潇湘。

檐燕有感

何日归家洗絮袍，春风传语总劳劳。

那堪执手催潘鬓，多为回眸湿汉皋。

滋味千般惟面饼，闲愁万缕尽糟醪。

知君愿化差池羽，遍种檐前烂漫桃。

夜访紫藤萝

秋千院落人归后，谁复殷勤捧玉瓶。

雨涤纤尘浮霁月，风邀万象舞精灵。

未曾纵酒歌晴日，偏欲乘鸿赴紫冥。

愿与花卿同一梦，醒时不许问芳龄。

（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

学校 张曲）

那一日，我忙着撰写文稿，不经

意间，看见一只蝴蝶在我的电脑前翩

翩起舞，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蝴

蝶很小，大拇指甲般大，色彩斑斓，这

可爱的小生灵激起了我的兴趣。

蝴蝶如入无人之境，悠然自得地

飞着，一会儿绕着电脑飞舞，一会儿

停在书上，展开薄而透明的羽翼，炫

耀着自己的美丽。简朴的办公室因

这个不速之客，顿时变得灵动曼妙

起来。

对我来说，蝴蝶最熟悉不过。当

年在乡下，菜园里、花草间、池塘边、

房前屋后，随处都能看到蝴蝶的影

子，大大小小，三五成群，舞姿轻盈，

体态优雅，犹如娇小的贵妇人。在阳

光的照耀下，各种颜色的蝴蝶尽情舞

蹈，煞是好看！

小时的我，每次外出割猪草，都

要寻找蝴蝶的踪影，静静地观赏蝴蝶

的舞姿。看着精巧的蝴蝶，我手心发

痒，悄悄去捉。眼看唾手可得，可它

却捉起迷藏，倏地飞到花瓣上，又倏

地落到花叶间。总是在幻想：要是自

己是一只蝴蝶多好啊，在花圃里舞来

舞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只小蝴蝶似乎没有意识到我

的关注，胆子越来越大，竟在我的头

顶上盘旋，很有戏弄的况味。我顿时

童心大盛，决定与蝴蝶玩耍一番。我

从椅上站起来，眼睛一眨也不眨，紧

紧地盯着蝴蝶的动向。蝴蝶飞了片

刻，终于停在书报架上，我蹑手蹑脚

走过去，伸出手想捏住蝴蝶的翅膀。

说时迟那时快，蝴蝶在我眼皮底下快

速地飞走了，无论我如何费尽心机，

总是难以捉到。

我泄气了，坐回椅上，眼巴巴地

看着蝴蝶上下翩跹，无可奈何。忽

然，又一只蝴蝶映入我的眼帘，花色

大小与第一只差不多。它们各自飞

了一会儿，相聚在一起，泰然自若地

缠绵着从窗口飞出去了。

看着蝴蝶双双飞出办公室，我心

里一阵悸动，产生了无限遐想：或许

它们结伴舞起轻盈的翅膀，缠绕在花

丛中，休憩在花蕊间，相依相偎，卿卿

我我……或许，它们的生命里也有快

乐、有追求，还有彼此之间最朴素、最

纯粹的心灵感应。

思绪不由得蔓延开来，陷入《梁

祝》凄婉的故事中不能自拔。梁山伯

与祝英台虽然未能终成眷属，却化作

蝴蝶，续写了比翼齐飞的绝美爱情，

演绎着人间的千古绝唱。

梁祝化蝶，不是生命意义上的简

单延续，而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坚

守。当两只渺小的蝴蝶意外闯入我

视线时，就像美丽的天使跨过千山万

水，带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头

系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一头系着世上

的美好祈愿。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台州市椒江

区实验育才小学）

负暄琐话

“开山祖师”梅尧臣
□朱少山

双蝶翩翩飞
□徐成龙

物语

深秋周末，携妻带子，趁着难得

的艳阳高照，一起缓缓而行，向神往

已久的“小南海”出发。

信步海边，秋虫低吟浅唱，野菊

傲霜开放。海上渔船繁忙，游船悠

闲，红的、绿的、粉的，五颜六色的“秋

衫”打扮着人间仙境。这样的湖光山

色，拍照是必不可少的。给青山拍

照，给绿水拍照，给海上的船只和岸

边的楼宇拍照，悠然自得。

漫步海堤，堤上干净整洁，石砖

被游人踏磨得清幽光亮。小摊沿路

整齐摆开，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小孩

子都是吃货，难以拒绝这些美味佳

肴，炸鱼、炸虾、炸土豆、炸茴香、炸豆

腐，种类繁多，香气扑鼻。吃的人享

受，看的人眼馋，这是何等的美事。

挤向渡口，踏上游船，时而见海

鸟翻飞，时而见鱼儿跳跃。我们请开

船的老板关掉发动机，停止轰鸣声，

好去听水声、鸟声、渔歌声。延绵的

青山环抱着“小南海”，也倒映在海水

中。小船在海上轻轻飘荡，美丽的湖

光山色如画如诗，“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唐代诗人刘禹

锡的诗句，清奇淡雅，吟诵了上千年，

从遥远而幽深的时空飘来，从繁华而

绚丽的大唐飘来，轻轻地落在我的心

上，被我移花接木用来描绘今日的

“小南海”，依然恰到好处。

海上小岛数目不多，名字却能引

人遐想。有岛形如水牛之背，故名

“牛背岛”，让人有骑上牛背吹笛之幻

想；有岛位于湖心，故名“湖心岛”，让

人想到那位“湖心亭”看雪的张先生；

有岛地处朝阳寺，故名“朝阳岛”，仿

佛看见有人在岛上寺前朝拜。每一

个岛上都树木繁茂，海边则是怪石嶙

峋，在阳光照耀下，自有一番神秘的

风韵。

大人观山赏水的兴趣正浓，孩子

却吵着要回去。可以理解，在他们

的眼里，美景是无论如何也抵不过

美食的。

下船后，孩子仿佛美丽的蝴蝶，

嗅着美味香气便“飞”过去了。我陪

着妻子踏上摇摇晃晃的吊桥，妻子小

心翼翼——甚至有些胆战心惊——

紧紧抓住我的手，慢慢走到对岸。其

实这桥结实稳当得很，我暗暗笑她胆

小。走过一段小路，便是一片石路，

我们扶着两边的铁索，拾级而上。一

会儿工夫，汗水出来了，脚也软了，妻

子央求半途而废，我却坚持要登上山

顶。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到达山

顶时早已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一起

肩并肩坐在石梯上，仰头看蓝天白

云，我不禁脱口念道：“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妻子不懂诗，更不知道

王维是何许人也，但我的心却穿越到

了大唐，拾起一地古诗，灵动、豁然、

温暖。

夕阳西下，归鸟回巢。孩子捎几

条烤鱼，妻子采一束野菊花，我怀着

一腔诗情画意，悄然归去。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彭水县龙溪

镇小学）

秋游小南海
□胡林宽

吟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