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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是个一生“绯闻”很多的唐

代诗人。元稹早年的风流事被他自

己写成一篇《莺莺传》的传奇小说，这

个故事后来被王实甫改编成《西厢

记》从而家喻户晓。但是《莺莺传》的

主人公元稹及第后却抛弃了莺莺，他

被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娶了韦夏卿

之女韦丛为妻。

刚开始仕宦生涯的元稹非常正

直，他反对宦官，直言时弊。据说在

一个馆驿之中，宦官仇士良半夜突然

来到，年轻气盛的元稹不肯将房间让

给仇公公，仇公公怒不可遏，对元稹

大打出手。仇士良操纵朝政 20 余

年，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所

以元稹不但挨打还受到处分，“宰相

以稹年少轻树威，失宪臣体，贬江陵

士曹参军”。

在这段时间，元稹过得很不如

意。元和四年，元稹的妻子韦丛去

世，元稹给亡妻写了一组《遣悲怀》，

让读者感动不已：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这三首诗从贫贱夫妻的诸般情

景来表达元稹对韦丛的愧疚、思念之

情，像“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

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

展眉”等句子，不禁让人眼湿鼻酸，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等，同样让人为之动情。

元稹为韦丛共写了33首诗，包括

《六年春遣怀》《离思》等，其中《离思》

之四更是脍炙人口：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首诗意境深远，“曾经沧海”已

经成为一个含义颇深的典故。然而，

声称自己“曾经沧海难为水”“取次花

丛懒回顾”的元稹，并没有像王维那

样丧妻后孤单终老，而是两年后就纳

妾安仙嫔，又过数年即娶裴淑为妻。

元稹还与薛涛有过一段关系，后来又

与一个船家歌女刘采春过往甚密，怪

不得陈寅恪先生对其评价说：“综其

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

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

已矣。”

元稹与白居易是好友，在诗风上

也有相似之处，当时合称“元白”。元

稹的《连昌宫词》就是依照白居易的

《长恨歌》来写的，虽然不如《长恨歌》

流传久远，但也笔触细腻、婉转动

人。然而，元稹与其他诗人的关系就

没有这么融洽了。

据说，元稹曾经想与李贺交往，

李贺回了他10个字：“明经及第，何事

来见李贺？”这是看不起元稹的“明经

科”功名，元稹听了后“愤恨而归”。

后来，元稹当了礼部郎中主管考试，

李贺要参加应试的时候，元稹说李贺

父名中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字相

讳，不能参加应试，李贺因此没有考

试资格，郁郁终生。

张祜也受过元稹的排挤。张祜

曾请令狐楚将自己的诗作呈给皇

帝，皇帝向元稹征求意见时，元稹

说道：“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

若奖激太过，恐变陛下风教。”意思

是说张祜的诗只是一些花巧的东

西，如果过于奖励提拔，会影响社

会导向。事实上，元稹与令狐楚朋

党 之 争 积 怨 已 深 ，令 狐 楚 推 荐 张

祜，元稹自然予以阻挠。所谓“城

门失火，殃及池鱼”，张祜成了朋党

之争的牺牲品。

元稹 53 岁时暴卒于武昌军节度

使任所，他的好友白居易写下了许多

哀悼的诗句。元稹去世 9 年后，白居

易又写了一首《梦微之》：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阿卫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是元

稹的女婿，他们几年中也相继离世。

元稹可谓“身后凄凉”，目睹这些的白

居易自然悲痛不已，因而有“君埋泉

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凄绝

之音。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第一

中学）

独 钓

春日聊凭一叶舟，沧波独钓渐销愁。

数株新柳含烟袅，几片闲云萦麓浮。

归燕堪怜时过影，戏鱼不惜每离钩。

风来更欲散华发，惟恨无人共酒瓯。

读 书

向晚闲庭月影虚，漫烧红烛坐看书。

略无堕叶声经耳，时有流香风引裾。

一点文思欣始得，万分尘虑觉终除。

平生所爱自深识，此外强欢俱不如。

夜 兴

一阵兼风凉雨过，夜来天气渐清和。

静听幽树鸣闲鸟，漫倚小窗望素娥。

人寂正怜灯火暖，更深忽觉露华多。

披衣犹思遣余兴，何惜微身久抱疴。

晚 题

凭栏凝望远峰巉，近晚犹将日半衔。

乳燕自飞矜有翼，云槎谁泛惜无帆。

初升明月挂芳树，渐起凉风吹旧衫。

浮思未知何与寄，漫题新咏付琅函。

感 怀

不识愁怀安所将，石蹊信步向莲塘。

半残金蕊半成实，渐老罗衣渐褪香。

望水偏思浮舸去，羡鱼何似弄云翔。

等闲一阵惊风起，谁惜相摧叶几行。

寒 雨

望里兼风雨渐收，悄然独立旧楼头。

寒深初讶花仍在，云积更嗟光自流。

惭愧经时伤堕甑，蹉跎尽意思良筹。

从今随分许知足，相凭应能一忘忧。

（福建省龙岩市第八中学 章淀安）

元稹悼亡枉费词元稹悼亡枉费词
□石继航

檐上雪
□任随平

我的
画廊

“我的画廊”栏目长期征集一
线教师原创书法、绘画类作品，请
自选 10 幅作品，将作品拍照后发
送至投稿邮箱。发送作品的同时，
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工作单位、
个人简介、联系方式等资料。

拍照要求：拍摄清晰，无阴影
和明显褶皱，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
图调色，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等
修饰。

邮箱：2606193792@qq.com

征稿

走过白马湖畔
□童国强

每每读及夏丏尊先生的《白马

湖之冬》、朱自清先生的《春晖的一

月》等作品，就会对浙江上虞的春晖

中学产生无限遐想。前不久，有幸

走过白马湖畔，目睹了春晖的风采，

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下了大巴车，漫步在校园的宽

阔大道，犹如走进一个景色宜人的

公园。大片大片的黄绿色的草坪上

点缀着金黄的落叶，高大的乔木掩

映着圆拱门的半西式楼房。楼房不

高，大多只有三层左右，显得非常温

馨和美。一座三人雕塑特别引人注

目，这就是当年创办春晖学堂的“春

晖三杰”：首任校长经亨颐、校董王

佐和赞助乡绅陈春澜。

走进校史馆 ，轻启历史的扉

页，详细了解“春晖三杰”创办学校

的风雨历程，仔细聆听夏丏尊、朱

自清、丰子恺、朱光潜、李叔同、蔡

元培等先贤在白马湖畔演绎的教

育故事，瞻仰他们留下的足迹。一

所学校大师之多，堪为中国教育史

上的一道奇观。

从校史馆出来，来到大师们结

庐湖畔的旧址，只见一排排小屋依

山傍水，白墙黛瓦一字排开，西边第

一间便是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带

着虔诚的心走进小院，院中一丛修

竹、几棵古木，显得淡雅干净。入得

大门，一个硕大的“禅”字映入眼帘，

在这里静静领略着弘一法师在音

乐、书画等方面的艺术造诣，还有他

谜一样的人生。

依次走过朱自清的故居、夏丏

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仿佛

看见朱自清正在伏案疾书，丰子恺

正对着门前的柳树挥毫，夏丏尊则

在平屋里与众多弟子促膝长谈……

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

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是多情的山

水孕育了共同的教育理想，还是共

同的教育梦想滋养了多情的山水？

不得不佩服大师们独具慧眼，把学

校办在了如世外桃源般的白马湖

畔。他们在此吟诗作画、谈经论文，

过着雅兴十足的生活。但绝不是消

极避世，也不是享受清闲，而是在追

求纯正的教育梦想，是为国家民族

之振兴不懈努力。经亨颐说，白马

湖不是避人避世的桃源，极力反对

“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

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朱自清则把

“刹那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你们

‘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去做什么吧；

最好是ing……你们要努力满足‘此

时此地此我’！”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如今，先贤的背影已经消逝在白马

湖畔的烟雨中，消逝在春晖宽阔的

水泥路上。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小

屋门前依旧杨柳拂堤、清波荡漾。

同是教书育人，走过白马湖畔，心底

油然而生崇敬之情，不敢有半点声

响，生怕惊扰那份宁静。耳畔似乎

响起弘一法师的《送别》：“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想起了夏

丏尊对他的赞誉：“他的诗文比国文

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

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

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

能令人敬仰。”这样的先生永远是教

育人的偶像。

离开春晖中学 ，思绪仍在飞

扬。这些经历百年沧桑的校舍，这些

浸润了大师高雅情趣的诗画，这些他

们倡导的“纯正教育”的情怀……喧

闹的世界，还能读懂吗？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金华市光

南中学）

檐上有雪，是一道迷离的风景。

在晨间，在黄昏，在乡下。

檐上雪，优雅有致。晨起，朦

胧间轻启窗棂，顿觉窗沿上有重物

抵挡着，稍稍用力，推开木格窗，突

然 间 有 簌 簌 的 清 凉 落 在 手 指 缝

间。哦，是雪花，这夜的灵物——

一定是昨夜偷偷从天堂出走，夜深

人静时暗暗落在大地上；抵达村庄

时，又是顽皮的风将它们吹落在窗

沿上、窗棂隔板上。

小时候听大人说，雨滴是天空

的泪水，而雪花又是雨滴的化身。

那时我就想，天空怎么会哭呢，这泪

花又是谁洒落在浩渺穹苍的呢？这

样想着的时候，心中不免生出几分

淡淡的愁绪。是啊，冬夜的穹苍高

远、明净，有如擦洗过一般，行走在

这样明净澄澈的天宇深处的，又会

是谁人轻盈的脚步呢？是手持灯火

的巡夜者，还是漫步银河的嫦娥？

这些诘问悠然流淌在传说故事里，

也流淌在我幼稚的幻想里。

而此刻，檐上雪却是分明地

拢着，一畦一畦，像母亲亲手培起

的菜畦，也像父亲与耕牛在晨间

犁过的新田，更像一首首韵脚整

饬的诗歌，优雅中散逸着几分淡

然和宁谧。

不几时，炊烟醒来。醒过来的

炊烟，是雪花养育在屋顶的灵物。

炊烟袅娜，刚刚溢出烟囱，就顺

势落下来，一捧一捧，弥漫在瓦楞

间，吻着雪，不肯散去。这时候，檐

上雪就笼在飘逸的烟岚里，雪静默

着，烟洇染着，水墨一般。这种景致

让我想起江南水乡的画面，无风的

早晨，漫步在青石小街，黛瓦白墙，

烟岚四溢。烟笼着白墙，墙拥着白

烟，若轻纱少女揽着薄如蝉翼的幻

梦，彳亍而行。不经意间，转过一道

弯，烟岚深处静坐着一道身影，默然

挥笔写意。此刻，面对烟笼寒雪，我

亦想拿出纸笔，就着窗棂速写一幅

静默的“烟岚吻雪图”。只是，我怕

一支拙笔让这静美的图画失去诗

意，于是只好作罢。

也是，檐上雪是写意不出的朦

胧诗。它的韵脚里，流淌着时间的

秘语，唯有将其交给时间，才会了

解檐上雪的真谛。

阳光醒来，檐上雪开始消融。

初融的雪花在大把大把的阳光照

耀下，散发着耀眼的针芒般的亮

光。看雪的人静立在檐下，眯缝了

双眼，斜斜地望着，这针芒里就渐

渐渗出了水意。檐边的瓦楞也显

出淡淡的青色，与白雪映照着、交

融着。水意逐渐浓郁，青色逐渐扩

展，檐上雪在大片的留白间逐渐洇

染出一幅画页。至于屋脊上跳跃

的鸟雀，它们是这幅巨画里不小心

滴落的墨色吧，点滴之间生动了画

页，也生动了看画的眼眸。

黄昏来临，暮色将这幅画页卷

起来，深藏在一灯如豆的灯火里，

只留给翻卷的纤指一页边角。

深夜，檐上雪睡去，风睡去，狺

狺犬吠睡去，村庄就成了襁褓中的

婴孩。唯有梦醒着，醒在漫天辰星

里，醒在明灭有致的街灯照耀里，

醒在一个人辗转反侧的牵念里。

檐上雪，缀饰了梦，缀饰了追

念的脚步。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静宁县城

关镇西关小学）

《《油菜花开油菜花开》》 湖北省远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湖北省远安县特殊教育学校 钟鸣钟鸣

负暄琐话

物语

人生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