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第263期

齐白石作品

乐清有条拦诗巷乐清有条拦诗巷
□马斗全

浙江乐清，有条拦诗巷，在老城区中北部。外地

没多少人知道这地名，当地居民也说不清这条巷的

历史有多久，只知古来就叫拦诗巷。

拦诗，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拦住诗人或留下诗

篇。大概因了这个缘故吧，不但乐清多诗人，外地诗人

也多有来乐清者，在雁荡山留下游踪和诗篇。笔者曾

数到乐清，与乐清多位诗人为友，想想真应感谢这条

拦诗巷。

我最先认识的乐清诗人，是北京大学教授钱志

熙先生，当代诗学研究者。后来又认识了乐清诗词

学会赵乐强、施中旦先生和其他一些诗人。对乐清

诗人有进一步了解，是去年中镇诗社发起的“一年

两度遇重阳”大型联吟活动。从网上当即展示的联

吟诗稿可知，各地来诗很多，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东

海边的乐清市。

联吟通知规定参加者各以“一年两度遇重阳”

为首句赋七律一首，有所限制，自然比平时作诗难

度要大些。赵乐强闰重阳正游河西走廊，很快传来

其作：“一年两度遇重阳，帘卷西风在异乡。嘉峪晚

秋初白雪，玉门故事旧文章。荒沙吹笛谁曾怨？祁水

去痕史有伤。多少愁怀多少痛，沧桑底色是寒霜。”

诗颇佳，自非寻常游历之作。沉重的史迹和深长的

忧思，衰飒而不悲观，结句尤佳，颇受诸诗友称赏。

而使人不曾想到的是，乐清竟有好几人写成难度很

大的辘轳体。辘轳体不只是要一气作五首律诗，首

首皆用“一年两度遇重阳”，而且须在一定位置，即

各首的第一、二、四、六、八句。更难办的是，一句中

三个数词“一、两、重”，极难对仗，这样的句式古人

诗中亦少见，若非高手断不敢问津。施中旦的辘轳

体，实记闰重阳情景与感受，疏淡耐读。写篱菊的

“三径半遮迎故友，一年两度遇重阳”，堪称佳对。袁

国唐的辘轳体韵古辞雅，也首首皆佳，对仗佳句如

“只字孤灯初叠韵，一年两度遇重阳”。高知贤的“四

海群贤吟七步，一年两度遇重阳”，对仗颇工，又极

切合当时联吟情形。其他几人的辘轳体也皆好而令

人爱读。算下来，闰重阳联吟，出自乐清诗人笔下的

辘轳体，竟多达七组。由此可见乐清诗风之盛。

乐清有条拦诗巷，可以说明，乐清诗风之盛得

益于当地悠久的文化传统。乐清为文明古县、书香

之邦，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所以乐清人自古爱

诗，历代多诗人。施中旦辘轳体第二首有“此心愿效

孚公趣”句，孚公，其祖施元孚，清乾隆时诗人。在乐

清，会这样时不时地踅出一个前代诗人来。除文化

传统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今乐清

人对诗的特别看重与喜爱。他们曾从当地青年中挑

选可造之材举办诗词研习班，聘请高校教授和知名

诗人讲授、指导。组织者说，乐清历来多诗人，不能

在我们手里断档。这几十个人里，总能培养出几个

像样的诗人吧。乐清是温州最先富起来的县市，他

们又不止一次强调说：一个地方光有钱，不能算真

富，还要看门前留下多少文化名流的脚印。这样的

识见与指导思想，让我这个外地人听了真是感佩无

限。普通百姓对诗的看重，也同样令人感佩。我与几

位诗友游雁荡山时，管理处有位姓金的年轻人，非

常热情，希望我们能把所成诗篇留下。就连山下路

口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的老板，也请求我们把此行

诗作留下，我感而赠其之诗有句为：“坐收过往诗人

句，多蓄珠玑胜蓄钱。”地非拦诗巷，同样在拦诗。

正是因为乐清人对诗的分外看重，乐清诗风才

能如此之盛，而让我永远记住了“拦诗巷”这个颇具

诗意的地名。

真好，乐清有条拦诗巷！

枫叶染红了西边、北边的山岚。每当此时，北京人会起

了心思：秋色寂寥，秋光爽垲，去昌平转转吧。念头乍起，就

在心里再也放不下。

于是，找个假日，打点行装，一大早坐车出德胜门，望

着西北黛青一带山峦，迤逦前行，田园景色便一路扑面而

来。

登八达岭、游十三陵水库、谒明陵、泡温泉。其实四季

都有节目：春天去踏青，夏天去钓鱼，秋天去农家乐，冬天

去滑雪……半个来世纪了，北京人早养成了习惯。北京家

有了这个后花园还真不错，有地方溜达和休息。就连外国

客人来了，国家元首、运动员、艺术家、旅游者，尝了脆香的

烤鸭，看了梅兰芳美艳的京戏，就该去后花园里散着野菊

香气的八达岭长城散散步了。

我上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读研，假日时常搭乘专途

公交车去昌平郊游。10块钱买一张游览通票，登车后沿郊

区公路先直开八达岭。到地方停车，乘务员会叮嘱你，90

分钟登长城来回，于是沿甬道一猛地上爬，间歇时喘口气，

才能略微领略一下极目连绵的山岚。再去十三陵，长陵待

30分钟，定陵转70分钟，然后水库大坝停留30分钟，只能

稍稍在历史中沉思一下，品咂点文化风韵。返回过陵道神

路时看情况停否，一般都只能让石人石马翁仲队列在车窗

两旁轻轻溜过了。于是，下次乘火车去，在詹天佑铜像处下

车，图个游览自在。

在北京工作30年，去昌平的机会总有。先是年年春天

去蟒山植树，国家机关在那里都有义务林。呼吸着沁腑的

松柏之气，刨坑浇水出出汗，抬眼就眺望到山光水色。后来

又有机会到小汤山短暂疗养，沐浴温泉的浸肤浸脾，放松

身心，尝尝过去只有清室王公大臣才有的享受，体会一点

今天平民的惬意。以后学习开会，时而住虎峪、陵区、军都

山的招待所，就与昌平这个后花园日益熟悉起来。

当然，仔细想来，所谓“后”花园，是从北京面南而论

的：北京坐在北方，全国的国土民众则大多在南方。但是，

北京居民真正形成面南的概念，却是不远以前的明朝事，

那之前则完全不同。

往早里说，建中都的女真人、建大都的蒙古人，老家都

在更北的地方，他们面北。再早，这块地方还不是都市，位

于九州之外、冀州之北，中原人认为的气象萧杀、边鄙不毛

之地，在屈原笔下是增冰峨峨、飞雪千里、魂灵不敢栖止之

处。传说中的北方圣兽为玄武，是蛇缠龟的怪象，阴气太

重。

明燕王朱棣豪气，自以为凭此地得了江山，当上了永

乐皇帝，相信自己势旺，想坐北朝南，就把京城从南京迁到

北京。勘定了宫殿基址后，又亲自选择陵寝之地，请相士观

山水之势，圈准了昌平燕山脚下三山环西北、一水向东南

的旺地，将大明二世以后的寝宫安放在了这里。从此昌平

才有了京都后园的感觉。

但那时后园其实并不安稳，与北方的瓦剌时有征伐战

事，所以大才子徐渭潦倒晚年还自己跑到昌平来考察边关

形势，留下“八达高坡百尺强，迳连大漠去荒荒”的诗句。虽

然明朝修砌了最长的长城，英宗还是出居庸关被瓦剌北

掳，重复了宋朝徽、钦二帝的命运。幸好瓦剌自知力量不如

当年女真，又害怕继任皇帝报复，很快就把英宗放回，让他

上演一场宫廷复辟闹剧。其实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北修长城

拒敌，古来质疑声不断。例如唐朝于濆《长城》诗说：“秦皇

岂无德，蒙氏非不武。岂将版筑功，万里遮胡虏。”他看到的

则是民伕“死者倍堪伤，僵尸犹抱杵”，“纵使骨为尘，冤名

不入土”。

但是今天我们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崖岸上看，却不得

不暗服朱棣的家国意识超前，因为很快满族进关入主中

原，就真正实现了面南而坐。明朝遗老顾炎武心怀忧思访

吊明陵，“哭帝帝不闻，吁天天无常”，其心固哀，其诚可敬，

但他不知道，他所处身的将是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度更

加恢弘的朝代。满族汲取金元教训，倡导民族敦睦，除了给

旗人一定特权之外，不搞民族歧视，又重视汉文化，结果把

自己同化了进去。但清代实现了中华版图的巨幅统一与多

民族的共处一域，确立了现代中国的边界格局，为我们今

天各民族百姓成为国家一视同仁的公民奠定了基础。这岂

非汉唐梦幻，也是汉人所始料未及的。

满族的铁血注入，还为两千年中日益儒化、拱揖化、侏

儒化了的汉民族气格增添了钙质。我颇为赞同姜戎在小说

《狼图腾》里所主张的道理，一个早熟、越来越只会在礼仪

揖让之间过生活的民族，面对严酷种族竞争总归是过于孱

弱的。但是随着长城成为内城，风啸马嘶之声远去为回忆，

长城也就逐渐销蚀成和南阳楚长城一样无用的残垣断壁。

清皇室还有事物一项做得好，没有像明军焚毁金皇陵

那样对待明陵，而且相反，派人按照古代帝王陵寝规格进

行管理。陵区一带原本荒无人烟，清朝专为设司香太监，并

设守陵户，每陵24人，给田22顷，负责看守陵园建筑及近

陵树木。后来，守灵户繁衍各陵成村，今天千人大村不少。

这里的方言与城里和其他周边不尽相同，因人烟辏集来源

不一，有明朝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移民，有清朝关外的人

口杂入，所以说话带有个色。去陵区转悠，可以见到许多柿

子树，每年挂果期一片小灯笼。在中国作协工作的同事娶

了陵村的女儿，每年给我带一堆大柿子，红澄澄的煞是可

爱。晒软了，用吸管插入，吮出沁甜的柿汁。

中国皇廷稳坐北方、面南而圣就能稳固住统治。历来

征伐，南下就势如破竹，北上就艰难曲折，20世纪上半叶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里就讲了这个道理。但不成想世界

还有更大的范围，变局在外部发生，列强于“海外八荒”迅

速崛起，这回靠长城真的是无法抵敌了。八国联军从海上

来，慈禧太后从居庸关逃走。几次交手，远在漠北之外的沙

俄咬去了东北、西北大块的国土。日军占领北平，干脆直接

在卢沟桥开战！

当这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过往烟云散去，昌平终于走

向和熙安康。元代诗人萨都剌《过居庸关》诗里的企盼成为

现实：“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云丁，驱之海外消甲

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巍峨的燕山、太行

山耸峙如常，北京已雄踞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忙碌于现

代国家的事务，明陵、居庸关则成了她后花园里的历史文

化地标。

今天，高速公路、城铁把昌平一下拉到了北京的鼻子

底下。当年明皇室去祭陵要走两天，现在不堵车40分钟就

到了。当北京人想念乡村、想念农田山水了，就去昌平的水

边山侧，爬爬玩玩，农家乐一下。而北京家里的人太多了，

挤一阵就更想到后花园里去透透气……

昌平，北京家的后花园
□廖 奔

责任编辑：明 江 电话：（010）65389195 电子信箱：xinzuopin@vip.126.com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副 刊

■土地与生长

中
村
的
傩

中
村
的
傩

□
王

松

■赣南笔记·之九

■印 象

中村的傩，在宁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很

独特的位置。

傩祭可追溯到远古，最早为驱逐瘟疫恶

鬼。到周代，傩舞已经形成，宋代以后开始向

民俗化和戏剧化发展。傩文化主要分布在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傩的种类繁

多，而且各有特点。如果按服务对象、演出对

象和演出场所划分，大致有民间傩、宫廷傩、

军傩和寺院傩四种。其中土家、壮、侗、仡佬、

苗等民族的傩戏属民间傩。地戏、关索戏属军

傩。藏区大寺院里的跳鬼属于寺院傩。但宁都

的朋友告诉我，中村傩是更独特的一种傩。

这次来中村，就是想看一看这里的傩。

中村距黄石镇5公里，虽不太远，但山路

崎岖。走进一个岙谷，中村，就坐落在这里的

坑垅之间。村长是一个有些斯文的中年人。他

告诉我，中村的傩舞在清代就已形成傩戏。那

时的傩面有108个，节目也很多。但后来逐渐

失传，至今仅剩34个面具，可以演出的傩戏

也只有7个曲目。中村傩的由来很有传奇色彩。相传700多年

前，一只鸟飞来中村，落到樟树上一连数日哀鸣。村民感到奇怪，

接着就听说，附近瑞金县山潭村里供奉华光菩萨的福主庙突遭

大火。于是，村里的一个老人对这只鸟说，如果你是山潭的福主

神，就不要再叫。这只鸟果然停止了哀鸣。老人又说，如果福主神

愿在此处安身，就请准三次圣珓。珓是一种占卜器具。所谓圣珓，

也就是吉兆。老人说罢拿出铜币当珓，果然连续现出三次圣珓。

接着，树上竟又掉下一个唱本。于是村人就在树下建起福主庙，

并依照山潭福主的模样塑了一堂神像。这座庙后来也毁于大火。

今天的福主庙是明代重建，后经多次维修，至今保存完好。

村长向我介绍说，中村傩戏的传人每代只有一个，而且在人

选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仅为人忠厚、诚实，更重要的是须终生

不近女色，而且是手脚灵便、表述清楚的健康人。村长说，现在的

傩戏传人叫郭显椿，是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而且身体多病。目

前从镇里到村里，正在积极地为他寻找下一代传人。但由于条件

严苛，特别是“不近女色”这一条，在今天能符合要求的人就更是

凤毛麟角。不过郭显椿老人倒似乎并不着急，总是淡淡地说，华

光菩萨一定会指引一个传人来这里的。

村里的福主庙已有些破旧。从供奉的祭坛可以看出，香火仍

很旺。庙里的墙壁上镶嵌着几块石碑，碑文记载的是这座福主庙

几次大的修葺，村民所捐银两、钱款数目以及人名等等。捐资虽

都有限，却能看出历代村人对这座庙宇的虔诚。据村长说，祭坛

上有一只木箱，祖上传下来的傩面就存放在箱子里。平时是不能

动的，只有到规定的日期要表演时，焚香祭拜之后方可小心取

出。村长又特意让人搬来一箱复制品，据称为了减少真品的磨

损，一般的时候只用此来替代。这是一箱栩栩如生的木雕傩面，

可以看出都是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些衣服。衣服显然

也有性别之分。村长介绍说，扮演男性角色要穿红色衣服，女性

角色则穿绿色衣服。这时已将傩戏的传人郭显椿老人请来。老人

看上去目光浑浊，神情也有些木讷。在此之前，我曾看过一张他

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一具傩面，是在腾空跳起的一瞬被拍摄

的。这一下跳得很高，而且姿态非常优美。此时，我无法相信眼前

的这个老人会是同一个人。老人说话已有些含混不清，加之说的

是宁都话，所以只能靠村长翻译。据老人说，他每次请出这些傩

面，祭拜时念的咒语很长，几乎要一个时辰，内容多是一些神仙

的名字。但是，当年他的师傅将这咒语传授给他时，他竟然很快

就记住了。他这样说着，忽然站起来，走到箱子跟前，拿出一个木

雕的小娃娃抱在怀里一边扭动着身体咿咿呀呀地唱起来，与刚

才的木讷相比竟判若两人。他唱的显然是一个女性角色，嗓音尖

细而且惟妙惟肖，这一刻，他似乎神魂附体，整个人都灵动着鲜

活起来。他脚下的步伐也很有讲究，有些类似道教的“踏罡”和

“踩灵”。

村长自豪地告诉我，中村的傩戏每年有两次演出。第一次是

农历正月初二到正月十六，演出活动的范围是两县，即宁都和瑞

金，四乡，即黄石、对坊、蔡江和丁陂，包括100多个自然村。一路

上神旌引路，唢呐锣鼓、铳炮喧天，观者数以万计。第二次演出则

是农历九月十一开始至十七结束，历时7天，主要是在黄石境

内。傩戏与庙会禳神是紧密相关的。这里的禳神和出神，就是把

庙里的华光福主抬到各村出游，其他菩萨则用箩筐担着同行。每

到一村，便将菩萨摆到大厅堂或屋场坪里，让村人焚香烛纸，与

此同时傩戏也随之起演。

这时，我最关心的还是为郭显椿老人寻找下一代传人的事

情。现在，108具傩面仅剩34具，傩戏也只有7个。很难想象，再

过若干年，这一箱傩面和仅剩的7个傩戏曲目还会有多少。村长

告诉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传傩的人选，但是个弱智，也正因为

他的弱智才一直没有近女色。

我想，这个所谓的弱智，或许也正是郭显椿老人所说，是神

为他指引来的人。这个人在我们的世界是弱智，也许到了傩的神

冥世界，就会不可思议地灵动起来。我想把这个想法告诉郭显椿

老人。此时，他正让人把傩面小心地收拾起来。

他虽又陷入木讷，却一脸的虔诚……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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