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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里的十大主题
□ 郑依妮

九龄，“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堪称经
山居
无论是看透世事的隐居山林， 还是被 典。 它和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谢 朓 的
贬返乡的壮志未酬， 山居总是能够给人平 “大江流日夜”以及张九龄的“孤鸿海上来”
静与安慰。 唐诗中的山居主题数不胜数，前 等名句一样，看起来平淡无奇，却具有一种
有王维隐居终南山辋川别墅时所描述的 高华浑融的气象。
从军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后有颜仁郁在
《山居》中写到的“柏树松阴覆竹斋，罢烧药
从军题材是诗人表现爱国情怀和男子
灶纵高怀”。
气概的最佳选择。 李白写过不少从军诗，
《从军行》中的“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
怀古
诗人怀古往往是通过咏怀古迹来感慨 可以看出李白的洒脱不羁、 容易触动又容
兴衰、托古讽今，人们从诗句中分明可以感 易爆发的强烈情感。 杜甫的从军诗却是另
受到诗人功业无望的焦灼。 怀古诗的触发 外一种风格，少了壮志豪情，更多的是担忧
点和形式都相对统一，无非是“在古迹触景 和哀愁。
生情、 借古讽今、 忧国伤时， 感慨人世无
常”。 孟浩然、李白、刘禹锡等都是怀古诗的
专家。

夜泊
张继的《枫桥夜泊》是可称为绝世佳作
的诗句，整首诗的意象密集，造成一种意韵
浓郁的审美情境。 传说唐武宗酷爱这首诗，
在他猝死前的一个月，还敕命京城第一石匠
吕天方精心刻制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还
说自己升天之日，要将此碑一同带走。

留别
古代文人为求得一官半职， 往往远离
家乡，四处云游。 面对别离，诗人们或折柳
相赠，或吟诗话别。 唐代留别诗创作，只有
李白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与王维匹敌，《赠汪
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金陵酒肆留
别》《送友人》《宣州谢 朓 楼饯别校书叔云》
等，都情深意切。
客至

每逢有客来，诗人们都会畅饮狂歌。 李
白是重情重义之人，他招待朋友挥金如土，
望月
把望月姿势发挥到极致的， 莫过于张 “烹羊宰牛”，不喝“三百杯”绝不罢休。 他的

《山中与幽人对酌》 写道：“两人对酌山花
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
朝有意抱琴来。 ”朋友对饮，意气相投，千杯
嫌少，万语不够。

高卧
高卧看似惬意，实际上并非高枕无忧，
更多的是失眠的惆怅。 在李白写给杜甫的
几首诗中，《沙丘城下寄杜甫》就出现了“高
卧”的姿态。 当时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
长安，李白说“我来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
把欢快生活消失之后的苦闷， 以一种突发
的方式抒发出来。
出师
岑参可能是唐诗中描写出师场面最多
的诗人。 陆游和杜甫同样是出师题材爱好
者，最有名的是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和陆游的“出师一表真名
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长相思
唐诗名篇经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王
维的 《相思》 就是梨园弟子爱唱的歌词之
一。 据说天宝之乱后，著名歌者李龟年流落
江南，经常为人演唱它，听者无不动容。“
红
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相思》语浅情深，
当时就成为流行是意料中事。

《红楼梦》里那些花儿

趣谈

薛宝钗笔下的白海棠：“珍重芳姿昼
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阶影，
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
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
日又昏。 ”薛宝钗为人稳重，低调，但又不
同流合污，自有一段清高，在此诗里表露
得最充分。 白海棠珍重自己的芳香和美
姿，即使白天也深藏不出。 白海棠本色纯
洁，洗净胭脂，冰雪为魂，不求艳丽，不求
张扬，一片清洁，不语婷婷，美丽娴静而清
高沉默。 宝钗的风格也是如此，她的居室
走的是清淡素雅风格， 一点艳色都没有。
她就是这样的一朵花儿， 高洁而不高冷，
不合俗流但又以礼教自守。
《红楼梦》里的人物，性格分明，个个
都具备极高的辨识度， 而这种辨识度，除
了通过白描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手法，就
是看小说中人物的诗作。《红楼梦》里白富
美多，她们写的诗歌，当然是花花草草多，
于是，不同的性格，看到的花草也不同。
咏白海棠：素淡的宝钗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探春提议结诗
社，名曰海棠诗社，而诗社的第一场诗歌
竞赛，所咏对象即白海棠。

读史

紧握那份耐心

问菊忆菊：黛玉的孤傲

海棠诗社的诗歌赛进行得如火如荼，
吟咏完海棠，接着又是秋天的菊花。 于是一
众白富美们又展开诗歌竞赛， 林黛玉笔下
的菊花是这样的：
“
欲讯秋情众莫知， 喃喃
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
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
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 ”
黛玉所写， 还是一如既往的冷傲，不
低首于尘世，秋风寒冷，百花凋零，偏偏你

要选在这个众芳摇落的时节开放，不随大
流，不从俗调，我就是我，不一样的花儿。
而且孤傲的人与孤傲的花之间， 有对话，
有交流，有默契。 表面上是人与菊对话，实
质上是以孤傲对孤傲，以清高对清高。
槛外红梅：贾宝玉的另一知己

《红楼梦》的女性当中，贾宝玉有两个
知己，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妙玉。 黛玉是
宝玉红尘内的知己，妙玉是宝玉红尘外的
知己。
宝玉去妙玉处求梅花的时候，写下一
首：“酒未开樽句未裁， 寻春问腊到蓬莱。
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孀娥槛外梅。 入世
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 槎 枒 谁惜
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 ”
在宝玉的笔下， 妙玉是月里的嫦娥，
蓬莱的仙子，而最后，这一切的形象集中
到一点：“槛外红梅”，妙玉的冷傲，孤僻，
不合群，但又芳香美丽，正好是雪中的红
梅，一枝高昂，傲然世外，宝玉去妙玉那
里，是出世，离开妙玉回到大观园，那是入
世。 而且，从仙境回到人间，也不是毫无痕
迹，“衣上犹沾佛院苔”， 说明宝玉受了妙
玉精神的熏陶。

秦桧夫妇的“
婚前财产公证”
□ 李开周

遥想当年，金兵攻宋，秦桧和他老婆一
起被金兵绑走，在金国住了一段时间，又一
起返回大宋。 回去的路上，秦桧跟老婆吵了
一架，老婆很生气，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嫁
到你们秦家，那可是明媒正娶，光嫁妆就值
20 万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现在你当个破
俘虏，竟想把我扔在半路上。 快摸摸你的良
心，是不是叫狗吃了!”
秦桧的老婆王女士很有背景， 她的爷
爷在宋徽宗一朝当过宰相， 她的姑表姐就
是大名鼎鼎的女词人李清照。 可是她跟秦
桧吵架时，这些背景一概不提，只说自己的
嫁妆值多少钱。
她的嫁妆值多少钱呢？ 铜钱 20 万贯。
北宋末年， 按铜钱在开封地区的综合购买
力， 铜钱 1 文等于人民币 1 毛 3 分钱；1 贯
是 1000 文， 相当于 130 元；20 万贯， 就是
2600 万元。 陪嫁如此惊人，怪不得王女士盛

气凌人。
宋朝后期， 尤其江南一带， 女生出嫁
时，父母花到嫁妆上的钱，要比男方父母花
的彩礼钱多得多。 当时常见的嫁妆，除了金
银首饰，还包括成串的铜钱、成箱的布匹、
成笼的衣服、成套的家具。 有条件的家庭甚
至还用地皮和房子给女儿做嫁妆， 例如南
宋有个叫郑庆一的女孩出嫁， 嫁妆单子里
就包括 500 亩土地、30 间商铺， 还有 10 万
贯铜钱。 相比而言，秦桧老婆王女士价值 20
万贯的嫁妆倒显得少了一些。
女方父母之所以要备下这么多的嫁
妆，一是攀比，怕嫁妆少了被人笑话；二则
是为了提高女儿在婆家的经济地位——
—嫁
妆越多，在公婆和丈夫面前越有发言权；当
然还有第三条原因：根据宋朝法律，嫁妆是
已婚妇女唯一可靠的纯私人财产，公婆、丈
夫以及丈夫的族人，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

由动用。
当父母的给女儿办嫁妆不惜血本，当
女儿的自然也对到手的嫁妆珍惜备至。 过
门之前，女方父母会在婚约后面列一张密
密麻麻的财产清单；过门之后，新媳妇为
了自己的嫁妆不被婆家染指和瓜分，还会
要求婆家的人去祖庙里发个声明，向历代
祖先讲清楚这个媳妇带来了哪些东西，而
且这些东西是非媳妇同意不能动用的。 总
而言之，为了保护已婚妇女仅有的那点财
产权，不光得有婚前公证，还得有婚后宣
誓。
王女士跟秦桧结婚之前， 估计少不了
对她的嫁妆做一番公证， 而在婚后漫长的
夫妻斗嘴生涯里， 她大概不止一次拿出过
这个公证， 以此来证明她理应得到丈夫的
尊重。 这个场景，乍看很恶俗，仔细想很心
酸。

□ 姚瑶
和朋友去外地旅
游，令我感触最深的，是
公交车 上 的 一 件 小 事 。
那是个紧绷的工作日早
高峰， 某站停靠后上来
了一位老爷爷， 他站不
太稳， 把着扶手从刷公
交卡的地方慢慢踱到空
位上，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但司机耐心地等他
坐定之后才重新发车。
想起自己之前坐车， 经常要一手抓着栏杆
一手投币，有时穿着高跟鞋，还没来得及落座，
便被突如其来的急刹车弄得前仆后仰， 甚为狼
狈。 忽然觉得能被这样的耐心关照到，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情。
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 耐心似乎已经渐
渐被人们遗忘。 我们习惯于获取碎片式的信息，
很难再静下心来阅读一本书或揣摩一段话，还
时常用“太长不看”这样的网络热词，把自己的
没耐心包装成酷酷的样子；我们追求新奇有趣，
羡慕才华和本领，却对耐心嗤之以鼻，总认为这
样的品质太过普通；更可怕的是，我们对日常琐
碎和不相干的人鲜有关心， 甚至把自己最坏的
一面给了最亲的人。
前段时间和一位大学学妹聊天，她说自己最
后悔的是，有一次自己正在上网，收到妈妈发来
的几条微信语音，忽然感到莫名的烦躁，便敷衍
地回了一条，“我在有事，以后别发语音，浪费时
间。 ”过了一阵，她把那些没听的语音都点开来，
里面全是对她的关心和想念。 那一瞬间，她觉得
自己好差劲，面对曾经不厌其烦教自己说话走路
的人，自己却吝啬到一点点耐心都不愿意给。
年纪越长越能体会到， 人生中大多数的善
意、温存，感受美好的能力，往往都仰仗着耐心。
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里写道：“我，坐在斜
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
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 用他五
岁的手指。 ”亲爱的，希望你也能有这样一份从
容，紧握那份耐心。

纯属瑶言

说文

“狗”与“犬”
有什么不同
□ 张港
今年是狗年，既然要说狗，就要先弄清楚，
“狗”与“犬”到底有什么不同？
现在，“狗”“犬”意思几乎是相等的，狗就
是犬，犬就是狗。 要说区别，也有那么一点。
犬”文言一点，“
狗”通俗一点。 军犬
一、“
不能说军狗，警犬不能说警狗，犬吠一般不说
狗吠，狗叫一般也不说犬叫。
二、“
犬”用于贬义较少，“
狗”用于贬义较
多。 犬马之劳，不说成狗马之劳，犬子是自谦，
狗子是骂人，狗东西不说犬东西。
狗”
总之，二者差别是微小的。但在古代，“
“犬”的差别可就大多了。
在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卜辞中，发现了
多个“
犬”字。 甲骨文的“犬”极像狗的样子，是
个象形字。 而“
狗”字出现于西周早期。 西周早
期长矛狗鼎上便有“狗”字，“狗”从“犬”，“句”
声，是个形声字，篆书的写法即源于此。
“
狗”字最早并没有现代的意思宽泛，有一
种解释“狗”是幼犬的特指，这与小马写成“驹”
是一个道理。 后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称：
“狗，犬也。 大者为犬，小者为狗。 ”中国最早的
词典《尔雅·释畜》中则释曰：“
未成豪，狗。 ”大
约是，还没长毛的犬才称为狗。 而早期的“犬”
字多指猎犬，东汉许慎《说
文解字》解称：“犬，狗之有
县（悬）蹏（tí）者
也。 ”意思是，蹄
子悬空的狗叫
“犬”。 什么样的
狗才“县 蹏 ”？ 猎
犬有一种趾不着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