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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新联
李元洛

一
中国诗坛第一人，但推屈子；
两间遗泽无双地，唯有汨罗！

二
万乘兵车，秦皇霸业经十三年即已烟消火灭；
一枝椽笔，屈子诗骚历千百载仍然霞蔚云蒸。

三
万古不磨，洞庭波兮木叶纷飞云梦泽；
千秋长颂，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

四
谁轻言：两千年天风猎猎把先贤后哲都吹入历史；
我重听：五百里江水泱泱将往烈遗贞仍唱到今朝！

余三定

李元洛既是著名学者（诗歌评论家、诗歌理
论家、诗歌美学家），著作等身，成果众多，影响巨
大，也是著名散文家，既创作了一系列专题诗化
散文，也用散文的笔法撰写学术著作，在中国当
代别具一格。与此同时，他也发表过一些很有影
响的旧体诗和对联，几度被《中华诗词》评为优秀
作品。几年前我曾在《湖南日报》评析过李元洛写
平江幕阜山的组诗，在今年端午节即将到来之
际，我要在此赏析他最近创作的4副端午新联。

李元洛的第一副对联：“中国诗坛第一人，
但推屈子；两间遗泽无双地，唯有汨罗！”上联写
屈子（屈原）为“中国诗坛第一人”，既是说屈子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在产生的时序上为
第一，也是说他的影响为第一，这种新颖的高度
评价是很准确的；下联写“两间遗泽”除了汨罗

“无双地”，是说因为有了屈子在汨罗留下不朽
诗篇、最后在汨罗投江，汨罗便成了天地之间

（即“两间”）独一无二的地方。这副联先歌颂屈
子，再赞美汨罗，屈子与汨罗融为了一体，人们
提到屈子必然会想起汨罗，人们提到汨罗也必
然会想起屈子。

第二副对联：“万乘兵车，秦皇霸业经十三
年即已烟消火灭；一枝椽笔，屈子诗骚历千百载
仍然霞蔚云蒸。”将屈子与秦始皇对照、对比着
写，秦始皇有“万乘兵车”，成就了“霸业”，然而
不过经历“十三年”后即“烟消火灭”，可谓短暂
至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而已；屈子则
用他的“一枝椽笔”写下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诗
骚”（诗篇），历经“千百载”至今仍然“霞蔚云蒸”

（鲜活生动），至今仍然极富生命的活力，屈子是
超越时空的，屈子是永恒的。

第三副对联：“万古不磨，洞庭波兮木叶纷
飞云梦泽；千秋长颂，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

江。”既写大自然的亘古不变，又写屈子开创的
文脉源远流长。上联引用屈原《湘夫人》诗中描
写洞庭秋景的诗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
下”（秋风瑟瑟，树木轻轻地摇动；洞庭湖上的水
波微微荡漾，树叶也轻轻地打着旋下落）所描绘
的情景“万古不磨”，至今不变；下联引用台湾著
名诗人余光中《诗魂在南方》所说的“蓝墨水的
上游是汨罗江”的名句（顺便说明：很多人以为
这是余光中一句诗，实际是文章中的一句话，余
光中《诗魂在南方》一文写于 1976 年 6 月，是为
纪念屈原而作，该文后收入《青青边愁》一书），
说明自从屈原到了汨罗江后，汨罗江就成了诗
歌的源头、中华文化的源头，这个源头（“上游”）
流淌至今，“千秋长颂”。可见，这副联上联写自
然，下联写人文，上联化用屈子名言，下联化用
余光中金句，古今映照，相得益彰，妙语连珠，天
造地设。

第四副对联：“谁轻言：两千年天风猎猎把
先贤后哲都吹入历史；我重听：五百里江水泱泱
将往烈遗贞仍唱到今朝！”这副联重在写屈原精
神不老、屈原灵魂不死。上联写两千年的漫长时
间如“天风猎猎”（比喻独创，极为形象、生动）

“把先贤后哲都吹入历史”，这是对否定历史杰
出人物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批
驳，也是作者有感而发的针砭；下联中“五百里
江水”，既是指汨罗江水，也是指中华文化发展
的历史长河，“江水泱泱”的描写也十分具象、可
感，“将往烈遗贞仍唱到今朝”，说明屈子文化、
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充
满青春的活力。

李元洛理论与创作双管齐下，既会弹也会
唱。历来咏赞屈子与端午节的对联不胜枚举，已
届老年的李元洛之《端午新联》，可谓立意新颖
而高远，对仗巧妙而精工，堪称青春依旧、生面
别开的力作。

易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

作为一名屈贾之乡的湘人，一直怀
有对屈原的崇敬。相对于每年端午全民
过节的程式化怀念，心中更多的是崇拜
屈子为人的忠贞、作文的潇洒。端午前
夕，有幸到汨罗江畔读书人的圣地屈子
祠寻访。

汨罗江被称作蓝墨水的上游，千年
流淌，一如从前。江水、绿洲、牧牛、白
鹭、河滩、村舍、炊烟……好一幅安谧的
田园风景画。光争日月，湖南著名女书
法家周昭怡书写的金字大匾在屈原的
灵位上方高悬。而司马迁为屈原写的列
传作为正史概括了他的一生。中学时好
像读过，记得不大清楚了，一一再读了
一回。风骚并举，作为浪漫主义文学源
头的《离骚》和其作者屈原，自然为曾是
文学青年的我们所景仰。难怪画家笔下
多有悲怆的屈子行呤图和美丽的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
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饮罢
酒鬼思山鬼，那个戴着兰草花环骑着黑

豹，肤如葇荑、婀娜多姿的山鬼是每个
男人心中的神。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屈原在《离骚》中的“求女”，乃是“求知
音”。而“无女”当然也就是知音难觅
了。美人香草，屈原理想中的浪漫在现
实生活中都是失败的，他最终选择了
投江自杀。于是，中国人多了一个寄予
思念与怀念崇高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屈原的知音不在当时，而在后代，
而且是千秋万代。屈子祠庭院中植的
桂花树早已开过，从枝繁叶茂间可想
见花开之盛。

“王冠不锈，能传后几代呢？桂冠不
凋，却飘香到现在。秦王的兵车千轮扬
尘，何以一去竟不返？楚臣的龙舟万桨
扬波，却年年回到江南”，面对千古流淌
的汨罗江，脑海中涌出余光中的诗句。
一边喝江水沏的豆子芝麻茶，一边想天
地良心理想现实的深刻命题，归途又见
龙舟竞渡，草成一诗：

屈子问天濯清流，孩童食粽观龙舟。
同舟同心还协力，九曲浏河争上游。
挥桨击浪碧波里，水溅汗洒拔头筹。
政声人去知兴替，静水深流千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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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颂
彭流萍

香草美人犹然兮，汨水淘沙浪亘清。
——序

1
水 上善若水的水 左徒屈原的水
楚怀王的水 春秋战国的水
汨罗江的水
水中有人捞月
月亮的弯刀被上官大夫靳尚藏匿水中
灵均 千秋东流
我仍用李白的沉郁祭你——
水是剑 鞘内暗藏救世秘诀
水是刀 抽刀断水水更流
水是愁 举杯消愁愁更愁

2
水火不容的水 秦王的水 贵族的水
黎民百姓的水
针锋相对的水 洞庭湖的水
挟天赋 携香草美人之细腻
绵中带柔 柔中泛着紫
似琥珀般的泪 浓缩的晶莹
封存了诗人易碎的滚烫河山

3
弱水三千的水 只取一瓢饮的水
灵均将祖国高高舀起
与天之高阳同高
水是寂静无声的水
水是抗争 是胆
是一株荇藻游动的故土
水是血与腥的交锋
水是魂 是夭折了的崭新的
冷得发烫的宪令
水是排除浊浪之后的琼浆玉液
水是浪漫 水是抒情长诗——

《天问》的源头日夜分娩真理
先秦的恒星浴水千年
铁质答案仍未浮出水面
水是源远流长的美政
水是求索 水是图腾
水是真善美的化身

4
水啊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水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水
水与水天生保持着某种神秘
互相排斥——水亦载舟焉能覆舟
暮色将晚 一片艾叶满载星光
从湖南平江顺水而漂
汪汪碧波荡起盈盈浅笑
似愁容片片 似风轻唤湿透江山

的白袍
三闾大夫 三闾大夫
汨罗江边带水的鸽子
是《离骚》遗落的化石吗？

贺君

小镇叫回龙，是我亦
生亦长、亦业亦居的故地。

城虽小，人不多，却渊
源深，典故多，且五脏六腑
俱全，路街巷陌皆通。因为
它是方圆百里政治经济、
文化沉淀、物资聚散、人文
风情彰显与演绎的最佳场
所。

小镇乡风将每年的农
历五月初五俗定小端午，乡
民会将一年来闲置的龙舟
清理出来：焚香沐浴，敬呈
供品，盛倡仪式，入水操练，
到农历五月十五日乡情鼎
盛的大端午正式赛龙舟。那
一天，是小镇最隆重的节庆。是日，十里
八乡，百里乡愁，无需约定，没有邀请，全
部集中在这里，只为赶赴一场心灵的约
会。

小时候，我先期住在与小镇三山之
隔的马头桥。说远不远，讲近亦近，大体
十来公里路程。每年的大端午，天刚放
亮，我与姐总是与随行看龙舟赛的队伍
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那时，车很少，常在心底企盼有一
辆车从身边停下，哪怕是一台手扶拖拉
机能够载我们一程也是一种美事。但常
常走一程歇一程，歇一程走一程，就是
没有看见车来，亦未见车去。姐姐说：

“加油，弟，翻过第三道山岭就快了。”我
握了握口袋里卖麦秆得来的1元钱，擦
拭脸颊上的汗珠说：“姐，要是有一头牛
骑那该多好。”姐笑了，我也笑了……

到了镇上，铁定先要去大娘家的。
那些年，大娘家成了我们过大端午看龙
舟风雨无阻的驿站。平时看着小镇宽阔
的街道觉得好霸气的，而在那一天，人
们摩肩接踵，导致街沿路面锥针无缝，
泼水无隙。商者拿货递货手急似电，购
者掏钱取物如获至宝。听不见讨价还价

之声，亦不见嘴角相残聒
噪，那缠绵纯朴的乡情成
了价值的天平。

吃过中饭，大娘照旧
给我们准备 5 角零花钱
和一些粽子。于是，我们
混 在 看 龙舟的队伍里向
夫夷江边奔去……

未到江边，先闻鼓声。
江水不变，阳光热烈。乡民
们大多头顶草帽，亦或头
披汗巾权且遮阳。河两岸
人山人海，多过江里的跳
鲤奔虾、水草卵石。河上风
动人移，江里舟来楫往。

下午 2 点时分，是龙
舟赛最激烈紧张的时刻。
赛手酒足饭饱，乡民已被

小镇各类小吃撑得面红色润，人人劲头
十足，个个谈性浓厚，空气里热浪陡增。
为了追思久久不能释怀的乡魂，龙舟在
水中劈浪崭浪，赛手在舟仓挥汗飞棹，
乡民在岸上狂欢加油，鼓声在江中呐喊
助威。几十只龙舟呈一字长蛇，分排多
列，分批出赛。每批4-8只，每一轮中选
4 名优胜者进入下轮比赛，如此往复，
终育冠军。冠军的荣耀不在金钱，不在
呼声，只为博得乡民这一年来茶余饭
后、酒足事歇的昼夜话题。

那时年幼，不辩胜负之真正意思，
只是觉得冠军者方为勇者，大了才知道
赛事竞技的残酷。父亲说：“赛一场龙
舟，苦似患一次重病。”想想也是，那天
的阳光，那天的热风，那天永不停息的
灵动鼓声和舟棹……虽苦，但乡民心中
的豪情不朽，乡恋依旧。

现在想来，那时年少，时时盼望到
小镇过端午、看龙舟，其实，乐的是小镇
的热闹，观的是延续千年龙的精神。

不管时局如何，无论贫富变迁，乡
民赛龙舟、看龙舟的愿望没有变，心中
的乡火一直延续至今……

彭金辉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又近端午，微信朋友圈里关于赛龙
舟、吃粽子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我情
不自禁想起儿时端午节妈妈炖的瓦钵
子麻花煮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端午节，对于
平时连饭都难得吃饱的乡下孩子来说，
跟春节、中秋一样，是望眼欲穿的日子。
老家汨罗高家坊一带，当年端午节不可
或缺的一道美味，就是麻花煮肉。

每到端午节前夕，平时连毛票都
很难见到的父亲，会变戏法似的从口
袋里摸出一两张块票，交到妈妈手里：

“ 要 过 节 了 ，去 买 2 斤 麻 花 ，称 斤 把
肉。”妈妈便会带着我们三兄妹一同去
到供销社、食品站，买回用草纸包着的
麻花和笋壳叶系着的五花肉；运气好
的话，还会给我们每人买上两三粒水
果糖。

回家后，妹妹和弟弟会傻傻地衔着
水果糖，去到队里其他孩子们面前炫耀
一番，抑或掏出水果糖，咬半粒给关系
好的小伙伴。而我，却盯上了妈妈手里
的那包麻花，会装作若无其事地尾随妈
妈回到家里。

凭我多年的经验，妈妈放麻花的地
方无外乎是碗柜、米柜。趁家里没人时，
我蹑手蹑脚地回屋，找到那包麻花，轻
轻拆开包装纸，拿出一只麻花，小心翼
翼地掰下一小根，然后再照原样包好。
一小根麻花进了我的口袋，不时拿出来
咬一小口，又脆又香。

有时候，妈妈会提前几天将麻花买
回来，那样“损失”就会更多。

端午节那天上午，妈妈会早早地燃
起平时舍不得烧的藕煤灶，将五花肉切

成片，和一掰两截的麻花一起放进瓦钵
子，盖上小圆木盖，在煤灶上慢火炖着，
然后去到菜园里，摘来新鲜的辣椒、茄
子、黄瓜，准备着丰盛的端午大餐。

麻花煮肉什么味？美味！肉香中混
合着麻花特有的油炸香味，闻闻都会让
一家人似乎等不到中午开餐。聪明的妈
妈会适时揭开盖子，用筷子夹起一小块
肉或麻花，招呼我们三姊妹“哪个来试
试看，炖烂了没有”，让我们先挨个尝上
一小口。

麻花煮肉，麻花的甜味和酥酥的五
花肉味，让人满嘴留香，更是滋润着当
年乡里人缺少油星的肚肠。

端午节为啥要吃麻花煮肉？老人们
说，屈原怀沙汨罗江后，人们为了不让
鱼类、水怪伤害他的尸体，就将麻花、粽
子、包子等投入江中。千百年来，粽子、
包子等就成了端午美食，而家乡的人们
选择了简单易做又解馋的麻花煮肉，真
是经济又实惠。

有时候，精明的妈妈在炖肉前，会
发现麻花包有动了的痕迹，没有拷问，
只会看似不经意地说“米柜里好像进了
老鼠”，我和弟弟妹妹会神情不自然地
讪笑着。“还不是你自己养的 3 只小老
鼠。”父亲常常一语道破天机。

16岁那年，我离开了老家，外出求
学及至参加工作，很少有机会在端午节
回到老家，麻花煮肉渐渐成了记忆中的
美味。

早年，我电话里问过妈妈：“端午节
还会麻花煮肉吗？”“天天鱼肉蛋的日子
过着，现在还有谁会稀罕那个哦。”电话
那头，年逾古稀的妈妈笑着回答我。

……
今年端午，我想再尝一回妈妈亲手

炖的麻花煮肉。

端午的风
是被流放的
在穿透了时光与天空之后
钻进我逼仄的骨缝
在心室里驻扎
孕育着另一场风暴

风吹过 泪流满面的艾草
也吹进我守望的肉身
灵魂上又长出几道伤口
被肢解的芦苇忍着疼
只一夜 便愁成满头白发

我在风中飞翔
尽管我的翅膀不再坚硬
仍用 漏风的牙
衔着带血的楚辞
向天，发出一声声天问

千年的风 风化了那么多事物
却风化不了《离骚》和《九歌》的硬度
我把一首打磨成针
扎我麻痹的神经
另一首 做成支架
为我贫血的心脏搭桥

纵身一跳
也是一种飞翔

五月 桨声行色匆匆
与火热的江风一起抵达
月光破碎 岸边的遗址上
孤苦伶仃的渔火 等了千年

五月 瘦成一片艾叶
载不动楚国的悲愤
我把粽子和我的肉都喂鱼
也难抚平 一浪高过一浪的忧伤

五月 是诗的祭日
是一个国度的隐痛
如果我写诗
我的诗会沦为一块石头
与我的屈子一起投江
纵身一跳 也是一种飞翔

过汨罗江
（组诗）

石光明

汨罗江

晴川一映色亦蓝，
旧绿新黄草似烟。
曲尽乡愁人不见，
且将墨水写青山。

香草湖

楚堤一过最彷徨，
渔父湖边话远乡。
又诵九歌逢盛世，
两千年后汨罗江。

濯缨桥

濯缨桥下说风流，
几缕离骚去不休。
唯有一江蓝墨水，
千年依旧写春秋。

玉笥山

倾尽楚风玉笥山，
春秋一瞬日如烟。
濯缨桥下龙舟恨，
每到端阳哭逝川。

望郢台

洞庭春去指天涯，
北望楚云三闾家。
屈子行吟何处是，
离骚一卷唱芦花。

又闻麻花煮肉香

端
午
的
风
（
外
一
首
）

刘
敬
行

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
——赏析李元洛《端午新联》

屈子行吟图 钟增亚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