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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犁铧耕耘冻土的声音
伴随着惊蛰的节拍
在广袤的田野上
将春天的向往唤醒

是炼铜炉里沸腾的声音
融合着激情的旋律
在炉火的映照下
将火红的人生抒情

是黑板上写字的声音
配合着讲课的回声
在一双双求知的瞳孔里
诠释园丁的风情

这支歌雄浑高亢
从远古的刀耕火种开始
一直唱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这支歌激情豪迈
穿越岁月沧桑的缝隙
点缀着世界变迁的图景

音符是山间叮咚的泉
韵律是拂过四季的风
低音是脚手架上放飞的梦想
高音是汗珠上凝结的阳光
用勤劳填词，智慧谱曲
一支劳动的颂歌
回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劳动之歌
□熊秀兰

一
花俏蜂来戏，香殒径飞去。
孰云是负情，风中尽流蜜。

二
晓风轻带寒，微雨花阑珊。
莫嗟春红了，碧叶篱间看。

暮春即景
□百里牛

走吧，我知你要走
我不留你
就像你来时
我亦不曾邀请你
你羞羞答答而来
如今，又要匆匆忙忙而去

在来去之间
我细细品你
碧了我的眼
绿了我的衣衫
金灿灿，红艳艳
将温情的微笑捧在手里
在惊叹中慢慢融化

滋润了我的梦
在梦里和梦外
我都被你浸淫

轻轻回转
钟声在前方响起
跳跃着喘息
所有的花儿都挣脱了自己
寻找到回家的土地
于是
我告诉你
你要走
我肯定无法拦你
只希望
你走得坦然一点

春天，我不能留你
□杨勤华

春天的宝岛，风光旖旎，艳丽如
画。

一早，台北导游小姐就通知大家，
今天的游览景点是日月潭，大家愉悦
的心情平添一份激动。于是，匆匆用过
早餐便上车。一路窗外蓝天白云，草长
莺飞，座座青山，层峦耸翠，尤其是满
山偏野的槟榔树，婀娜多姿。不由人想
起周旋演唱的《采槟榔》的歌，“高高
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谁先
爬上我替谁先装······”

山路十八弯，一湾又一湾。大约过
了两个多小时，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美
丽的湖泊展现在眼前，导游告诉大家，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日月潭。居住在日
月潭的邵族人是原族人，由于近亲不
能结婚的原因，现在只剩下 283 人。
他们与游客见面问好是用邵族语言
“叭克林给！”。这些邵族姑娘小伙还
会热情地邀请游客唱歌跳舞，你们可
要大方潇洒一点啊！经过导游的速成
培训，大家心领神会地跟着导游小旗
前行，只见日月潭中间几十条漂亮的
中型游艇在湖中行驶，两岸熙熙攘攘,
人山人海。我们登上本团队 30 人的
游艇，那位 26 岁的船老板一面驾船，
一面解说。十几分钟后，我们上岸游
玩，只见身着鲜艳服装的邵族人，在路
边尽情地载歌载舞，陪同游客拍照。一
位卖茶叶蛋的阿婆生意特火，旁边还
摆放着她和某位官员的合影照片。一
个半小时以后，我们登船返回，来到邵
族人的一家茶庄。那位高大英俊的邵
族王子带着帅哥靓妹热情地邀请大家
唱歌跳舞，品尝他们制作的药材，参观
他们先辈与达官贵人交往的照片。

返回酒店的路上，导游告诉我们
那位卖茶叶蛋的阿婆可有故事，她从
小姑娘时就做起，现在赚下的钱已经
够买一只中型豪华游艇了，我们惊叹
不已。不过更让我们兴奋的是，当天傍
晚，我们用膳以后就住在日月潭湖边
的“沙涟水”大酒店。打开房门，时尚
设施应有尽有，阳台上一个玻璃茶几，

两只藤椅，正对波光潋滟的日月潭。晚
上，我们坐在藤椅上喝茶，只见对岸灯火
阑珊；清晨，我们手扶阳台栏杆，只见湖
面上烟波浩袅，水天一色，尽收眼
底······

日出、云海、晚霞、森林、铁道是阿里
山的五奇。高山茶、红侩木、山葵是阿里
山的三宝。不过那首奚秀兰演唱的《阿
里山的姑娘》还是让大家记忆犹新：“高
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由于阿里
山海拔 2400 米，山高林密，气候湿润，
出发前导游让大家做足功课，带好雨具，
多穿衣裳。随后大巴车沿着高山峻岭的
盘山公路行驶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达
阿里山神木游览景点。导游向我们介绍，
阿里山红侩木 10 年长 1 寸，具有百年
不烂，千年不朽的生命力，因此价值连
城。在阿里山主峰的神木车站东侧，原来
有一棵高凌云霄的大树，树高 52 米，树
围约 23 米，需十几人才能合抱，巍巍挺
立，虹劲苍郁，被人们尊为 “阿里山神
木”。 但遗憾的是，1997 年 7 月 1 日，
因一场大暴雨而有半边倒塌。但是在
2006年又票选出新的地标—香林神木，
树龄约 2300 年，另有一棵神木树龄也
有 2000 年。另外在周公桧的东南方还
发现一棵奇异有趣的“三代木”。三代木
同一根株，先枯而后荣，重复长出祖孙三
代的树木，是造化的神奇安排。此外还有
千岁桧、同心木、三兄弟、四姐妹等奇木
奇树。它们都青葱挺拔、摇曳多姿，为阿
里山增添了不少魅力。听完导游介绍，大
家紧跟导游分别来到这些神木面前拍照
留念，不过这里早已是人头攒动，一位难
求。

返程的路上，大巴沿着青山连绵陡
峭山壁的公路上行驶，我们还欣喜地发
现阿里山的小火车，阿里山 18 号爱情
丝路，龙云休闲农场，还有数千株的吉野
樱、重瓣樱，目睹这些璀璨“樱”姿，禁不
住思潮起伏，心旷神怡······

再见，美丽的宝岛；再见，日月潭、阿
里山！

再见，日月潭 阿里山
□杨信友

如果说，不离开家乡，你就永远不
会理解那份炊烟袅袅的乡情；如果说，
不离开故里，你就永远不会懂得难以
割舍的乡愁。什么是“乡愁”？在我的
记忆里，乡愁，既是孩童时代牵牛吃草
的一脉青山，又是夏日中供我们嬉闹
的一方绿水；乡愁，既是清晨和夕阳里
炊烟袅袅的一片屋瓦，更是农民世世
代代传承的共同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农村随处可
见每一座瓦房或草房的后边，都矗立
着一根笔直的烟囱，在早晨、午间和傍
晚，每一根烟囱里都会飘出袅袅的炊
烟，缓缓地向天空飘荡，于是，整个村
庄到处都弥漫着柴草燃烧后的那种淡
淡的、糊糊的气息。如果你站在山坡
上，把目光凝聚在村庄，你就会看到几
十根、上百根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
那故乡的炊烟，永远地飘在我的记忆
里，烙印在我的心里，缠绕着梦牵魂绕
的思念，那份清新和厚重，都浸透着熟
悉的味道，每一次想起，都是一股暖
意，每一次忆起，都是浓浓的乡愁。

那时候，我还小，根本不知道炊烟

的美好和意义，只知道每一个早晨和
傍晚，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炊
烟，就像一艘艘行驶在江中的轮船，喘
着粗气，萦绕在一起，和水塘子里的雾
气连在一起，迷恋在村庄的上空。清
晨，露水闪着荧光，小鸟在林中叽叽喳
喳的歌唱，晨光里犹如仙境一样的梦
幻，是那样地迷人。不管是天高地远，
只有炊烟缭绕，才知道“正是人间烟
火浓，人生五味杂陈全”。每到傍晚，
劳作一天的我，只要看到炊烟升起，就
会伴着夕阳，和小伙伴们一起骑着牛，
或挑着柴禾回家。因为，炊烟就是母亲
最美的召唤，每一缕都是一家人的温
馨与期盼。在我的心里，炊烟越浓，就
越会看到生活的甜蜜和舒心，虽说那
时我家的生活都是些粗茶淡饭，但那
是一家人团聚的心情，至今难以割舍
与忘怀。

后来，我长到 20 岁，到了当兵的
年龄，报名参军离开了小山村。我是这
个生产队第一个走进军营的年轻人，
走的那天晚上，生产队长在他家特意
为我举办了欢送宴会，全生产队一家

派出一个代表，我看到生产队长将一
千响的鞭炮放在灶台的烟囱旁，准备
宴会之前燃放，谁知，欢送宴会还没开
始，烟囱旁的鞭炮受热后自行噼噼叭
叭炸开了，当时的情景至今挥之不去。
第二天早晨，全生产队的村民都出来
欢送我，生产队长把两束红绸缎披在
我的身上，又在我的胸前带上了光荣
花，这是把全生产队的希望寄予吾身。
走出村庄，正好有一处是山冈，我回首
望着生活了那么多年的村庄，看着和
我相处八年而熟悉的村民，还有我少
年时代一起放牛、砍柴的好伙伴，真是
有些依依不舍。尤其是那一缕缕炊烟，
在晨光里熠熠生辉，渐渐朦胧了我的
视线，可就是在那一刻，却永远印在我
的心里，烙在我的脑海里。走的再远，
飞得再高，也不会忘记，那才是我心灵
休憩的地方，那才是我的家，因为，那
里有永远难以忘却的乡愁。

我曾记得有人说过，“人生就像
炊烟，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飘散出
去。你要寻找蓝天，就会飞到空中，变
成一朵白云。你要寻觅踏实，就会沉入

大地，扎根结果。炊烟又像一条绳子，牵
引着游子回家的心，烟火不断，乡愁不
息，从儿时到暮年，从青丝到白发。每一
天，每一月，每一年都离不开人间烟火，
离不开如烟如雾如纱如云的炊烟袅袅。
城市的灯火阑珊，灯红酒绿，迷蒙了夜
的窗口，迷醉了很多人的眼睛和心，迷
失了方向和执着，只有故园那凝聚不散
的炊烟，才会唤醒迷醉，找到最艳丽的
暖阳”。是的，我当兵的部队就是扎住在
山区，每当我站岗放哨时，又见炊烟升
起，总会想起家乡和村庄，想起那些山
山水水，想起那些劳作的场面，想起我
的好伙伴，想起炊烟袅袅的乡愁，勾起
我的回忆：茂密的山林，流淌的泉水，成
垄的庄稼，熟悉的亲人，稻草味的茅屋
草舍，还有母亲在煤油灯下的缝缝补
补，都会一幕幕地闪现在我眼前。这才
知道，乡愁，这一切都是挥之不去，都是
我人生当中，最难以忘怀的厚重亲情画
面，我会带着它永远行走在路上。

炊烟袅袅，乡情缕缕，剪不断，理还
乱的是乡愁。我喜欢欣赏乡村的小桥流
水，更喜欢欣赏村子里升起的袅袅炊
烟，那房顶盘旋的袅袅炊烟，一看见它，
就给我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有一种
难以割舍的乡愁。对于乡村的炊烟，在
我的记忆里，很是富有诗情画意，它是
乡村一道“清晨有诗情，黄昏有画意”
的风景线。站在高处欣赏它，可以袒露
胸怀，放松心情，帮你寻回久违的安宁
与恬静，并让你感念人生的质朴与纯
真。我喜欢乡村的炊烟，喜欢炊烟弥漫
的纯朴，喜欢炊烟升起的宁静，喜欢炊
烟飘荡的空灵。在我的眼里，萦绕在村
子上空的炊烟是一首婉约的小诗，是一
幅随意泼墨的画，是一道随心所欲的风
景线。

青山依旧，绿水依流。乡村的炊烟
早已脱去了锦织的轻纱，似乎离我们的
生活越来越远，我们难以再见徐徐升起
的炊烟。因为，乡村的瓦房和草房越来
越少了，土灶和烟囱也基本上成了绝迹
的候鸟。当炊烟渐渐从乡村里消失的时
候，它在告诉人们，昔日贫穷落后的乡
村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乡村城镇化的
步伐也越来越快。行走在乡村，到处都
是充满都市气息的小洋楼，家家户户用
的都是液化气，更有的农村用上了清洁
环保的沼气，那蓝色的火焰舔着锅底，
锅里滋滋的炒菜声响，无不透出诱人的
香味。

炊烟，如今已渐渐从我们的视野
里飘散，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张张幸福的
笑脸。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在我的记忆
深处，乡村的袅袅炊烟，让我刻骨铭心，
让我永远怀恋的乡愁。

炊烟,难以忘却的乡愁
□詹敬鹏

唐词宋词

词大约产生于初盛唐，中唐以后
逐渐流行，五代至两宋而达到极盛。
如果你对词感兴趣的话，不妨选择一
点唐词与宋词来比较读读。读后，你
就会发现唐词与宋词有一点明显的不
同：唐人（含五代）填词，大都以调为
题，用什么调名，所填的就是什么内
容。如填《临江仙》之调者，多用以咏
水仙；填《巫山一段云》之调者，皆咏
巫峡；填《河渎神》者，所谈总离不了
鬼神祠庙事；填《女冠子》者，莫不谈
女道士……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宋人填词，
不再拘囿于词牌本意，词旨多与调名
相去甚远。如辛弃疾的 《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语非咏捕鱼本
意；欧阳修 《浪淘沙》（“把酒祝东
风”）亦非咏本意大浪淘沙……

为便于比较，下面不妨各举一首
完整的唐人之词与宋人之词，来窥探
一下其中之异。“斑竹枝，斑竹枝，泪
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琴怨，潇湘
深夜月明时”。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
写的一首词，词牌名为《潇湘神》，所
咏对象即是湘妃；“《水调》数声持酒
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
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
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
落红应满径”。这是宋代词人张先的
《天仙子》。《天仙子》，唐（五代）人
多用此咏天仙、仙子（借指妓女），也
有用来咏仙郎的，都是以调为题。而张
先这首词的内容，则在刻意伤春之中
兼寓伤别之意，词旨与调名已全无关
联。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看出：词牌和
词意之间的关系，在词产生的唐代，词
牌名就是词的题目，词牌和词意完全
相合，初期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唐人由
词而制调；后来，遂渐渐演化到不大切
合，直至最后发展到词意与词牌名几
乎完全脱离关系，南宋以后的倚声填
词借题抒情、不问词调之本性更为突
出，这是因为宋人因调而填词，并且在
词牌名之外，必须另外加上一个词的
题目了。这，大概就是唐词与宋词的相
异处。

双声叠韵

谣谚与诗歌，不同于先有鸡还是
先有蛋之争，前者系后者之祖。上古之

时，未有诗歌，即已有谣谚。而有了谣
谚，便也有了双声叠韵。何谓双声叠
韵？概言之：凡有两字同一声母，是为
双声；凡有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例如，
在现代汉语里，“丰富”是双声，因为
“丰”（feng）和“富”（fu）的声母都
是 f；“佝偻” 是叠韵，因为 “佝”
（gou）和“偻”的韵母都是 ou。

古代的歌谣、诗歌，对双声叠韵的
运用非常普遍。远古的例子，我们可以
在尧时的《击壤歌》中看到。歌中唱
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里的
“日出”、“日入”就是明显的叠韵。在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
双声叠韵更是随处可见。如双声的有
“参差”（《关雎》）、“踟蹰”（《静
女》）、“栗烈”（《七月》）等；叠韵的
有“窈窕”（《关雎》”、“崔巍”（《卷
耳》）、“夭绍”（《月出》）等。

当然，古人于双声曾韵的运用上，
也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因
为，从文学史角度来看，齐、梁以前尚
未立双声叠韵的名目。我们用今天的
眼光来考究齐梁以前的歌谣、诗歌，之
所以又每每与之暗合，大概是因为双
声叠韵乃自然之音律，出于一种天籁，
非人力所可强为。齐梁时，周密、沈约
创四声切韵，有“前浮声，后切音”之
说，自此，诗人们便自觉且有意识地将
双声叠韵手法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
了。例如，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
人杜甫，其诗中的对句尤善用双声叠
韵。概括地说，不少于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两句均为双声，自相为对：“江
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秋兴八首》 之一），“江间”、“塞
上”皆为双声；其二：两句均为叠韵，
自相为对：“流年疲蟋蟀，体物幸鹤
鸽”（《寄卢参谋》），“蟋蟀”、“鹪
鹩”皆为叠韵；其三，双声叠韵互相为
对：“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酬
高使君》），上句“牢落”为双声，对下
句叠韵“寓居”。

推想起来，古人运用双声叠韵，目
的无他，无非是想用其来加强诗歌的
音乐性。象诗经《关雎》用了一个叠音
词和八个双声叠韵的连绵字就是明
证；诗经《月明》更是一首具有特殊风

格的双声叠韵诗，三章内容雷同，只是
运用双声叠韵法，化一章为三章，从而
取得了回环反复的效果。现代诗歌中
也不乏运用双声叠韵的例子，如朱自
清《赠 AS》：“在灰泥辗转的我，仿佛
被焙炙着一般！———” 其中，“辗
转”，双声兼叠韵；“仿佛”，双声。限
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分析和—一列
举了。

长 喻

说起比喻，目前的修辞之书通常
大多只讲到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称
之为一般比喻。除一般比喻外，有的修
辞书也提到博喻。博者，广也。如贺铸
《青玉案》词：“试问闲愁愁几许？一
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作
者为了突出一“愁”字，连续用了“烟
草”、“风絮”和“梅雨”，这就是所谓
的博喻。还有一种比喻，它既不同于一
般比喻，又不象博喻，但却经常出现于
文学作品之中。在此，笔者姑且称之为
“长喻”吧。长喻者，一般比喻后面再
拖个长长的尾巴也。

这里，不妨比照着一般比喻和博
喻，来具体看看什么是长喻。

首先，长喻不同于一般比喻中的
明喻，尽管长喻中有时也会出现喻词
“如”、“象”等。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两
种比喻对事物的比之程度有深浅、高
低之别。请看下边的例子：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问东流”。（李煜《虞美人》）

“王小玉……唱了几句书儿，声
音初不甚大，……唱了十数句之后，渐
渐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恍
如同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
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
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做
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
更在扇子崖上：愈看愈险，愈险愈
奇”。（刘鹗《老残游记》）

李后主将愁比作一江春水向东
流，怎么个流法，看不出，只能让读者
自己去想象；而刘鹗将王小玉说书的
高超技巧，喻成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
山的景象：攀登泰山景象如何，作者再
添上一个长长的“尾巴”，无需读者自

己去想象就能看个一清二白。可见，长喻
比一般比喻在程度上更进了一层。若将
长喻后面的“尾巴”去掉，显然就成了一
般比喻中的明喻。

其次，长喻又不同于博喻。按照周振
甫先生的解说，博喻一般有这三种情况：
一是用多种比喻来比喻一样事物的各个
方面，使这样事物突现出来；二是用多种
比喻来比喻一样事物的一个方面；三是
用几个寓言故事和比喻交错起来说明一
个道理。但不管怎样，三者都用了多种多
样的比喻。而长喻，无论它怎样长，往往
只用一个比喻，且将这个比喻的全过程
和盘托出。且看下面的几组例子：

“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
珠，如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
顾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
得王小玉看见我了”。（刘鹗 《老残游
记》）

“陵阳人敦厚温和……就是邻里起
个争执，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抬首
高腔大调，一如飘扬在五六月稻秧田里
的山歌，声气都是从胸腔子里喊出来的，
高亢激越；但渐渐就会变成正二月里的
黄梅小调，和风细雨；继而是七八月星空
下哼着的小曲，不知道是在聊天还是在
争吵，然后也就不了了之。”（曹其明
《陵阳人》

“柳泉的微笑，使朱祯样感到一种
压抑。好象他穿了一套挺讲究的衣服，参
加了一个挺愉快的酒会，举着磨花玻璃
的酒杯，正和朋友说着一些幽雅的笑话
的时候，却有人递给他一封电报，告诉
他，他派去出差的一个部下在那个地方
出了车祸”（张洁《方舟》）。

《老残游记》为了形容王小玉眼睛
的美，作者直截了当地一连用了四个个
比喻，当属运用多种比喻来比喻一样事
物，显然为博喻；曹其明为了表现陵阳
人的敦厚和与人说话语调的婉转和语
音的柔和，不吝以三个分句的篇幅编织
了一长串比喻，乍一看，似乎有点像长
喻，细审之，去掉 “山歌”、“黄梅小
调”、“小曲”前面的修饰语，很明显，就
是三个一般比喻，且都是属于运用多种
比喻来比喻一样事物，因而也是博喻；
而《方舟》中，张洁只将朱祯祥的压抑
比作一次赴宴（仅一种比喻），并将赴
宴的经过也写了出来。这个经过 （过
程），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尾巴”，所以
应该是长喻。

长喻确实是一种既不同于一般比喻
又异于博喻的一种存在。读书为文者，且
莫小视。

闲读偶拾
□张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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