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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有一个朝代
我们必须记住，那就是有着“贞观之治”
和“开元盛世”的大唐帝国；在大唐的历
史名人中，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他
就是“张九龄”。张氏后人尊称他为“九
龄公”“风度公”，他是张姓的先祖、宗族
的荣光，“曲江风度”（亦称“九龄风度”）

永远引领张氏家风；他又是大唐的一代
名相，被誉为“千古江南第一人”。同
时，他是梅关古道的开凿者、清新文风
的推动者；他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其
诗作具有“雅正冲淡”的神韵，他的五言
古诗在唐诗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产
生过巨大的影响，他吟咏的“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之名诗佳句，千百年
来，在中国诗歌的天空里一直闪耀熠熠

光芒。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唐仪凤

三年（公元 678 年）出身于广东曲江官宦
世家。他少年聪慧，七岁能诗能文，而
立之年进士及第，为秘书省校书郎、右
拾遗。唐先天元年（公元 712 年）十二
月，唐玄宗于东宫点考文学士，三十四
岁的张九龄名列前茅，授左拾遗。开元
六年（公元 718 年）春，他被唐天子召入
京城，即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
一年后，升任礼部员外郎；开元二十年
（公元 732 年），任工部侍郎，次年升任检
校中书侍郎，是年十二月，授中书侍郎
同 中 书 门 下 平 章 事（即 宰 相）兼 修 国
史。纵观张九龄的一生，他少时勤奋读
书，及长即以优异成绩致仕，身居高位，
却充满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几经沉
浮，却始终一心为公、一生为民；上辅唐
皇，下抚黎民。期间，为沟通长江水系
与珠江水系最近的陆上通道，打通阻碍
南北陆路的交通瓶颈，张九龄以“千丈
悬崖”“人苦峻极”为由上书唐玄宗，建
议以朝廷的名义开辟疏通大庾岭通道，
即今天的梅关古道，并于开元四年（公

元 716 年）奉诏回到岭南，主持开辟修建
大庾岭通道。

开元四年十一月（公元 716 年），初
冬时节的梅岭一带晨夕雾寒、瘴气弥漫，
荆棘遍岭、寸步难行，还有猛兽出没，然
张九龄却不辱使命，为早日修好这条岭
道，亲自攀登梅岭，“缘磴道，披灌丛，相
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认真考察
工程路线，亲自拟订施工规划。

在张九龄的亲自督促下，凿开岭道
的工程终于顺利开工。在“高攀一线岭、

下瞰百蛮天”的山岭上，每天都可见他亲
自监督施工的忙碌身影。在当时没有火
药的情况下，他们采用“火烧水浇”破岩
法，爆开岩层裂缝，再用人工物力一点一
点撬开岩层，如此一寸一寸地掘进，一尺
一尺地拓宽，前后历经两年时间，终于在
山崖上凿出了一条宽达六尺的岭道。这
岭道，便是如今被誉为中国四大探梅胜
地、“一路梅花一路诗”的梅关古道，它
是古代岭南通往中原的“黄金通道”和

“高速公路”。“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
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
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岭道的凿通修
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海，转
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

古道一侧，掩映于梅树之中的“夫
人庙”静谧安详。“夫布慈云天上佛，人
施法雨海中仙。”对联的背后，深藏着一
个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据说张九龄
在亲率民工打通梅岭山巅最后关口时，
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那便是岩
石白天凿、夜里合，长久难成。此事让
九龄公忧愁不已，眉头紧锁。时人认为
那是山神作怪，须以孕妇之血祭神方可
解决。于是，张九龄夫人（侍妾）戚宜芬
闻听此事后，为帮夫脱困，身怀六甲的
她，在一天夜里，毅然拔剑剖腹，以生命
之血祭祀山神，从此，岩崩停止，岩石不
再 复 合 ，岭 路 凿 通 ，工 程 终 于 如 期 竣
工。夫人这一悲壮义举，感动世人。在
岭路凿通之后，人们为感念夫人大义，
在她跳崖的路旁建起了这座“夫人庙”，
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

作为“开元盛世”的维护者和亲历
者，张九龄在政坛上功勋卓著。他任相
期间，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于唐玄宗

生日时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劝皇帝
励精图治。他为官一生，强调保民育
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徭
役、扶农桑；他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
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地方官吏……张
九龄的一生，心系天下苍生，胸怀国家
民族，以清正廉洁的从政声名，成为“开
元之世”的三杰之一。他为政远见卓
识，为人忠耿率直，被誉为“曲江风度”，
遗风惠及后世，孕育形成了张氏一族

“正直的人格、清淡的风格、富国利民的
奉献精神”，这一源远流长的张氏家训
家风，感召后人，慎远追终。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
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
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几百年来占据《唐
诗三百首》之首，让多少人在吟诵他的
诗篇时，油然而忆起这位大唐名相来。
张九龄不但政声远播，亦是一位颇有成
就的诗人。他的五言古诗，常以素练质
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感慨和期
望，其清新干练的文风，一扫唐初以来
所沿袭的六朝的绮靡诗风。让后人在
追念张九龄在执政为民、造福乡梓的丰
功伟绩的同时，也陶醉于他营造的优美
诗歌意境之中。

大庾岭下，曾建有一座张九龄祠，香
火一度兴旺。在祠内，留有历代迁客骚
人的题刻，其中明代大学士丘浚的一首

《寄题张丞相祠》最为贴切隽永，其诗云：
“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
南人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当年
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我想，这
幅镌刻在始兴县张文献公祠里的对联，
便是对张九龄的最高礼赞。

九龄风度耀千秋
——大唐名相张九龄

曾诚

梅关古道上的张九龄铜像。蔡三朋 摄

本报讯 日前，由韶关市作家协会、
韶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乳源县大
桥镇人民政府协办、余靖纪念馆承办的
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名臣余靖》研讨会在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桥镇举行，这是专题
文艺历史小说研讨会首次走进乡镇。来
自全市的知名评论家、作家和部分乡镇
干部、余氏后裔等五十多人参加。

该部小说是我市实力派作家王心钢
与江先华联袂合著的历史题材小说。评
论家从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分
别以《盛夏吹来的粤北古风》《精描历史
风云、重塑先贤传奇人生》《做一个铁骨
铮铮的岭南人》等二十多篇撰文进行了
精彩评述。会上，评论家一致认为：小说
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在年代跨越千年、历
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作者力图用文字
的形式还原余靖的不平凡一生，这是一
个填补空白的原创性作品，展现了长篇
历史小说的独特魅力。还有的评论家认
为，小说语言简洁而又富有质感，奇特而
又新鲜。在粤北作家群中，王心钢、江先
华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扎根生活，紧紧把
握时代动脉的节拍，在历史长篇领域卓
见锋芒，独焕风采。

会后，参会的评论家、作家还兴致勃
勃地参观了余靖纪念馆、余氏宗祠、深源
村史馆。 陈湘平

大苦吟大美
——杜甫《登高》赏析

陈义禄

传笔文墨
绘风采

——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名臣
余靖》研讨会在乳源举行

《水滴》是我市作家王心钢的作品，
是一部震撼灵魂，唤醒人性的成功之作。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残疾人。文中以曹一木为主线贯
穿整部小说，道出残疾人对知识、工
作、爱情的渴望，甚至对性的渴望，这
些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求，他们却难
以实现，一些健全人还常常投来异样
的目光。这部小说中，通过对不同残
疾人的描写揭露人性，这是非常成功
的。在构思上，又渗入了优秀传统文
化，语言生动优美，富于哲理，使小说
更具吸引力，更耐人寻味。

读这部小说，我既亲切又沉重，因
为我也是一个残疾人，对在各种场合
所遇到的尴尬和难处都深有体会。小
说中，刘小兰由于小儿麻痹症落下右
腿残疾，下岗后再也没有找到工作，丈
夫早逝，还有一个患唐氏综合症的女
儿，儿子考上大学却又没钱上学。一
天晚上，她在电视上看到有资助大学
生上学的新闻，便找了电视台、团委、
工会、妇联、教育局、民政局、残联，就
这样一个单位推给了另一个单位，最

后在残联曹一木的帮助下，才解决了
儿子上学的学费问题。本以为幸运的
曙光可以在这个困苦家庭停留得久一
些，可谁知上大二的儿子又患上了急
性白血病。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让人悲伤和无奈。

残疾人求学难、工作难，爱情更
难。鱼羊因腿残疾第一次恋爱就被男
友抛弃；第二次恋爱进行得热火朝天
时，男朋友家长借生辰八字不合而阻
挠，最后男朋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就
离开了。阿蓝的恋爱也如此，即使月
儿千般不舍万般不愿，但由于姑妈的
阻拦，硬生生地断了他们的爱情，使他
们成了牛郎织女。

在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中，有悲

有喜，喜的是凝聚了巨大的正能量，他
们的事迹是值得称赞的，他们的精神
是值得弘扬的。曹一木一直帮助残疾
人读书、就业、维权、走出生活困境，并
时常鼓励他们，他的爱心和正能量影
响了一大批残疾人。左腿残疾的阿蓝
急需用钱却刚好拾到十万元，但他还
是交给警察寻找失主；耳聋的神飞资
助脑瘫儿，在洪水中奋不顾身救助被
困的人们；右腿残疾的鱼羊帮助脑瘫
儿康复，当前男友发生意外昏迷时，依
然不计前嫌，帮助他康复；盲人李明强
免费培训盲人学按摩；双下肢残疾的
律师班固免费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
……这一幕幕无不震撼人心，是否能
给健全人留下些启示呢？

残疾人应该树立自立自强的思想，
不要依赖“等靠要”。要学习独臂独腿
的老黑和盲人李明强以及乔花，不仅
自主创业，还帮助别人，尤其是为残疾
人提供就业机会，这是值得学习的。

小说的主题突出，故事情节的设
置和描写引人入胜。特别是结尾，救
人英雄神飞的失踪，在众人都不抱希
望的时候，女友坚守与他的约定，终于
等来了手机信息，在优美的旋律中出
现一个完美的结局。

小说中还引经据典，增添了文化魅
力和教育寓意，喜怒骂笑之余不忘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在谈到名利欲望
时，引用《道德经》的“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上，驰骋畋猎
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在残
疾人发展的话题中引用《易经》的“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谈到奉献时，引用孔
子的“仁者爱人”等。

王心钢在题记中说：“水滴石穿不是
一句神话，一切努力都会水到渠成。”我
们解开心锁，沐浴阳光，心中有暖阳，常
是艳阳天，但愿世间人活得自在快乐！

解开心锁 沐浴阳光
——读王心钢的《水滴》有感

赖胜利

秋高气爽，独自北游。我从始兴县
马市镇政府西行，不足十公里的乡路将
我引入一处静谧的村落，这就是陆源村
李屋。偏安于狭隘的马市盆地西北侧
的李屋，南眺雄奇而坚实的圣公殿山
脉。

据村中老人介绍，李氏最先从福建
迁来，由李文迪于明末年间草建。村貌
总体像不规则的大围，东面正门坐西南
向东北，青砖砌 5 米高门楼，三级马头
墙，圆形方孔钱正脊，傲然挺立，威风凛
凛。两侧筑 2.5米高拱门，与顶盖瓦的墙
体相连，侧墙与门楼构成拉宽的“∩”形，
神态自若。通体由河卵石铺砌的近 50
平方米门坪，直接弯月形池塘。坪沿左
右各竖三对残损的红砂岩质功名石，仍
散发出李氏先人不朽的功名，向来人默
默诉说着往昔的辉煌。

几乎完好的 4米高卵石砌曲尺形围
墙如慈母般呵护着一座近 2000 平方米
的空间。围内屋宇并列，檐脊响应，自
成体系。有近 1米宽的笔直通道相互串
联，井然有序，脉络分明。被行人足迹
打磨得油光可鉴的石街散发出悠远的古
韵，令人回味无穷。西南角开后门，锅
耳山墙，高耸云天，有着强烈的客家建
筑风格；青砖砌凤脊，气韵独特。门与
近 3米高的围墙连接，入内相隔近 20平
方米的“ㄢ”形空间，曲接近 8 米高的卵
石砌围墙。西南隅设近 4米高、1米进深
的 穹 形 拱 门 ，气 派 有 加 ，不 失 大 家 风
范。坐东北朝西南的门是红砂岩门框，
饰展开书柬形，额中央饰仙凤图案，配

“居仁忠义”字，含义深远，当地罕有。
内布置青砖筑房舍，左右开门，配联，估
计为主厅。其中，西侧一门联为“满架
图书都是当行孝弟，盈庭草木莫非只种
芝兰”，配横批“树馨”。门联的背景上
部是展翅翱翔的蝙蝠，中央是粗壮发达
的树杆，底部是两株硕大金黄的树根，
含“根深叶茂，子孙发达，财大气粗，洪
福齐天”之意，表现了主人的人生观及
处世哲学。如此匠心独运的设计，韶关
罕见。

村整体布局规整，但由于年久失修，
古村已没有了当年的气势，正门前也只
散落一些功名石残体，只有东北角参天
古榕老当益壮，成为村中的“活化石”。

始兴陆源村李屋
黄玉美 文/图

设计独特的门联。

我 们 常 说“ 岁 月 静 好 ”“ 万 事 如
意”，然而，我们读杜甫的一生，哪有什
么“静好”，哪有什么“如意”？不过是
诗人在负重前行而已。

杜甫（712—770 年），唐代伟大的
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
老，与李白合称“李杜”。他对中国古
典诗歌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

“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生
性善良，心系国民、热爱亲友、感恩妻
子、珍重家庭。但是，他的人生并没有
李白那么幸运，而是一生颠沛流离、穷
困潦倒，最惨的时候小儿子都被活活
饿死。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愁苦，可真
是人生的大苦。经历这样的大苦，怎
能想象这样的他与李白一样洒脱？所
以他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宏
伟抱负，但一生潦倒，仕途失意，人生
理想毫无实现的希望，所以杜甫的诗
歌贴近现实、寄心于民，把大苦的人生
吟诵成大美的诗篇。

时年五十六岁的他，于公元 767年
（唐代宗大历二年）秋天的重阳节在夔
州（今重庆奉节）写下的《登高》，就是
借秋写愁，把大苦人生转化成大美诗
篇的写照：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九月，秋风徐徐，是“授衣”时节，
是诗意时光。天高云淡、秋高气爽、丹
桂飘香……都写不尽秋天的美好。《登

高》也是写秋美之诗。这首七言律诗
韵押“上平十灰”韵，首句仄起平收、以

“哀”入韵，“回、来、台、杯”作韵脚。低
徊缠绵且带清洒的音韵加上全诗用对
仗的修辞，让我们在充分体会韵律美、
对称美的同时，感受作者在悲绪中“叹
景哀秋”的大美诗意。

这首诗将个人颠沛流离的身世之
悲、抑郁不得志的愁苦融于萧瑟荒凉
的秋景之中，融情于景、情景交融。读
之，使人享受感伤之情如长江之水滚
滚而出的大美之感。

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
鸟飞回”是心之大苦，景之大美：身在
山上，风急天高，猿声哀嚎，把悲凉的
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放眼远处，渚
（小洲）清沙白，鸟儿飞舞徘徊，不忍离
开，又把这悲凉的气氛推向无奈与眷
恋。“风天渚沙”是景是静，“风急猿啸
鸟飞”是声是动，“高清白”是境是意是
色是画；一“哀”和一“回”把苦闷情绪
寄于猿、寄于鸟，寄情于物，清洒式的
排遣，形象贴切。这联是天地相容、视
野高远、动静结合、色调相宜、意境悲
怆的大美水墨画。

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是志不能得之大苦，诗势磅礴

之大美：这“无边”“不尽”是量，这“萧
萧”“滚滚”是势，诗人的志难以实现，大
苦也。仰望看不到边的树木,听着萧萧
而下的落叶声；俯视望不到头的长江，
凝视滚滚而来的长江水，把“无边”的
悲、“不尽”的愁，寄情于树木和长江之
中，这“萧萧”“滚滚”是叶落之势、水流
之势，更是志不能酬的悲愁之势。“萧
萧”“滚滚”是这悲怆情怀喷薄而出，抑
郁情绪一泻千里的形象写照，是“人生
易老”“壮志难酬”之悲啸的强烈反映。

以上两联是写景大美，接下来两
联则是抒情大美。

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
独登台”是“情”之大苦，“行”之大美：

“悲秋”直抒神伤胸臆，而“万里悲秋”
更是让人怜悯悲痛，不是一时之悲、一
地之伤，而是“万里”之悲，能不让人伤
心？能不让人得病？于是，以“百年多
病”对之，“百年”既是时间之长，也是
年龄之高。一个“常”字写出了“万里”

“作客”（作为客人）之悲，走到哪里都
只能是客人而非主人，情何以堪？如
果说“作客”是苦的话，那无人陪伴的

“独”就是苦楚加寂寞了，一个人孤单
登上山中高台，向远怅望，能不悲伤？
这就是情之大苦。

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浊酒杯”进一步写由悲引起的人生苦
难，也是劝进之大美。“艰难”“苦恨”极
尽人间之苦，根据作者所在时代背景
看，这苦，作者既是诉说自己的苦难遭
遇，也是指人民群众的艰难苦恨；“繁”

“霜鬓”，多白发，与前句的“百年多病”
相回应，既是人生大苦的结果，也是生
命的使然。虽然艰难苦恨导致满头白
发，尽管“潦倒”，但只要能安顿下来，
哪怕暂时的安顿（新停）也会满足。如
同艰苦不只是说自己一样，“安顿”也
不只是说自己的，自己“新停”，老百姓
也安顿，都值得高兴。于是，哪怕是

“浊”酒，也要端起酒杯，这不是“浇
愁”，这是积极地发散内心的痛苦和郁
闷，也是为老百姓得到安停而庆贺。
穷苦潦倒，本可消极厌世，然而作者没
有怨愤，而是说“潦倒新停浊酒杯”，这
既是带辛酸的高兴，也是积极的“劝
进”；这劝进既是劝酒，也是劝勉进步：
只要有机会，就要积极面对生活、感受
人生。这种由己及人的牵挂和劝进，
不就是把个人情之大苦转化为对大众
的深情挚爱之大美吗？不就是结句引
发我们思考的诗意之大美吗？

杜甫的人生是大苦的，然而其作品
则是大美的，其怜民之心也是大美的！
这首被誉为“七律之冠”的《登高》，是
他众多咏秋诗中的一首，却是大美之中
的大美。杜甫的人和诗告诉我们：人有
骨气、志有追求就可以在大苦的生活中
成就另一番大
美之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