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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传统节日中，元宵节富
有浪漫情调。“去年元夜时，花市
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欧阳修的一阕《生查子·元
夕》描述得简洁明了，将男儿多
情、少女怀春的情愫表现得淋漓尽
致。在古诗词中，描写元宵节的盛
况与浪漫者比比皆是，细细品来颇
为有趣。

辛弃疾写“活”元宵节

元宵节晚上，古代单身青年走
上街头，赏灯、逛花市，月影疑流
水，春风含夜梅，憧憬着“灯下邂
逅”的心动缘分。

古代诗词大家的作品中，辛弃
疾的《青玉案·元夕》描述的就是
元宵夜的情景。“东风夜放花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
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
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那该是一个多么热闹的元宵节
呀！火树银花开满夜空，辉煌璀
璨。“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一句脍炙人口，原因就
在于其构思精妙、含蓄婉转、余
味无穷。

唐朝诗人苏味道曾在《正月十
五夜》 一诗中写道：“火树银花
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
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
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诗中描写了长安城元宵之夜明灯错
落、人潮涌动，深更时分人们仍不
愿离去的情景。细细品读，闭目遥
想，便会有一种身临大唐都城、梦
游人潮灯海的美妙感觉。

李商隐的诗描述长安盛景

元宵灯会是烛光祭祀发展的结
果，万民同祀演变成万民同庆，灯
会就变成民俗中最早的狂欢节。按
照三国王朗在《秦贺朔故事》中的
记载，秦时元宵夜已经是“百华灯
树”，“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
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
昼”。到唐朝时最奢华——张鷟在
《朝野佥载》中说，睿宗先天二年
的正月十五，在京师安福门外作灯
轮，高二十丈，金玉锦绣包装，燃
五万盏灯。

唐代大诗人卢照邻的 《十五
夜观灯》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
盛况：“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
悬。”意指连接天河的灯光与烟火
好像是星星坠落下来，靠着高楼
的灯像是月亮悬挂在空中，可见
当时人们的狂欢程度。人们打破

了身份的界限，暂时抛却箴规礼
教，万人空巷，灯火似海，尽情享
受这愉快的时光。

李商隐在《观灯乐行》诗中写
道：“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
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
人赛紫姑。”天上的月光和地上的
灯火铺满京城，欢庆的车水马龙把
大道都挡住了。富贵云集长安，好
生热闹。诗人虽闲，却没有去长安
看元宵节的盛况，只跟乡亲们一起
在家祭祀紫姑神。唐代上元夜“蜃
楼海市星落雨，火树银花不夜天”
的闹花灯盛景可见一斑。

宋代无名氏《鹧鸪天·上元》
词云：“日暮迎祥对御回，宫花载
路锦成堆。天津桥畔鞭声过，宣德
楼前扇影开。奏舜乐，进尧杯，传
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
八面三呼震地来。”这首词描写的
是宋徽宗时首都汴梁逢元宵节车水
马龙的盛况——皇帝与民同乐，大
官小吏前呼后拥，老百姓蜂拥而
至，人人头上都戴着各式各样的
花，一路看去，姹紫嫣红，恍若花
海。

唐伯虎笔下的元宵节喜乐图

既玩世不恭又才华横溢的江南
名士唐伯虎也在上元节写下了脍炙
人口的一首《元宵》：“有灯无月不
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
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
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
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灯月交辉，笙歌遍地，连村女也穿
红戴绿出游，其情景甚为壮观。特
别是那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
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满街珠
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绘
声绘色，元宵景物毕现眼前。“不
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
辰。”脱口而出，最终以感慨结
句。“良辰”“娱人”“笙歌”“开口
笑”“消良辰”便连成一线，组成
了一幅元宵节喜乐图。

元宵节留下了历代诗人很多美
好的诗句，比如：“火树银花合，
星桥铁锁开”“车驰马骤灯方闹，
地静人闲月自妍”“朱轮画毂，雕
鞍玉勒”“春满鳌山，夜沉陆海”。
同时，人们把嫦娥奔月、吴刚伐桂
等流传千年的神话故事绘成彩灯
供人欣赏，同时也扮靓了城市。
在皎洁的月光下，欣赏这些彩
灯，人们的心宁静而柔软。

斗转星移，元宵节依然是我
们割舍不掉的精神符号，在节日
中团团圆圆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据《北京晚报》

古诗词中的元宵节习俗

（清）赵之琛、顾驺《元宵婴戏图》

家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同时能
够真实反映书写者的内心世界。《红色
家书背后的故事》收录了五十多位作者
的近百封红色家书，既有陶铸、邓子
恢、帅孟奇、周扬、项南等老一辈革命
家，也包括陆更夫、竺清旦、吉鸿昌、
左权等革命烈士，还有很多为中华民族
的解放、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付出艰辛
乃至生命的普通党员。它们从一个侧面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辉煌历程，也
呈现出了共产党员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
和细腻的情感。虽不是宏大叙事的文
体，但细节却鲜活生动、触手可及，让
读者有机会重温历史，进入作者的情感
世界。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红
色家书中，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家书读来
最令人感动，它们的时间跨度涵盖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
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
些时期，共产党人的家书中充满了愿为信
仰而献身的革命豪情，而家书背后则是一
段段血泪交织的感人故事。

“我在高安已住二十多日，现南昌
（江西省城）已克复，三二日后，我将到
江西省城去了！……南昌到汉口只需二
日，汉口四日到重庆，要是我回家也很容
易，不过我现在不能回来！”这是革命烈
士陆更夫于北伐途中在家书中写下的话，
收信者是家中五弟，家信的背面还绘上了
北伐战争进军线路略图，地图旁有小字标
注：“南昌文物‘滕王阁’被军阀所毁，

实在可惜！”
陆更夫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
1932年被捕，从容就义。据家人讲述，
在黄埔时，有同学取笑陆更夫：“更夫
者，打更匠也！”他笑答：“眼前中国就需
要更多的打更匠，彻夜巡逻，警惕匪盗，
报晓黎明！打更匠有什么不好？”在校
时，陆更夫悉心学习政治、军事，购买革
命书籍甚多，如 《向导》《中国青年》
等，从不乱花钱，只有买书的癖好。每次
见到朋友他总是关切地询问：“现在读何
书？有何感想心得？”而在这封匆匆写于
北伐途中的家信中，他也不忘询问五弟读
书的进度。1930年，有同乡在上海见到
陆更夫随身带着不少钱，便向其建议应为
家庭提供一些经济帮助，陆更夫拒绝了：

“这钱只能用于革命。”
“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

代而牺牲。”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的绝
笔家书有着从容不迫的镇定。18 岁加
入冯玉祥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吉鸿
昌所率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
军的“铁军”。1931 年，因不愿打内
战，吉鸿昌被蒋介石解职并勒令出国

“考察”。在欧美期间，他多次发表抗日
演说，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
国”。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吉鸿昌
闻讯毅然回国，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4 年，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
的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吉鸿昌的夫人胡

红霞也非常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不惜
变 卖 财 产 ， 为 抗 日 前 线 筹 集 军 火 。
1934 年，吉鸿昌被捕。殉难前，他要
了笔墨和信纸，写的其中一封短札便是
留给妻子的绝笔家书。在这封家书中，
他鼓励妻子不必伤悲，要坚强地活下
去，教养子女，期望他们成长为有用之
才。

战争年代的家书常表现出作者对理想
的执着追求，哪怕他们面对的是死亡。同
时，《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也折射出了
建设新中国过程中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
史，书写者与新中国一起成长。

他们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跨过
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家书里，有战场
上的中秋节。“1951年的中秋节，是个很
热闹的月夜。”我军后方搬家，敌机轰炸
封锁，“路炸得坎坷不平，天空悬挂起几
十个照明弹，再加上皎洁的月光，地上有
一根针都能看见……”1952 年的中秋
节，一场反击战正在打响，“月亮照在静
静的阵地上空，这是激战前夕恐怖的寂
静……”

他们也曾亲历伟大的变革。在一对普
通夫妻写给国外子女的家信中，他们殷切
地叮嘱孩子，要饮水思源，把回报祖国作
为终生志向。“香港回归的日子只剩几天
了……中国人受外国人随意欺侮的时代一
去不返了！中国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中国
人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收信的两个孩
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父母
在家信中要求他们认真收看香港回归的电

视直播，以“振奋精神，激发爱国心，增
强报国志”。

随着社会发展，家书这样的载体变得
罕见了。不过，即便亲人天各一方，血脉
亲情也是永远也割不断的，党的辉煌历程
将继续由人民来书写。红色家书尘封着岁
月的记忆，也凝结了历史上先进群体的鲜
血和汗水。阅读他们留下来的感人故事，
我们收获的不仅是震撼、铭记，还有奋进
在当下的力量。

据《北京晚报》

■盈盈一笑
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讲的

是云边镇少年刘十三的成长故事。
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

依为命，为了离开小镇而努力读书，追寻
梦想。在城市里四处碰壁的刘十三回到小
镇，与少时玩伴程霜重逢。小镇生活表面
平静却暗潮汹涌，一个孤儿、一场婚礼、
一场意外，几乎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为
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十
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东
西正在离自己而去……

这是一部关于爱的小说。刘十三对妈
妈的爱，是天伦之爱；刘十三对牡丹的
爱、程霜对刘十三的爱，是男女之爱；王
莺莺对刘十三的爱、球球对爸爸的爱，是
亲情之爱……爱是人类活着的希望，没有
爱，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就是一片冰窟；没
有爱，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虽然刘十

三遍尝生活的苦难，但心中有爱，他没有
因为无意的和刻意的刁难而失去对人、对
事、对社会的爱。

这是一部关于小人物奋斗的小说。
刘十三像所有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对出
生的地方充满了厌恶与轻视，总想着逃
离，逃离这个熟悉得一撅屁股周围的人
就知道自己要拉什么屎的地方。而每一个
走出乡村的孩子总是会碰壁，奋斗之路总
是不平坦——刘十三的奋斗之路、智哥的
奋斗之路、牡丹的奋斗之路……有人脚
踏实地，有人一步一个跟头，有人想方
设法走捷径。刘十三没有选择走捷径。
他被刚诊断出患了癌症晚期的王莺莺带
回云边镇后，一家一家去走访、一点点
去攻破，居然也取得了成功——幸福，
真的是奋斗出来的。

这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小说。刘十
三从小被妈妈抛弃，在王莺莺的关爱下长

大。从走出云边镇到城市里打拼，从逃离
到回归，他一步步地从小我到大我，从卑
微地爱别人到收获大爱，从索取到成为一
名义工，完成了自我救赎。

王莺莺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且充
满了神秘色彩的人物。她一生坎坷，但
从不怨天尤人。她似乎是一代人的缩
影，又像是一些天使般人物的代言人。
她给予那些缺爱的孩子无限关爱，又在
原谅出走的女儿和抛弃自己的男人之后
完成了自我救赎。

这是一部关于子女教育的小说。刘
十三、球球、程霜，一个个家庭出问题
的孩子没有因为被抛弃、生病等让自己
变成问题少年，他 （她） 们在生活的夹
缝里艰难而昂扬地活着。关于教育，这
是一个很大、很难的话题：生了孩子就
要好好养、好好教，不是吗？原生家庭
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就像一

根隐形的藤蔓，看似无形，却将我们的
过去紧紧缠绕，又影响着我们走向远
方。

《云边有个小卖部》——诙谐的文字
充满辛酸又让人看到希望，那希望是爱、
是光，让人内心充满力量。

渺小而幸福地活着
——读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
人民出版社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近日
记者得知，我市作家马文创作的长
篇历史小说《台北知府陈星聚传
奇》在台湾岛内出版社出版，作家
刚刚收到台湾出版社邮寄的新书。

陈星聚 （公元1817年~1885
年），临颍县台陈镇台陈村人，历
任福建省顺昌、建安、闽县、仙
游、古田知县，后升任台湾淡水、
鹿港同知。光绪四年 （1878 年）
清政府正式设立台北府，陈星聚任
台北首任知府，带领台北人民在稻
田上建成初期的台北市。

马文到陈星聚家乡走访，访问
陈星聚后人，和有关专家进行座
谈，收集了大量有关陈星聚的资

料，并根据掌握的资料进行构思，
经过两年精雕细琢，创作了反映陈
星聚精彩一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台
北知府陈星聚传奇》。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一书
于2018年4月在大陆出版后，在
台湾岛内引发各大图书馆和大学的
收藏热，台湾《中原文献》杂志也
进行了连载。台湾如是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看到此书后联系马文，商议
在台湾的出版事宜，并于2019年
12月签署了出版协议。

2020年4月，《台北知府陈星
聚传奇》终于在台湾印刷出版，同
时发行的电子版阅读量连续数月排
在社科人文类电子书第一位。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
在台湾出版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开学在即，“神兽们”即将告别寒
假，背上书包，踏进熟悉的校园，开启新
学期的生活。这里推荐几本书，趁着春
光，和孩子一起读读吧。

《你好！历史（全9册）》

【法】加利亚·塔皮罗 阿黛勒·塔利尔
弗勒尔·多吉等 著

【法】巴鲁 苏兹·维尔吉等 绘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系列的主要作者加利亚·塔皮罗是

法国历史学博士，她说，这套书的创作是
为了配合小学学校教育的需要，让孩子理
解多元文化和人类历史。

这套科学绘本从儿童常见的小物件如
球、面具入手，用朗朗上口的语言、艺术
童趣的绘图追溯万事万物的前世今生，是
一套送给3岁至6岁小朋友的“历史博物

馆”。该系列共9册，包括服饰、房子、面
具、自行车、球、飞行、旅行、邮票、饮
食，囊括文化、建筑、艺术、工程、生活
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简洁、系统、全面地
介绍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
的巨大变革。

《不太坏的“坏”动物》

【英】索菲·科里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太坏的“坏”动物》是英国专业

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索菲·科里根的代
表作，专为6岁至14岁的孩子创作。全
书以38种常见却不讨喜的动物为主角，
通过诙谐幽默、活泼多变的语气进行自我
介绍，一方面道出人类的认知偏见；另一
方面列举科学事实，撕掉人类给它们贴上
的标签，让读者看到它们做什么、吃什么

以及如何交流、对人类的贡献等。夸张、
搞笑、萌趣的插图与幽默对白可以激发孩
子了解动物的兴趣，让他们轻松学习相关
知识。

《大人的世界：200种常见职业》

【法】索菲·博尔代 纳迪娜·穆谢 著
【法】樊尚·德普朗什 绘
海峡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儿童职业认知绘本，包含水

果实验室、服装店、港口、出版社、法
庭、电子游戏公司、建筑工地等20个场
景，并详细介绍了这些场景涉及的大大小
小200多种职业。

这本书介绍了不同职业的人需要做哪
些工作，通过生动有趣的大场景插画，展
现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

据《信息时报》

开学了 读好书

■七南
《洛城花落》是周大新的最新长篇小

说，亦是封笔之作，被誉为“理性婚姻指
南”和“爱的幸福提示”。小说不长不
短，近 21 万字，采用拟纪实的写作手

法，作者以媒人的身份介入，讲述了由其
促成的一个离婚案的前前后后，并用四次
庭审的纪录来再现这段婚姻里的风花雪月
和一地鸡毛。

小说从媒人之言讲起。“我”作为媒
人，自然是这段婚姻的促成者。小说的男
女主角雄壬慎、袁幽岚分别来自河南、山
东，两人均毕业于名牌大学并留京工作，
郎才女貌。他们一个研究历史，一个研究
文学，文史不分家，在精神上契合。女方
父亲袁德诚是救过“我”的命的战友；男
方父亲雄来文也是“我”的战友，是最贴
心的兄弟。在这样的机缘下，“我”便促
成了这段婚姻。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婚后
育有一女名叫雄袁幸子。事实证明，这段
婚姻是天作之合。

可好景不长，这对恩爱的夫妻竟然
要离婚了。雄壬慎不同意离婚，袁幽岚
就把他告上了法庭。在第一次开庭时，

女主控诉男主的种种“罪行”：缺乏诚
信、谎话连篇、懒惰透顶、极其吝啬，
个人卫生习惯极差，对女方父母缺乏起
码的尊重，对孩子缺乏责任心，反对女
方参与社交并诋毁女方闺蜜，不注重
个人修养，在老家亲友那里充大方，
婚后从不送女方礼物等，这些都是造
成袁幽岚不能再与雄壬慎继续生活下
去的原因。

读者是在读别人的故事，也是在读
我们自己，主角们在小说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正是现实中的我们也必然要面
临和解决的问题，会引起我们的反思。
在第二次、第三次庭审中，袁幽岚又控
诉雄壬慎婚内出轨和家暴。当这些都被
证实是女方的猜忌时，小说到了高潮部
分——女主控诉男主已经23个月没有尽
过做丈夫的义务。

能打败婚姻的，从来不是岁月的狂

风暴雨，而是生活的鸡毛蒜皮。小说结
构紧密、层层推进，直到第四次庭审结
束，宣判离婚案成立，婚生女雄袁幸子
归袁幽岚，雄壬慎才说出了真相——在
一次意外中他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为
了不把病毒传染给妻女，他选择了冷淡
和疏远妻女，独自背负。原来，他一直
爱着她……

记得在《半生缘》里张爱玲写过这样
一句话：“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
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
部分。”婚姻并不是一座稳固的城堡，风
雨会摧毁它，岁月会折磨它。当婚姻的城
池出现裂痕，需要夫妻双方共同修缮，以
保稳固。在我看来，最美好的爱情、最美
好的婚姻，是既要和你共享雾霭、虹霓，
又要与你共担寒潮、风雨。如果雄壬慎能
早些把真相告诉妻子，结局也许截然不
同。

他一直很爱你
——读周大新《洛城花落》

一读为快一读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