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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与滕王阁
李德禄

人们历来把湖北的黄鹤楼、湖南的岳
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合称江南三大名楼。
滕王阁位于江西南昌，临江高峙，瑰伟绝
特，创建于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唐王朝，居江
南三大名楼之首。

唐高祖李渊之幼子李元婴，于贞观十
三年封为“滕王”。他是位丹青手，善画蝴
蝶，曾有“滕派蝶画”鼻祖之誉。唐代诗人
王建诗曰：“避暑昭阳不掷卢，井边含水喷
鸦雏。内中数日无呼唤，拓得滕王蛱蝶
图”。说得是婴之蝶画在宫廷中备受喜爱，
宫娥们不被呼唤的时候，常常摹写他的蛱
蝶图。婴不仅善画，亦喜音乐歌舞。但他
毫无政绩，贪黩凶暴，且骄纵失度。其侄高
宗李治继位后，将他转任洪州，即现今的南
昌为都督。

李元婴任至洪州，更是随心所欲。一
次率僚属逐猎到了赣江东岸，见西山横翠、
南浦飞云；望碧水如练、帆影绰绰，不禁流
连忘返。于是，带一班僚属与歌舞伎，于冈
峦之上远眺近观。赏景过后，就地摆筵，命
歌舞相陪。但冈丘不平、杂石乱草难展舞
技。一位幕僚为迎合滕王，提议在冈峦之
上建一楼阁，既可揽山川之秀，又可极歌舞
之乐。婴闻言连连称善，即下令召集能工
巧匠昼夜营造。楼阁落成后，官员幕僚们
以元婴封号称为‘滕王阁’。 此阁本是滕王
婴为其游观宴集而兴建的，却无论如何也

想不到王勃由此而作出《滕王阁序》，不仅
使王勃名扬天下，而且使此阁千古流传。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
人。他不满14岁便赴考应试。主考官见其
长衫拖地，乳臭未干，便有几分不快，心生
免其参考之意。聪敏过人的王勃见状，忙
施礼叩拜说：“宗师爷在上，学生龙门王勃
前来参拜聆教。”短短数语，字字顺耳，主考
官笑曰：“蓝衫拖地，怪貌谁能认？”王勃答
曰：“紫冠冲天，奇才人不识。”主考官又道：

“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王勃昂首趣
答：“今朝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主考官
抚掌而笑：“神童，神童，果然是龙门神童，
准考！”

王勃出身书香世家，世祖多数为官。
据说他 6岁解文，词情豪迈。9岁读《汉
书》、撰《指瑕》，10岁精通六经。后又从名
医贤师，习得《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
经》等医书。14岁考中授朝散郎，成为朝庭
最年少的命官。王勃文采过人，撰写出许
多词意豪壮的作品，他与杨炯、卢照邻、骆
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其首。

唐高宗得知绮丽奇文竟出自未及弱冠
的稚童，便惊叹不已，连称奇才。沛王闻其
名，召为王府修撰，对其十分爱重。沛王与
周王均贪嬉之人，相与斗鸡为乐，不惜千金
求珍禽，以较高下。每次斗鸡时，必请王勃
畅饮欢宴。勃撰《檄英王斗鸡文》以娱之。

不料，此文传至高宗手中，圣颜动怒，连呼：
“歪才，歪才！二王斗鸡，勃身为博士，不行
谏诤，反作檄文，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
应立即逐出王府。”

王勃被逐，其父受牵累被贬至南海交
趾为官。勃于山西去南海看望父亲，乘船
到马当山下突遇风浪，只好上岸游玩。忽
见一位须眉皓白、貌若神仙的老者，便整衣
上前行礼。老者问：“来的可是王勃吗？”勃
惊答：“正是，不知长者何以得知？”老者说：

“明日重九，滕王阁有高会，若赴宴作文，足
垂不朽。”勃闻言笑答：“老丈有所不知，此
地离洪都数百里之遥，一夜之间怎能到得
了呢？”老者笑曰：“你只管上船，我当助清
风一帆，明早定达洪都。”王勃肃然起敬，即
刻登船，果真觉得祥云缥缈，船似疾箭般驶
向鄱阳湖，原来是中源水君相助之。

第二日一早，洪都府都督阎公遍请名
儒，高朋满座。阎公对诸儒道：“帝子旧阁、
洪都绝景，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阁记，刻石为
碑以记后来。”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早
已令女婿吴子章拟就序文，请贵宾名儒亦
是为夸其婿，使翁婿名利双收。诸宾朋名
儒心知其意，故对记文推辞不作。轮到王
勃，众人见其稚嫩，均以为必不敢狂妄。不
料他概无推迟，慨然以受之，满座皆惊。

阎公见状哂笑退内更衣，命小吏报
知。王勃起笔：“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小

吏报知，阎公道：“此乃老生常谈，谁人不
会？”吏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
曰：“此故事也。”吏三报：“襟三江而带五
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阎公不语。吏又报：

“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
孺下陈蕃之榻。”阎公喜曰：“此子视我为知
音。”吏再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阎公以手拍几曰：“此子落笔若有
神助，真天才也！”

阎公更衣复出，携王勃之手，盛酒满觚
说：“帝子之阁、有子之文、风流千古，使吾
等今日雅会，亦得闻于后世。”满座宾朋闻
言，尽皆失色。王勃作罢《滕王阁序》便不
辞而别，都督阎公忽然发现序后有诗，末尾
两句“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自
流”。暗自思忖：为何在“自流”前面空了一
字，莫非嫌我等轻慢于他？随即大声说：

“诸位，就请猜猜这空着的究为何字吧！”众
人沉思过后便七嘴八舌起来，有人猜了

“独”字，有人猜了“船”字，其婿吴子章猜了
个“水”字。阎公不悦说：“独字太浅，船字
太俗，水字太露。”众人再猜，为时已久，竟
无人猜出佳句来。阎公命人快马追赶王
勃，以千金求其一字。

勃见来人笑曰：“我乃一介书生，岂敢
戏弄都督大人？吾将所空之字写于你手心
之上，你切要攥紧拳头，见了都督方可当面
伸掌，否则此字会不翼而飞！”衙卫飞弛而

归，一路攥拳毫不懈怠，至阎公面前才将手
掌伸开，竟然空无一字。他不得其解，连连
自语，怎会空空如也呢？阎公亦自摇头，发
出千金难买一字的长叹！叹息间，猛然一
惊，衙卫掌心空无一字，莫非是个“空”字？
即刻取过王勃之序诗，将“空”字填在空缺
处，朗声念道：“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
空自流。”立刻拍案称绝，这个空字用得妙
哇，万千感慨，尽在这个“空”上！

洪都滕王阁，自王勃一序，一时名声鹊
起，竟相吟咏。唐高宗读此序文，见“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禁拍案
惊叹：“此乃千古绝唱，真天才也！”接续又
读到八句韵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
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
山雨。闲云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
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又连叹好诗，好诗！读罢序文诗句，高宗李
治感慨不已，想当初因斗鸡文而逐王勃，是
朕之错也，随即命人召勃入朝。身边之人
告知，王勃已落水身亡，年仅26岁。高宗闻
言喟然之长叹：“可惜，可惜！是朕之错也！”

是朕之错也，此话出自高宗李治之口，
看似简单，实非易事，甭说昔日之帝王，即
便寻常之人又岂能如此？综观世人，做错
事易而知错难，知错能改则更难。唐皇李
治能正视自己之过，敢大声说出是己之错
的话，岂能不发人深省乎？

蓝印花布，又名靛蓝花布，是用靛蓝
染料印染成的蓝白花布，为中国民间的
传统印染工艺品，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我国纺织品的印花技术，
始于汉代，盛于明清，风行全国各地。

它的制作方法，是将有镂空花纹图
案的印花油纸版覆在手工织造的白色坯
布上，然后用石灰、面粉和水调成防染粉
浆，在纸版上刮印，待粉浆干后移入靛蓝
染液中染色，再晾干，使靛蓝氧化固色，
之后除去织物上的防染浆粉，即成蓝白
相映的花布。有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两
种，图案常取材于花卉或人物，如喜鹊登
梅、凤戏牡丹、榴开百子等，寓意吉祥。
一般用作被面、褥面、门帘、桌帘、帐檐、
衣料、兜肚、围腰、包袱皮儿等，是当年姑
娘出嫁必备的陪嫁品，也是革命现代戏
《沙家浜》中阿庆嫂的“标配”。

笔者收藏一件蓝印花布褥面，制作
于20世纪30年代。蓝底白花，长220厘
米，宽106厘米（双幅）。由于手工织布
机宽度有限，褥面必须双幅拼接。中间
为两排共十六组圆形花卉图案，四周镶
以三层纹饰花边。造型古朴，素淡简约，
越洗越明丽，越旧越雅致。保存至今将
近90年，依然容颜不老，清冷高洁，让几
多桃红柳绿顿失颜色。

（此件已于 2018 年 7 月捐赠首都博
物馆收藏，照片为馆方提供。）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黛玉当老师
柴华林

香菱想让宝钗教她写诗，宝钗说香菱是“得陇望
蜀”。实际宝钗想让刚进大观园的香菱，到各处都拜见
一下，好让人家知道香菱搬进园子了。毕竟这是一个大
家族，上有贾母老太太，下有各房姑娘们。这是礼节，把
这要紧的事情做完了，闲下心来再学诗作画什么的。从
这里可以看出宝钗做事情的成熟稳健。

香菱按宝钗吩咐，对园子里的成员进行一一的拜见
和走访。礼节完成后，心也轻松下来。吃过晚饭，闲着
没事就一个人转悠来到潇湘馆。见黛玉正闲着没事做，
劈头就问：“你教我作诗呗，我要是能拜你这样一位老
师，可算是我的造化了！”

黛玉被香菱给忽悠懵了，想都没想，便不谦虚地说，
你拜我为师就拜对人了，我教你作诗还是绰绰有余的。
从今儿起，你就做我的学生吧。黛玉和宝钗的性格还真
是不一样，一个深藏不露，不显山不露水；一个性格直
率，简单明了。

黛玉老师开门见山地对学生香菱说，学诗不是什么
难事，其实非常简单。不过是起承转合，然后是平仄对
仗，虚对实。若遇到奇妙的句子，平仄、虚实等统统不要
考虑。

香菱谦卑地说，原来如此呀，怪不得常常听人家说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只要有新奇之句，就不用考
虑那么多。黛玉老师故作深沉地说，算你聪明，第一是
立意，叫做“不以词害意”。

香菱一聊起诗，便手舞足蹈，话匣子就打开了。她
说，我最爱读陆放翁的诗句：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
聚墨多。黛玉老师说，学生，你千万不要读这样浅薄的
诗句，一旦你入了这样的格局，你就走不出来了！看看
黛玉老师的格局，陆游这样的大诗人都不入她法眼。然
后，黛玉语重心长地对香菱说，你真心想学诗，我建议你
读王摩诘的诗集，你把他的五言律诗读上一百首，细心
揣摩透了。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诗，再读李青莲
七言绝句一、二百首。肚子里有这三个人垫底，再读陶
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不用一年，你就可以成为
一个真正的诗人了。

黛玉不愧是一个写诗的高手，她关于写诗的一番
话，估计现在北大教授也不一定讲得这样细致。我们先

看看黛玉说读垫底的诗人，一个是王维，一个是杜甫，一
个是李白。王维是谁？是大唐唯一可以与李白Pk的
主，他的诗有雨后新雨般的清新秀丽，大漠孤烟般的落
日雄浑，孤烟远村的乡野幽静，明月松间的隐居禅境。
在唐代的诗人天空，王维是一颗璀璨的诗星，在天空发
光闪烁。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群的两座高峰，一个是飞流直
下、大河奔流的豪放诗情；一个是忧国忧民、家国情怀的
诗恋。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所以说林黛玉老师非
常有眼力，读了这三位大师级的诗作垫底，诗的基本功
就具备了，这三位的诗作是唐代的巅峰之作。

再看看林老师给香菱推荐的其他几位诗人，陶渊
明，弃官归隐的东晋诗人，田园山水诗鼻祖，采菊南山，
谁也没有他活得悠然潇洒。应玚，建安七子之一，赋作
得非常好。谢，指谢灵云，山水派诗人。阮，指阮籍，竹
林七贤之一的诗人，庾，指庾信，北周诗人。鲍，指鲍照，
南朝诗人。当然，这几位诗人也是根据黛玉所喜好所推
荐的，也无非是想让香菱视野更开阔一些，读读不同风
格的诗赋而已。文无第一，历朝历代天下文人没有最
好，只是表现的风格和个性不同而已。

香菱在林老师的指导下，王、李、杜三位大诗人的作
品都通读了，来找老师还书的时候，老师问她学习心得，
香菱深有感触地说，诗的好处，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写
进诗里却非常逼真；似乎无理的，写进诗里却有理有
情。林老师听了很高兴，笑着说，这话有点意思了，详细
给老师说说看。

香菱便认真地说，王维《塞上》一首，“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想来烟怎么会是直的？日自然是圆的。
这“直”似乎无理，“圆”似乎太俗。但合上书一想，倒像
是亲临其境一样。若再换两个字，却找不到比这再合适
的字了。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白”和“青”
两字，似乎也无理，但想来唯有这两字才能形容的尽，念
到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

香菱说到动情处，继续说道，还有“渡头余落日，城
里上孤烟”，这“余”和“上”字，真不知他是怎么想来的！
那年来京城，晚上在船上，岸上没人，只有几棵树，远远
几户人家作晚饭，炊烟碧青，连云直上。昨晚我读了这
两句，倒像我去过那个地方一样。

黛玉老师笑着说，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
他是套前人的诗句。我给你这句瞧瞧，更比这句淡而现
成。说着，老师找出陶渊明的诗集，翻到“暖暖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递给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赞。笑着
说，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化出来的！

在黛玉老师的指导下，香菱已经了解作诗三味了，
便想让老师出个题目，作首诗出来让老师点评一下。林
老师随口说，昨夜的月最好，你用十四寒的韵，作一首吧。

香菱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总算作出一首诗来，拿给
老师看：

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
诗人助兴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观。
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
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
黛玉老师看了学生写的第一首诗，说：“意思却有，

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把这首
丢开，再作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作。”

香菱的第一篇作品，就这样被老师给否定掉了。紧
接着她又作了第二首，兴致勃勃拿给老师去看，老师看
后说，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香菱原以为这首
诗会受到老师表扬，没想到还是失败。看来作诗真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她闷闷不乐，一个人来到阶前竹下闲步，
挖心搜胆，想不明白：难道这一首还不好？晚上，她一夜
未眠，直到五更才朦胧睡去。在睡梦中，偶得八句诗：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香菱这首诗应该说是成功之作，最后一句应该是香

菱对自己命运的慨叹，她从小命苦，被骗子拐走，今生不
得与父母团圆。

香菱拜黛玉为师学诗，应该说她选对老师了，黛玉
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山水诗开始教她，然后
再让她学习白描的杜诗，再学习浪漫的李诗，最后学习
陶、阮、谢、庾、鲍等杂家，香菱才作出这样新巧有意趣的
诗作。这样看来，黛玉才是最好的老师。

蓝布白花 古朴淡雅
左慎五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二、“摩诃煮石铛”之谜
明代嘉靖年间，刘侗与于奕正合编的《帝京景物

略》中有段记载：百花山瑞云寺有“摩诃煮石铛，非石
非铁，莹如漆光。宣宗曾取视，赐以龙袱归寺也。”这
个煮石铛，不是石头的，也不是铁的；再加上“摩诃老
祖”这个神秘人物他拥有的这个“煮石铛”到底是什
么呢？二百年后的明宣宗宣德皇帝也想看看了。看
后还赐予了龙袱包裹。看来，也没弄清楚是用什么
做的。

对此，《宛署杂记》的记载则是：煮石铁锅，在泥
窝村瑞云寺……相传避世佛曾此修道，用小耳锅煮
石修炼，锅似铁似石，阔一尺，深七寸，宣德年奉旨取
视，赐以龙袱。这两本古籍中的记载，有三处不同，
第一，一个是叫“铛”；一个是叫“锅”。第二，一个是
摩诃老祖；一个是避世佛。第三，一个称“非石非
铁”；一个称“似铁似石”。但是别忘了，有一个共同
的记载，宣宗（宣德皇帝）曾取视，并赐以龙袱。因
此，我们说：两段记载，一件史实，都是讲的京西砂
锅。为弄清这个“砂锅”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解读：

第一，关于瑞云寺。
这里说的瑞云寺，就是“百家寺”；就是位在百花

山南的曹家房村的瑞云寺。对此，《宛署杂记》有明
确记载：“瑞云寺在清水社村，即唐李克用、李存勖
（xu）建亭百花山之所。有碑记瑞云寺始汉明时，历
唐、宋、辽、金、元至我明，重翻三十八次。元有赐敕，
今不存。”注意，曹家房一带过去长期属于斋堂乡地
界，即齐家庄巡检司管辖，元代的赐敕是摩诃的紫
衣。

第二，关于摩诃老祖。
这书中多次提到的摩诃老祖是何许人也？我们

说，民间称其“老祖”是对其尊重，譬如石灰业祖师爷
范丹，也被称为“范丹老祖”。这摩诃老祖可是这瑞
云寺的一代高僧啊，据《故大行禅师通圆懿公功德碑

并序》记载：摩诃禅师行懿（1150-1233），生于金元
时期。祖籍易县人，其先迁居矾山县缘矾里，俗姓
刘，其父刘佳，行懿为家中幼子。其7岁出家宣化的
天宝寺，拜道崇和尚为师。30岁受具足戒。关于他
的名称问题，“行懿”是他的法号；“通圆”是金宣宗赐
紫衣同时赐的“尊号”；而“摩诃”则是他曾居武川（今
宣化）摩诃院，“大开济度大会，故世称摩诃老祖。”他
不仅随师游历过四方二十多年，还曾住过滋州大明
寺，在仰山寺受过印证，这两个地方都是希辩高僧曹
洞宗的巨刹。行懿两次住持瑞云寺，最后在这里圆
寂。火焚后，行懿的心、眼未焚成灰，尸身产生了
100多粒晶莹圆润的“舍利子”。

第三，关于“煮石铁锅”。
关于这个“煮石铁锅”问题，首先我们要说的它

不是“铁锅”，因为“非石非铁”或叫“似石似铁”，但它
不是铁。那是什么呢？是“砂锅”。然后，我们再看
看这“砂锅”在京西的记述，据元代熊梦祥写的《析津
志》记载：“画眉石出斋堂，其石烧锅、吊、盘，虽百年
亦不损坏。”明代《宛署杂记》亦有记载：画眉石，“石
黑色，似铁，而性不坚。磨之如墨，拾之染指。金章
宗时，妃后尝取之画眉。”画眉石是一种含炭的软岩，
产于煤层围岩。京西以此烧制煮器、盛器的历史悠
久，这“磨诃煮石铛”当属此类砂器。

“砂锅煮石”，那是传说；“砂锅淘米澄砂”那倒是
真的。

（未完待续）

试解京西十谜团（二）
赵永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