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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菊花》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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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首诗是唐末农民起
义领袖黄巢所写。黄巢生于
公元820年，逝世于884年，
曹州冤句（故址在今山东省
菏泽市曹县）人。他出身盐
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
墨，五岁时便可对诗。他曾
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能得
中。当时，由于旱灾严重，而
官吏又不管百姓死活，于是
王仙芝率领走投无路的百
姓起义，黄巢积极响应，也
在曹州冤句起义。不料王仙
芝意志不坚定，想要投降皇
帝，于是二人分道扬镳。最
终，起义军聚集在黄巢周
围，打下了长安，唐僖宗逃
跑，黄巢即位，国号“大齐”。
称帝后，黄巢迫不及待地占
有了唐僖宗留在宫中的美
女，终日寻欢作乐，过起了
奢靡的生活。结果在唐朝军
队的反攻下，他被迫逃亡山
东。有人说他自刎而死，有
人说被他外甥杀死。

下面讲一个正月十五
挂红灯的民间传说：

黄巢攻打浑城时，三天
都攻不下来，他气坏了。那
时快年了，又下了一场大

雪，士兵大多还没有冬衣。
于是黄巢把队伍拉到山里，
等过了年再打。

年后家家都做汤圆，过
元宵节。黄巢决定亲自进城
摸摸敌情。于是，他挑上汤
圆担子出了大营，直向浑城
走去。不料，有间谍把他进
城这件事告诉了官兵，黄巢
一进城就发现四门紧闭，到
处喊着：“黄巢进城了！”黄
巢知道不好，就急忙扔下
担子，钻进一家院子里。他
正要插上门进屋，见一个
老人从屋里走出来。他急
忙走过去说：“老人家行行
好，把我藏起来吧！”老人
点头答应了，赶紧把黄巢
领到后院，掀开醋缸盖，让
他钻进去，说：“客官，先委
屈一下吧！”这时十几个官
兵打开门，闯了进来。一个
头目恶狠狠地问：“有个大
汉，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老人说：“没人进来！你不
信，就请搜吧！”于是，十几
个官兵立即进屋去搜，翻
箱倒柜，还砸破了不少东
西，连醋缸也打破了几个
口子，醋流了一院。

官兵走后，黄巢从醋缸
里爬出来，只见老人正在缸
前落泪。黄巢赶紧走过去安
慰：“老人家不要哭了，过两
天我赔你几口缸就是了。”
老人劝黄巢：“你快走吧，他

们找不到人，还会回来的。”
黄巢说：“现在天还不黑，到
处都是官兵，我从哪里出城
呢？”老人说：“你出了这条
巷子，钻进对面院子，从后
面出去就是天齐庙，你先在
庙里藏着。天黑后，顺着城
墙往南走，走不远，就有个
豁口，你从那豁口出去。”

黄巢发现老人厚道诚
实，就大胆地打听说：“老人
家，这座城怎么回事，黄巢
十万大军攻了三天都攻不
破？”老人说：“客官有所不
知，这城建在始皇时期，城
墙又高又厚，上面还有滚
木，两厢还藏有弓箭手。”黄
巢进一步问老人：“那就没
法子破城了？”老人说：“要
进城，就得从我告诉你的那
个豁口进来。”

黄巢估计老人已经知
道自己是谁了，便干脆说出
了真实身份。老人听了却毫
不吃惊，说：“我就知道你是
黄大将军。”黄巢说：“人家
说我吃人不吐骨头，你不怕
吗？”老人说：“官家能有好话
吗？我们老百姓可盼着你来
呢！”黄巢听了很感动，说：

“你记着买几张红纸，扎个灯
笼，正月十五挂在房檐上。”
黄巢走后，老人悄悄地把这
件事告诉了邻居。不久，穷苦
百姓家都买红纸扎灯笼。

正月十五晚上，黄巢带

着五千精兵，从老人所指的
那个豁口悄悄入城，然后来
了个内外夹攻，很快攻破城
门，起义军进城了！

这时，穷人家门口都挂
起了红灯，全城灯火通明。
这一夜，凡是挂红灯的家都
安然无恙，起义军杀的是赃
官老财与土豪劣绅。据说，
从那以后，每到正月十五，
家家户户都挂起了红灯。

现在讲讲黄巢的《题
菊花》这首诗。这首诗不仅
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豪
情壮志，而且显示了农民
起义领袖极高的文化修
养。历史上有豪言壮语的
农民起义领袖为数不少，
但能写出这样文质兼美诗
的，恐怕只有黄巢一人。

这首诗毫不隐晦地表
达黄巢推翻旧政权的决心
和信心，这种思想与这种
气势，是封建社会任何一
个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首先，黄巢笔下的菊
花形象是前无古人的。

古代诗人笔下的菊
花，其形象多是孤高自傲，
耐得起寒冷，经得起考验
的，或与世无争的。如，陶
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周敦颐的“菊，花
之隐逸者也”等。这些都说
明菊花的形象，要么是孤
高傲世的志士，要么是洁

身自好的隐者。而黄巢的
菊花诗，却不落窠臼，赋予
菊花别样的生命与内涵。

那么，黄巢笔下的菊
花是怎样的形象呢？

第一句“飒飒西风满
院栽”，是写在飒飒西风
中，满院都盛开着菊花：满
院的菊花迎着“西风”开放，
这分明不仅在渲染菊花之
众多，而且更是赞颂菊花的
坚强。这一点就与文人的

“孤高傲世”，形成鲜明的对
比。你看，“满院栽”三个字，
就把“孤”字洗刷得干干净
净。于是，菊花就成为是劳
苦大众的象征。

可是，菊花还有它艰
辛而遗憾的一面：“蕊（花
心儿）寒香冷蝶难来”。这
是说，菊花虽然在秋季里
也散发着芳香，但总是冷
清凄凉，结果蝴蝶也不来
光顾。而那些在春天里开
放的桃花等，却享受着风
和日丽的大好时光，享受
着人间的光明与温暖。这
是多么的不公平啊！菊花
的这个特点，不也正是劳
动人民所处的现实吗？黄
巢笔下的菊花正是劳动人
民的形象，而这样的菊花
形象是前无古人的。

其次，抒发改天换地
的雄心壮志。

三、四两句紧接前两

句，寓意明显，也可以说黄
巢直抒胸臆，表明他要改变
菊花现在的命运，洗刷天底
下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怎么改变呢？要改变，
就要找到这种不公平的根
源。聪明的黄巢终于找到
根源了：原来是“青帝”这
个司春之神在作怪！好！那
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干
脆把原来的“青帝”拉下
马，我黄巢来当“青帝”。那
时，我说了算，我下一道命
令：以后让菊花和桃花在
同一时间开放，不得有误！

前面已经分析过，诗中
的菊花就是那时千千万万
受苦受难劳动人民的化身，
而诗中的“青帝”，当然就是
指皇帝了。黄巢的雄心壮志
显然是要把对劳动人民不
公平的皇帝打倒，他来取而
代之，还劳动人民一个公
平！请注意：让菊花与桃花
同一时间开放，这正是体现
在诗中的农民起义“均贫
富”的平等思想吧！

最后，还要解释解释
“一处”这个词语。“一处”就
是同时。其中的“处”字，是
时候、时间的意思，不是处
所的意思。如“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其
中“春好处”，就是“春天最
好的时候”的意思。

文/李淑章

最近，远方出版社出
版了《内蒙古民间故事全
书·呼和浩特卷》，主编这
本书是代林、任贵、李蕙
芳、伊和白乙拉等四位学
者，组织整理这本书内容
的是代林，他现任内蒙古
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最近十几年，他为内蒙古
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好
几本著作。

呼和浩特市是国务
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
源，其中民间故事颇多，
并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
特色。可惜由于缺乏系统
的收集与整理，并没有成
书，这次由于这本书的出
版，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为后代子孙留下了珍贵
的文化遗产。

这本书共收入民间
故事三百多个，分成176

个题目，很多题目包含着
若干个故事。根据内容分
为传奇、传说和故事三大
类 ，传说又分成古迹传
说、人物传说、武林人物
传说、涉史传说、地名传
说、寺庙传说、佳肴传说、
动植物传说、风习传说等
九大类；故事中又分为生
活故事、婚恋故事、谐趣
故事三大类。这样更适宜
阅读、记忆、保存、研究、
传播与应用，也利于防止
散失及失传。以往民间口
耳相传、街谈巷议、道听
途说的故事与传说如今
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我们
不能拒绝的文化遗产，彰
显出文化价值与意义。这
让我们呼市人民增强了
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全国
各省市各地区都有了对
本土文化的自信，也就增
强了中华文化的自信，文
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
这本书的编者代林

等人充满责任感和使命
感，努力贡献给广大读者
和家乡的读者一本具有
浓郁呼市特色的人民创
作。他们有意竭力把这些
民间故事放回历史的情景
中，保持青城意蕴、青城味
道、青城腔调，例如叙述语
言中，编者运用了许多呼
市方言，读者很感亲切。在
《白老八设场会武》中，写
到：“白老八早有预备，绝
不会放脱他”。这“放脱”
二字是呼市土话，鲜明、生
动，表现力很强。类似的土
话还有很多，再加上青城
人特有的幽默，浓郁的地
方特色就跃然纸上。

由于本书编者都是
文学上取得了一定成就
的作家，所以这书的另一
特点是有很强的文学性。
编者们有着成熟的叙述

意识，把笔力专心放在
“怎样写”上，而不是放在
“写什么”上。所以编者力
求结构严谨，谋篇布局周
详，语言优美流畅，书中
许多民间故事简直就是
优秀的小说和散文。这从
艺术上提升了民间故事
的品味，从此呼市地区的
民间故事又迈上了一个
新的高峰。

这虽然是呼和浩特
市第一本最集中、最系统
的民间故事，在整体表现
形式上并没有因袭守旧，
而是有着创新意识。例如
书中的《昭君出塞和亲》一
文，并没有像以往民间故
事那样按时间顺序排列线
性的事件，而是将有关昭
君和亲的史实、传说、神话
交汇融合在一起，增加趣
味性和审美效果，显然是
受到后现代主义的碎片
拼贴方式的影响。

《觅文记》

韦 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序，作者

从春秋到晚清，提炼46位文

章大家为纲目，考据与引证

并举，树立其生平以展现历

史语境，注解诗文原作以剖

析思想主张。作者历时数年，实地寻访大家的每一处遗迹，

以文字与照片记录探访所见风土景物和人情轶事。

◎◎淑章谈古诗

《内蒙古民间故事全书·呼和浩特卷》出版
文/李 悦

《宋宴》

徐 鲤 郑亚胜 卢 冉 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根据《山家清供》

《中馈录》等宋元典籍文献记

载还原了囊括宫廷菜、文人菜

与平民菜的75道宋朝美食。本

书是随笔，读者跟着作者信步

闲逛于宋朝的市井乡间。本书

也展现了宋人的美学，收录宋画、书法、唐宋器物图片还原

其时情境，通过宋宴去欣赏一个大雅与大俗兼备的迷人时

代，重寻传统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