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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1084年～1155
年），是宋代女词人，有“千
古第一才女”之称，号易安
居士，山东省济南章丘人。
除善于写词外，她也善于
写诗，虽然留存不多。她的
诗多为感时咏史之作，往
往慷慨激昂，与其词风有
很大的不同。现在能看到
的《漱玉词》与《李清照集
校注》，都收集了她的作
品。

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
诚，是金石家（喜欢钟鼎碑
石，是从事古文字学研究

的学者），他常与妻子李清
照到市场上去寻访金石
书画，然后买回来。据说，
几年后，他们的书斋里单
是钟鼎碑碣方面的文书
就有两千卷之多。赵明诚
做过官，也善于诗词。现
在讲两个有关他们的故
事：

一.一次，中秋节时，赵
明诚的好友陆德夫等人
来访。陆德夫问赵明诚：
“赵兄，近日又有什么佳
作？能否拿出来让我们欣
赏欣赏？”赵明诚也不谦
虚，就把他最近写的词作
拿了出来，但他多了一个
心眼：就是把李清照写的
词也夹在其中，供大家传
阅。

突然，陆德夫拍案叫
道：“好一首《醉花阴》，真
可谓千古绝唱！”其他人看
了也都齐声叫好。原来他
们欣赏的《醉花阴》里有这

样的句子：“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赵明诚听了，又是高兴，又
是惭愧。最后，他告诉朋
友，这首《醉花阴》是夫人
所作。

二.公元1129年，赵明
诚上任江宁知府已经一年
多后，接到调令，让他转任
湖州知府。就在这时，下属
带来紧急情报：御营统制
官王亦准备投降金人，阴
谋叛乱。赵明诚理应报告
上级，同时想法平定叛乱。
但他的表现出乎意外，竟
然在当天晚上，与另两名
官员一道“缒城逃走”（缒
城，就是从城墙上顺着一

根绳子下来），置全城百姓
安危而不顾，当了可耻的
逃兵。

幸亏他的下属组织力
量，平定了王亦的叛乱。朝
廷得知此事后，立刻罢了
赵明诚的官。

这件事后，李清照非
常痛心，非常羞愧，她不明
白自己的丈夫为何如此贪
生怕死！后来，李清照与狼
狈不堪的赵明诚途经芜
湖、当涂，前往江西，船行

到乌江镇（这里正是当年
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之时，
李清照心潮起伏，写下了
《夏日绝句》这首不朽之
作。

现在，我们来解析这
首诗。

首先，还是解释词语：
1. 人杰：人中的豪杰或英
雄。2.鬼雄：鬼中的英雄或
豪杰。3.项羽：秦末时自立
为西楚霸王，与刘邦争夺
天下，在垓下之战中，兵败
自杀。4.江东：指长江下游
江南一带，项羽当初随叔
父项梁起兵的地方。

其次，用白话试译这
首诗。

活着应当做人中的豪
杰，

死了也要做鬼中的英
雄。

直到现在，
人们仍然怀念项羽；
因为他宁肯战死，
也决不再回江东。
最后，说说这首诗好

在哪里。
靖康二年，即公元

1127年，金兵入侵中原，抓
走了宋徽宗与宋钦宗，宋

王朝逃跑到江南。对此，
李清照已是痛苦万分。不
料自己丈夫临阵脱逃，李
清照更是感到耻辱。在她
路过乌江镇时，创作此
诗，其用意不仅在于歌颂
英雄项羽的精神，恐怕也
在讽刺南宋王朝和自己
丈夫吧！这首诗写得很独
特。

1. 起笔惊人，字如钢
珠，落地有声。

李清照这首诗，起笔
就有泰山压顶之势：“生当
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
个柔弱的女子竟然有这样
的气魄，那么堂堂七尺男
儿又该如何？这是一种所
向无敌的英雄气概，这是
一种无所畏惧的浩然正
气。无论是“生”，无论是
“死”，都有那样一种只能
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
任何敌人压倒的信心与力
量。“当作”这个词语，表现
出诗人对人生观的选择：
人活着就要活出一个样
子，决不能庸庸碌碌，无所
作为；而“亦为”这个词语，
往往会使读者吓出一身冷
汗：人死了还要当英雄？看

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想到
这样的句子：“死后元知万
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陆游）“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毛泽东）“此去泉台招
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陈毅）。于是，读者自会从
中受到某种启发，会认真
对待自己的生与死。这就
是这首诗起笔的力量与智
慧所在！

2.结语出人意料，前后
呼应，寓意无穷。

当你读到“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两句诗
时，你会怎样想呢？你能想
到诗人后面的句子吗？

诗人后面所写，是非
常巧妙而又极其自然地
运用了所写的人、事、物、
景与议论、抒情融为一体
的手法。人，是项羽；事，
是兵败自刎；物，是船与
江；景，是战场。议论，是
赞扬项羽宁死“不肯过江
东”的悲壮情怀；抒情，则
集中在“至今思”3个字
上。诗人就这样把她心目
中伟大英雄的形象呈现
在读者眼前，把伟大英雄
的精神镌刻在读者心里。
于是，“不肯过江东”的项
羽便成了生之“人杰”与
死之“鬼雄”的化身！于
是，起笔与结语不仅在写
法上前后呼应，而且在内
容上彼此相融。至于，与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相比，哪些人是厚颜
无耻之徒，哪些人是贪生
怕死之辈？对于这些，诗
人则一字不写，这个空白
完全留给了读者，起到的
是“无声胜有声”的作用。

3. 运用典故，却不留
痕迹。

全诗只有20个字，共
用了3个典故。一是“人
杰”。这是暗用了刘邦的
话：刘邦称赞张良、萧何、
韩信是“人杰”。二是“鬼
雄”。屈原的《国殇》诗中
有这样的句子：“身既死兮
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
雄。”三是“不肯过江东”。
史书上记载：项羽兵败到
乌江江边，乌江亭长劝他
渡江回到江东，重整旗鼓。
项羽说：江东父老即使可
怜我，可我又有何脸见江
东父老呢？说罢飞马直入
战场，杀死敌军无数，最
后自刎。而连用三个典故
却毫无生僻堆砌之弊病，
只觉得通俗易懂，耐人寻
味。即使读者不知这3个
典故，也不会对诗产生任
何误解。如此用典，才叫艺
术！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思
考问题，我把古人写项羽
的另两首诗附在下面，请
认真阅读，然后结合李清
照的《夏日绝句》，讲讲自
己的看法。

题乌江亭

（唐 杜 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乌江亭

（宋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

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

肯与君王卷土来？

文/李淑章

文学语言要求新鲜。
须有时代性、民族、地方、
个人的特色。要去陈言，发
前人之所发未来，这才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

南朝有个诗人叫谢灵
运，用“池塘生春草，园柳
变鸣禽”两句写冬去春来
的景致，又自然又新鲜。后
人称赞说：“池塘青草谢家
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认

为“塘池生春草”会流传万
古。这个评价，反映了读者
对推陈出新的渴求和赞
赏。

写春天的诗，在我国
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中就
出现了。如“春日载阳，有
鸣仓庚”这两句，就写出了
早春二月的天气变暖和黄
鹂唱歌的景色。这以后，描
写春光的诗层出不穷，写
春免不了写日月风雨，山
水花鸟。有出息的诗人，在

立意上，语言上都特别注
意推陈求新。为后世留下
了许多杰作佳句。在谢灵
运之后的唐宋新颖的作品
更是不胜枚举。如：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

色遥看近却无。（韩 愈）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

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

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贺知章）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

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

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

雨中草色绿堪染，水

上桃花红欲然。（王 维）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

江水暖鸭先知。（苏 轼）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

春偷向柳梢归。（张 来）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陆 游）

池上碧苔三四点，叶

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

轻。 （晏 殊）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

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

杏枝头春意闹。（宋 祁）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

数杨花过无影。（张 先）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

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

上引诗句，都绕着春
字作文章，意新语新，富有
活力。它们是否把春色写
尽了呢？远远没有。人类的
认识能力、表达能力是无

限的。清代诗人龚自珍的
“风酥雨腻江南春”，不又
是别开生面的文学语言
吗？到了现代作家的笔下，
春光就更讨人欢喜了。朱
自清的《春》，用语是多么
新鲜啊：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
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
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
招展的，笑着，走着。

如此，不一而足。

《夏日绝句》赏析
◎◎淑章谈古诗词

文学语言要求新鲜
文/田 彬

◎◎田野拾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