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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玉《军中夜感》赏析
惨淡天昏与地荒，

西风残月冷沙场。

裹尸马革英雄事，

纵死终令汗竹香。

一、简介作者，并讲讲

诗人的一些故事与笔者的

一点思考。

张家玉（1615~1647），

生于明末，广东东莞人。明

朝灭亡后，他从北京回到

南方，在江西、广东等地起

兵抗清，给清军以沉重打

击。后来战败自杀，年仅32

岁。这是作者在紧张的战

斗生活中，写下的慷慨激

昂的诗篇。下面就讲几个

故事，也说说笔者的一点

思考。

1.诗人的才气。

张家玉出生于东莞一

个贫穷家庭。据说他很聪

明，长得很帅，而且精通经

文、诗词与书画。他爱好击

剑，讲义气，好做抱打不平

之事，常与侠客豪士交游。

这说明，张家玉年轻时就

懂得行侠仗义，而且结交

了不少能文能武之人。笔

者觉得这对他后来的作为

有一定的影响。

明崇祯皇帝在位之

时，19 岁的张家玉凭着自

己的才能考上了进士，而

且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虽不是官员，但却

是皇上认为的杰出人才，

之后往往被提拔重用）。

2. 李自成攻入北京，

张家玉被迫下跪。

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攻入北京后，崇祯皇帝吊

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当

时，张家玉投书给李自成，

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张

家玉被李自成召见时，他

只是拱手而不下跪。李自

成大怒，就把他绑在午门

外胁迫他投降，还声言要

杀死他。但，张家玉不为所

动。后来，李自成说，如果

他这样坚持，就对他的父

母施行肢体分裂的刑罚。

在这种情况下，张家玉终

于给李自成下跪了。这件

事引起一些人的嘲笑。

笔者觉得，人是很复

杂的，张家玉给农民起义

领袖上书，也许正是他看

到了明朝的衰败，而把社

稷的振兴寄希望于李自成

呢。而他见到李自成只拱

手不下跪，也正是一种尊

严；而最后的下跪，恐怕每

一位读者都会理解的。

3. 抗清到底，战死疆

场。

后来，李自成被清军

战败，张家玉很快投奔南

京即位的南明（所谓南明，

就是指清兵入关后，明朝

皇家朱姓的后人相继建立

的几个政权）弘光帝，决心

抗清到底。但由于他给李

自成下跪这个变节行为，

曾被捕入狱。此后，南明的

隆武帝等几位皇帝，都重

用张家玉，曾官至兵部尚

书。张家玉竭尽全力抗清，

收复失地，曾率领义军攻

入东莞城。不久清军主力

攻来，因寡不敌众，他只得

率军撤退，而他的家人大

多死于乱军之中。

总其一生，张家玉一

直坚持抗清，屡败屡战。最

后一次，他率军与步骑一

万余清兵大战十日，结果

被清兵团团围住。他自知

无力突围，便拜别诸将，跳

入河塘之中，年仅32岁。张

家玉谥号“文烈”，他与陈

邦彦、陈子壮，均为抗清壮

烈而死，被称为“广东三

忠”。

不少学者说张家玉是

位爱国诗人，是伟大的民

族英雄。笔者觉得这样的

评价自有其道理。但，纵观

我国多少朝代的更替与不

同民族掌握政权的事实，

又不好说为哪个朝代、哪

个民族尽忠才是爱国。

笔者认为这是人的一

种选择，最重要的是要看

他所坚持的，是不是一种

信仰；其所作所为，是否违

背了自己的初衷。比如屈

原，决不会因为秦朝统一

了六国，就不承认他是爱

国诗人；文天祥，也不能因

为元朝的胜利，而否定他

是民族英雄。这就是因为

他们一直坚持的是一种信

仰，一直坚守的是自己的

初衷。

至于对张家玉怎样评

价，只能是见仁见智。笔者

对这位诗人是怀着深深敬

意的，这也是选讲这首诗

的一个缘由吧！

二、部分词语注释。

1.惨淡：阴暗无光。

2. 冷沙场：清冷的战

场。沙场，即战场。

3.裹尸马革：即“马革

裹尸”，古代将士死于战

场，用马革包裹其尸体。东

汉名将马援曾经说：“男儿

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

尸还葬，怎么能卧在床上

等死呢！”后来人们就以马

革裹尸，形容为保家卫国

而战死疆场。

4. 汗竹香：指青史留

名，万古流芳。汗竹，烤制

竹简时，水汽蒸发，好像人

出汗似的，所以叫汗竹或

汗青；后来人们往往用“汗

竹”或“汗青”指史册。

三、赏析这首诗。

在简介作者时，已经

告诉读者，张家玉的这首

诗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

写的；这也是诗人一生的

写照。

首先，说说前两句：

“惨淡天昏与地荒，西风残

月冷沙场。”

很明显，这是对战场

景象的描写。看到这两句

诗，不禁想起唐代李华《吊

古战场文》中的“日光寒兮

草短，月色苦兮霜白”的句

子来。而这首诗所描写的

战场，比之《吊古战场文》

对战场的描写更加使人惊

心动魄，诗中连用惨淡、天

昏、地荒、西风、残月5个词

语，来形容战场的阴森可

怕，却只用“冷”一个词，来

写诗人当时的真切感受。

笔者读罢这两句诗，

有两点体会：一是如临其

境，想象到诗人连年奋战

的恶劣环境；二是从“冷”

这个词中，体会到诗人与

他所率领的战士那种不畏

艰难的大无畏气魄，于是

顿生肃然起敬之情；因为

置身那么阴森可怕的战

场，他们只觉得有点“冷”

而已！

其次，说说后两句：

“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

令汗竹香。”

张家玉决心抗清到

底，他曾说过：“舌可断，目

可抉，赤心不可移。”（抉，

这里是“挖”的意思）诗中

的“裹尸马革”，就说明他

早有战死疆场的心理准

备；而“终令汗竹香”，则表

示相信，他死得其所，最终

会青史流芳，激励后人的。

这两句诗与前两句联

系起来看，前者是重在写

景，后者是议论兼抒情。所

以，诗人的这首诗，可以说

是对他戎马倥偬一生的高

度概括，也可以说是诗人

的自画像。

最后，总起来说说这

首诗的写作艺术。

1.以“情”统摄全文。

纵观全诗，从表面上

看，其表达方式共有三种：

描写、议论与抒情。但，诗中

的描写与议论，都是被“情”

所统领，是为表达诗人之情

感服务的。前两句对战场的

描写，旨在表现诗人不畏艰

难的豪情壮志；后两句对生

死意义的议论，旨在表达诗

人视死如归的气概与成仁

取义的精神。

2.善于运用对偶的手

法。

前两句诗中，“天昏”

与“地荒”相对，二者都是

主谓结构；“西风”与“寒

月”相对，二者都是偏正结

构。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

而且前者渲染的是天昏地

暗的环境，后者突出的则

是凄神寒骨的氛围。可见，

诗人不是为了对偶而对

偶，而是因为此种形式最

适宜显现诗人要倾泻的思

想感情。

3.善于画龙点睛。

这首诗有两处点睛之

笔。

一处在前两句之中：

“天昏”与“地荒”“西风”与

“寒月”这四个词语，谓之

“龙”；而“冷”这一个词，谓

之“睛”。“天昏”“地荒”“西

风”“寒月”只是描绘战场

的环境的，而“冷”才是表

现诗人生活和战斗于此种

环境中的感受的。无龙，睛

虽烁烁发光，却无附着之

处；无睛，龙虽五彩缤纷，

却死气沉沉。

另一处即在这首诗的

前两句与后两句之间。前

两句“惨淡天昏与地荒，西

风 残 月 冷 沙 场 ”，谓 之

“龙”，是描写战场环境的；

后两句“裹尸马革英雄事，

纵死终令汗竹香”，谓之

“睛”，是写诗人所思所想

的。诗人描写战场，其用意

绝非让读者获得有关战场

的知识，而是为后两句诗

设置铺垫，以便使读者更

好地体会诗人与他的战友

不畏艰难、舍生忘死的气

概，以及他自己下定决心

战死沙场，然后“马革裹

尸”的壮志豪情。

这就是“龙”与“睛”相

融相应的辩证关系。

文/李淑章

嗜书是一种高尚的心

灵美德，求知是一种崇尚

的精神富有。故在人类进

步和社会发展中，书籍是

何等宝贵无可置疑，读书

又是何等重要无可争议！

人生苦短，耐不住老，

也来不及老，其只有勤思

苦读和精思研读，才会活

得充实，才会活出精彩。

爱书，书是良师益友。

故与书对话，是有志人生

的无穷智慧，是有为生命

的无限生机。

书香即心香，故在书

香的濡染和熏陶中，其心灵

的馨香和灵魂的幽香，即是

出彩和美好人生的远香。

诗文如锦绣山水，诗

美文亦美；山水是隽秀诗

文，山美水亦美。故无论诗

文山水，还是山水诗文，只

有用心品鉴，用情欣赏，方

可陶醉其中。

读书只是播种，运用

才是收获。故读书为用，其

活的书只可以活学活用而

决不可死记硬背。

人生读书，其特点一

般是：前半生偏重于多，而

且多多益善；而后半生倾

向于精，而且精益求精。

爱书，真正的嗜读，有

一种境况是：不是已经读

过了多少书，而是还有多

少该读而尚未读的书。

古人云：“积财万千，

无过读书”，“穷理之要，在

于读书”，“为善最乐，读书

更佳”。故读书，宜择好、择

优、择美读之，如此方可

“开卷有益”。

“知识就是力量”，这

是培根的名言，“知识能塑

造人的性格”，这是培根曾

引用过的名言……而书

籍，正是知识的源泉，故书

若如水，我即为鱼。

“读书是一件乐事，藏

书更是一件乐事。”（叶灵凤）

故真正的爱书人，同时也必

是藏书人。就一般而言，其藏

书的特点有三：其一，首先藏

因所好；其二，注重藏为所

用；其三，讲究藏有所值。

书斋，爱书人阅读其

间，思考其间，创作其间，

故其间书香飘逸，是爱书

人心灵的憩园和精神的禅

房。 文/巴特尔

作者：班 宇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

社

就像是从巨大的崩溃

中幸存折返的人，《逍遥

游》作者班宇掌握着满手

的细节，慢慢陈列一些，又

藏起更多。一段翻滚着尘

世悲欢的穷游，既看山河

风景，也探幽微人心。《逍

遥游》收录了 7 篇风格殊

异、故事时间向度横跨 30

年的中短篇作品，呈现出

更为开阔丰富的面貌。落

魄的小说家、饲养蚂蚁的

男人、患病的女孩、追寻彗

星的爱人、消失在时间里

的父亲……他们身陷一片

大雾之中，在摇摇

欲坠的光芒里，却

总想着笨拙起舞。

这些故事浸润着

社会变迁中人们

的阵痛与印记，书

写璀璨与暗淡、希

望与绝望之间，人

们真实的怯懦、渴

望、困顿和挣扎。

溺水者想要上岸

透口气，迷途者等

待一个晴夜。暗夜

不会永远深不见

底，因为人们一旦选择仰

头，便能看见星光随行。

作家班宇以精湛的叙

事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

在混沌之中创造出沉静的

亮色，形成一种让人耳目

一新的叙述语调：严苛、寒

冷而富于诗意。一切凡俗

与苦痛在他笔下变得澄澈

如冰，开阔邃远，那些被历

史与日常掩藏的呜咽，令

人为之停驻片刻。

◎淑章谈古诗词

思露花语 《逍遥游》

◎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