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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京雪

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中国古代，是属于“有情
人”的日子。

这一天，平时只能“家里蹲”的女孩子们，也终
于能在黄昏后走上街头，看看花灯，也看看心仪的
男生。运气好的话，或许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人们更熟知的是曾被称作“乞巧节”的古老
“七夕”。这一天，中国最著名的“异地恋”情侣、
被迫分离而始终相守望的牛郎织女，终于可以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牛郎织女的爱情，有漫天星斗为证，但仍感不
足的人们还试图为他们的凡间生活考据出具体坐
标，河南鲁山、山东沂源、山西和顺等地人民都曾
表示，他们那里是传说的起源地。

这不足为奇，人们总想给流传至今的美好爱
情找到更坚固的佐证。文字与传说是不够的，最好
是能“有一个地方”——— 一个像树根一样的地方。

在那里，有自古而来的山川河流、园林花草、
宫殿陵墓、故宅庙宇，见证自古而来的爱情从最初
到永恒的模样。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由东北到华南，每个地区
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

在这个元宵节，不妨在历史的边角和诗词传
奇的蛛丝马迹里，重访这些中国古典爱情的发生
现场，勾勒一份属于古典爱情的地图。

普救寺：

天下寺庙不谈情

唯有山西普救寺

就从这里开始吧。去年，《新华每日电讯》曾刊
文专门介绍这座院内立着巨大同心锁、能买到玫
瑰花的“不务正业”的古寺，它位于山西省永济市
蒲州镇，是元杂剧扛鼎之作《西厢记》的故事发生
地。

赴长安赶考的洛阳书生张君瑞路过蒲州，慕
名游览普救寺，当头撞见随母扶父亲灵柩回河北
老家安葬、暂居寺中的前朝相国之女崔莺莺。笑捻
花枝的美丽女子“临去秋波那一转”，让张生魂牵
梦萦，立时决定借住僧房，“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
罢。”

之后，张崔二人在这座寺院中演绎了隔墙联
诗，月下弹琴，红娘传书，西厢幽会等一系列旖旎
风流事。普救寺成就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也因
他们的爱情而恒久生动。

今天，寺中游人最多之处不是佛殿，而是崔莺
莺一家的居所“梨花深院”，佛寺中的舍利塔也被
更名为“莺莺塔”。

值得一提的是，《西厢记》演变自唐代诗人元
稹的传奇《莺莺传》，本是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故
事。小说末尾，张生在赴京赶考后，向身边的一众
友人展示莺莺写给他的情信，说这样的尤物害人
害己，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能克制感情。

要感谢王实甫为我们刻画出一对始终互相思
慕、比原型可爱得多的男女，又为他们安排了皆大
欢喜的结局，更在剧末发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
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
让普救寺成了情定西厢、永结同心的美好地方。

牡丹亭：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
价。”明代文学家沈德符曾在《顾曲杂言》中这样写
道。

同样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明代剧作家汤显祖
将《牡丹亭》里的爱情发生地放在了位于今江西省
赣州市大余县的南安府衙后花园，那里有“亭台六
七座，秋千一两架。绕的流觞曲水，面着太湖山石。
名花异草，委实华丽。”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南安太守之女杜
丽娘从小被严加管束，连自家有花园都不知道，听
丫鬟春香提起后，趁父亲不在偷去游园，在那里，
第一次看到姹紫嫣红开遍的春天，也看到了自己
春天般美丽却无人欣赏的青春。

她在花园里做了个梦，梦中，有手持折柳的书
生对她说，你问我因何到此？“则为你如花美眷，似
水流年。”

梦醒后，杜丽娘相思成疾，竟因而殒命，葬于
后花园梅树下。三年后，广东书生柳梦梅赶考途经
南安，与丽娘的游魂相爱，又经重重阻碍，杜丽娘
起死回生，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这样说：“情不知
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

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据载，《牡丹亭》问世后轰动文坛，南安府衙

后花园也因之闻名遐迩，并增建了系列景观。园
中的牡丹亭从光绪元年(1875 年)到民国七年
(1918 年)修葺过 6 次，但最终毁于战火。上世
纪 80年代，巴金、曹禺、冰心、艾青、刘海粟、关
山月等文艺界人士纷纷签名呼吁重建，大余县
后来在县城东南角上重修了一座“牡丹亭公
园”，还原杜丽娘与柳梦梅相恋的明代园林景
观，近年颇受游客青睐。

沈园：

世情薄，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

同样是发生在园林中的爱情，在剧作家笔
下，人鬼相恋尚能以圆满结局，真实的爱情却每
以生离死别告终。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
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
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1151年春，浙江绍兴，南宋诗人陆游独自
游览沈园，偶遇 10年前在母命难违下被迫休弃
的原配妻子唐婉和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唐
婉征得丈夫同意后，差人给陆游送来酒菜，陆游
心生怅然，在沈园的墙上写下这首《钗头凤》，黯
然离去。

据说，唐婉看到这首词，也和了一首《钗头
凤》，并在这次相遇后不久忧郁而终：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
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
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陆游晚年隐居于故乡，曾一再重游沈园，留
下许多诗作。如 67岁时，陆游回忆“四十年前，
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感叹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75岁时，唐婉“梦断香消四十年”，陆游犹
吊遗踪，感怀“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
来。”

84岁时，陆游在辞世前一年春天，又写下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
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可以说，因为陆游与唐婉，绍兴沈园才得以
历千年而名不衰，成为绍兴唯一保存至今的宋
式园林。

沧浪亭：

布衣饭菜

可乐终身

也是在江南，清代江苏苏州人沈复与妻子
陈——— 林语堂眼中“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
个最可爱的女人”，恬淡而充满情趣的生活，也
与一座宋代园林有关。那就是苏州现存历史最
悠久，始建于北宋的古代园林沧浪亭。

《浮生六记》中，这对夫妻家住沧浪亭畔爱
莲居西间壁。陈芸嫁进门半年，始终没机会游赏
沧浪亭，沈复就跟园子看守约好不要放闲人入
院，在中秋节傍晚带妻子和妹妹游园。土山之巅
的方亭内，陈芸环望炊烟四起、晚霞灿然，快活
无比，从此渴望与丈夫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居住，
过菜园十亩，君画我绣的生活，“布衣菜饭，可乐
终身。”

然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后来，“不守闺
训”的陈芸不被公公喜爱，沈复也被斥为“不思
习上”，夫妻俩被逐出家门，从无锡到扬州，二
人颠沛流离而始终相濡以沫。只是，离家不到
3年，陈芸带着遗憾病逝，弥留之际，与沈复泪
别，还在憧憬：“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
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
神仙矣。”

“愿生生世世为夫妇”，沈复曾在七夕刻了
两方这样的图章，与陈芸分用。这是这对平民夫
妇的愿望，也是所有相爱的夫妇都会情不自禁
发出的愿望。

西湖：

断桥相会

长桥相送

说起江南的古典爱情，杭州这座城市，必须
有姓名。中国的男女老少，谁没听说过西湖的雨
和雷峰塔下白娘子的泪？

传说，白娘子和许仙就是相识于西湖白堤
东端的断桥。之后，才有了同船躲雨、借伞定情

乃至水漫金山的故事。
在杭州，除了与《白蛇传》有关的断桥，西湖

东南角某处，还有座与梁祝有关的长桥，传说是
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地方。

长桥不长情意长，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此惜
别，依依不舍地来回相送了十八里路。祝英台打
了十八个比喻，暗示自己是女子，倾诉对梁山伯
的爱意，可梁山伯就是没听懂，祝英台只好谎称
家有九妹，为梁山伯做媒。

和牛郎织女一样，梁祝化蝶的传说也有无
数个起源地。作家张恨水就考证出多处：河南汝
南、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
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
蒲州、江苏苏州。

不过，因为著名的越剧剧目《梁祝》和以其
为基础的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电影《梁山
伯与祝英台》，人们普遍认为梁祝故事发生在
苏浙。

小吏巷：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

华东地区的古典爱情，不只有江南的多情，
还有安徽的决绝。

在安徽，楚霸王项羽英雄末路，于四面楚歌
中惊起，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
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后人推断，虞姬随后为不拖累项羽自刎于
楚营，霸王别姬的故事由此流传。南宋地理志

《方舆胜览》中写到虞姬冢的情况，说相传定远
葬其首，灵璧葬其身。

如今，位于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虞姬墓
已建成国家 4A 级景区，位于滁州市定远县的
虞姬墓消息则少得多，可以一提的是苏轼在此
留下了《濠州七绝》中的《虞姬墓》。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中国文学史上
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也发生在
安徽。

东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妻子刘兰芝在焦
母干涉下被迫分手，但仍发誓永不相负。刘兰芝
后被兄长许配他人，无奈之下，两人作出“黄泉
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一个举身赴清
池，一个自挂东南枝。

今天，安徽的潜山县、怀宁县等汉代庐江郡
所辖地，都存有不少与焦刘二人相关的痕迹。怀
宁县有古镇小吏港，县志称“以汉庐江小吏焦仲
卿得名。”镇中还有始建于唐，纪念焦刘爱情的
孔雀台。小吏港西岸，一河之隔，是潜山县的焦
家畈，当地人说那是焦仲卿的故乡。

文君街：

愿得一心人

白首不相离

西南地区最著名的古典爱情故事，属于卓
文君和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口吃
而善作文的成都才子司马相如在临邛(今四川
邛崃)富豪卓王孙的酒宴上弹奏《凤求凰》，琴诱
新寡在家的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并让侍者转达
倾慕之情，夜里，文君就私奔相如，两人一道跑
去成都。相如家一贫如洗，在文君建议下，他们
又回到临邛，开起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
相如洗涤酒器，看不过眼的卓王孙只得送来家
仆钱财，让他们又回了成都。

在今天的成都，有一条纪念司马相如和卓
文君的仿古街“琴台路”，这里集中着不少珠宝
店，是当地的珠宝一条街。有人说这就是司马相
如弹琴处，但从史书上看，文君故里，即成都下
辖县级市邛崃，更可能是相如与文君初遇的地
方。那里的文君街上有口古井“文君井”，相传是
卓文君取水酿酒之地。1957年，郭沫若曾为此
井题名。

古代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
如后来有意纳妾，卓文君作《白头吟》要与其断
绝关系，相如于是回心转意。诗中有这样的句
子：“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心人，
白首不相离。”

长安城：

长生比翼

南园遗爱

在西北，繁华富贵的王城古都里，更被人们
津津乐道的总是帝王的爱情。就像在陕西西安，
华清宫中熙熙攘攘的游人，来此多半冲的是唐

玄宗和杨玉环。
人们好奇“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

色”的美人与帝王游玩在何处，也好奇“春寒赐
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温泉池子到底有
多大。更唏嘘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唐玄宗与
杨玉环在“七夕”许过的心愿：“七月七日长生
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
为连理枝。”

其实除了华清宫，西安市东南的杜陵南园
也藏着一个帝王的爱情，那是原名刘病已的汉
宣帝刘询“南园遗爱”的故事。

生为汉武帝刘彻曾孙，刘病已出生没几月，
父母就因巫蛊之祸含冤而去，还在襁褓中的他
也被收入狱中，后逢宽赦，又被送到祖母家在民
间养大，娶了小吏之女许平君为妻。

刘病已 18岁时，王朝后继无人，权臣霍光
选来选去，把他拥上皇位，改名刘询。朝臣们都
让刘询立霍光之女为皇后，刘询却下了一道奇
怪的诏书，寻找一把自己贫贱时用过的旧剑。群
臣领会了他的意思，请立许平君为后，中文词库
里也多了一个描述结发夫妻不离弃的成语：故
剑情深。

许平君为后三年被霍光妻子买通女医毒
害，刘询将她葬于现在的杜陵南园。

杜陵一带地势高便于览胜，刘询年轻时常
在这里游玩，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在一个心
情抑郁的傍晚乘车来此，写下那句“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

孤山：

独弹古调

每逢暮雨倍思卿

华南地区，古时是官员发配流放的“重灾
区”，多少文人墨客因此与这里结缘，留下各色
华章。

北宋文豪苏轼，将他的侍妾和知己王朝云
葬在惠州孤山，留下这样的挽联：“不合时宜，惟
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宋人在笔记中记录，苏轼曾摸着肚子问身
边的人他肚里有什么，有人说是文章，有人说是
见识，只有朝云说他是“一肚皮不入时宜”。

年近花甲时，苏轼被贬岭南，家中妻子已
逝，姬妾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

在惠州，有一回苏轼让朝云唱他写的那首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却泪满衣襟，
说不忍唱那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
草。”很多人听来尽显豁达洒脱的词句，朝云却
听出了一生仕途坎坷的苏轼的怅然。

据说，朝云病逝后，苏轼余生再不听此词。
一方水土，滋养一种风月。
历史长河里的中国古典爱情实在不胜枚

举，粗略盘点：
在华东，除了多情的江南传说、刚烈的安徽

故事，还有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山东赌书泼茶，开
怀畅笑。

在华北，谁又能忘记哭崩长城的孟姜女。
华中的故事，在河南，有躲起来偷看恋人搔

首踟蹰的顽皮静女；在湖南，有不舍分离，硬是
离魂相随的倩女；在湖北，有坚守襄阳的黄蓉问
郭靖的那句：“靖哥哥，襄阳城要紧，还是你我的
情爱要紧？”

在东北，金庸先生在《雪山飞狐》中写过一
则，那是互相叫对方“大哥”和“妹子”的辽东大
侠胡一刀与胡夫人的故事，由他们的儿子胡斐
从父母的遗书中得悉。

长白山脉玉笔峰上，查访闯王宝藏的胡一
刀与胡夫人在藏宝洞里动起手，不打不相识，互
生爱慕，胡一刀求亲，胡夫人问他要她还是要宝
藏，两者只能得一。“我爹哈哈大笑，说道就是十
万个宝藏，也及不上我妈。他提笔写了一篇文
字，记述此事，封在洞内，好令后人发现宝藏之
时，知道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
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

时光悠悠，我们早已不能清晰勾画历史与
传说的确切起源和真实与虚幻的确凿边界。

风流依旧，那些最古典的爱情的火光却能
穿越时空，照亮今朝。

山水不言，建筑不语，但属于古典爱情的老
地方，都依然有人来人往，只因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都有故事，只因人们都还向往最真挚
的爱情，只因——— 唯有此地最相思。

郑学富

近现代诗词学家张伯驹的《菩萨蛮》：“庭前
犹积残年雪，良辰又到元宵节。人寿月团圆，红
妆围绮筵。银花开火树，竞看龙灯舞。装点似承
平，繁华不夜城。”描写了火树银花不夜城的元宵
盛况。元宵节始于西汉，繁盛于唐宋，历代文人
墨客吟诗作赋颂之，充满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查阅古代诗词，第一首描写元宵节的诗当
属隋炀帝杨广的《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其中有“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
春风含夜梅。”这样的描写，颇具文采。隋炀帝
时，每年正月初一，万国使节前来朝拜，滞留到
正月十五。端门外、建国门内举行盛大的元宵灯
会，戏台连绵八里之长，表演者达三万余众，奏
乐者达一万八千多人，通宵达旦，尽情欢乐。风
流倜傥的隋炀帝携带着妃嫔宫女，登楼观灯，一
睹所谓的“太平景象”，与民同乐。

到了唐朝，国富民强，京城长安已是百万人
以上的国际大都市，社会开放，文化自信，元宵
灯节场面豪华。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长安的
灯市规模浩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
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 20 间，高 150 尺，金
光璀璨，极为壮观。唐朝元宵节放假三天，取消
宵禁的限制，允许人们出门赏灯，称为“放夜”。

女子也予以解放，可以上街往来于熙熙攘攘的
人群之中。《雍洛灵异小录》记载：“灯明如昼，山
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俨饰，仕女无不夜
游，车马塞路。”元宵之夜，皓月当空，春风融融，
华灯齐放，妇女们成群结队，穿着新衣，走出户
外，来到闹市中观灯、看热闹。

唐玄宗在长安兴庆宫前举办大型元宵晚会，
将闹元宵活动推向高潮。成书于唐大中九年(855
年)，由郑处诲撰写的史料笔记《明皇杂录》记载：
“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
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宫女
数百人打扮得花枝招展，边歌边舞。太常寺乐工
演奏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大象、犀牛也纷纷
入场，伴随着音乐鼓点起舞。府县组织的龙灯旱
船、马戏斗鸡也来助兴，彻夜灯火辉煌。

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宋代的元宵节，比前朝还要繁华热闹，民族
特色更加突出，民间参与更加广泛，假期也比唐
朝延长了两天。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为庆祝元
宵节，皇宫前面从年前的冬至日以后，开封府就
开始搭建山棚。所竖的木材正对着宣德楼。御街
两廊下表演各种奇特技艺、新异本领的人，歌舞
百戏，一个接着一个，乐声喧闹，声闻十余里。

北宋词人周邦彦流落他乡，在元宵节感怀
故人旧事而作《解语花·上元》：“风消绛蜡，露浥
红莲，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
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
参差，满路飘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
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
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
从舞休歌罢。”

宋代的元宵节，青年男女更加浪漫，可以与
自己的情人相会，相互表达爱慕之意，送上定情
之物。苏轼曾在杭州度过三个元宵节，对此有很
深的感情。熙宁八年(1075 年)，苏轼在密州过元
宵节，寂寞心情油然而生，更加思念在杭州时的
元宵节盛况。在灯火的辉映下，俊男靓女个个满
面春风，顾盼神飞，像从画中走出来的一般，于
是写下了《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
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
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
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明朝时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张灯
十夜。京城内家家户户悬挂五色彩灯，其上绘有
翩翩起舞的各色人物、花鸟鱼虫，竞相争艳。不
仅京城都市里的青年女子观灯幽会，而且乡村
女子也穿戴一新，描眉点唇，走出家门踏月夜
游，在元宵夜浪漫走一回。

唐寅的《元宵》诗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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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描写了乡村
的元宵节，灯月映照下的村女更加美丽，满街珠
宝翡翠闪耀，她们青春焕发、喜气洋洋、尽情欢
笑。由于观灯人多，还有女孩迷路的，明代散曲
家刘效祖《灯市词》说：“谁家闺女路旁啼？向人说
住大街西。才随姥姥桥边过，看放花儿忽失迷。”

明清时期的女子除了观灯、看焰火等娱乐活
动外，民间还有走桥、走百病的风俗。《帝城景物
略》记载：“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
曰走桥。”这里说的就是民间元宵习俗“走三桥”。

《清嘉录》载：“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
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长元志》也
有记载：“上元，妇女走历三桥，谓可免百病。”这
是女人们的特殊活动。元宵夜，她们三五成群结
队要走过三座桥，并且要挑选名字吉祥的桥，如
长庆桥、吉利桥、太平桥。明人陆伸有《走三桥
词》曰：“细娘分付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走
徧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在古人看来
过桥渡河是“度厄”的象征，走过三桥，就度过了
一年中的众多灾厄，终岁无百病。而“渡河”二
字，在南方又和“渡祸”谐音，因此过桥更有了克
服灾祸的寓意。女人们走桥时都穿月白氅衫，打
扮与月色相配，明人张宿《走百病》诗曰：“白绫
衫照月光殊，走桥过来百病无。再过前门钉触
手，一行直得一年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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