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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其事 □孙峰

清末民初的台湾爱国诗人郑虚一，与
丘逢甲齐名，被称为“台湾两遗民”。甲午
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
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
台湾文人丘逢甲、郑虚一等，撰写了不少
诗篇表达内心情感，他们为保存民族传
统、承续中华文化精神做出了积极贡献。

笔者近日在 1940年 7月 11日的《西安
晚报》上，读到郑虚一的《舟泊沈家门》等
数首诗歌。这些诗歌是作为该报《血魂台
湾》栏目刊登的，以《郑虚一遗著》为题共
刊登了四篇诗作，在诗作后面还有一段关
于作者郑虚一的文字介绍：“台湾诗人郑
霁光，原籍福建人，与丘逢甲同为台湾诗
人。台湾被割后，内游江浙，所为多属故
国河山之感，故以台湾血魂刊出之，且乐
为记之。”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
段，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浴血奋
战，《西安晚报》刊登郑虚一数年前的遗
作，旨在为抗日作宣传，以弘扬中华民族
爱国精神。

郑虚一，生卒不详。原名秋涵，号锦
帆，又号霁光，虚一为字。台湾新竹人，祖
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于台湾的一户书香
家庭。工书法，善赋诗，撰有《成趣园诗
钞》《山色夕阳楼吟草》等诗集。其曾祖郑
用鉴，字明卿，号藻亭，为道光五年拔贡，
一生致力文教，主讲明志书院二十余年，
门人甚多，颇好公益，著述丰富，有《静远
堂诗文钞》等传世。

诗人郑虚一，在
殖民专制压制的缝隙
中拒绝日化，坚持使
用汉语汉文。他通过
诗歌创作，悲悯百姓
疾苦，忧伤家国沦陷，
流露出对殖民者的仇
恨，抒发民族气节和
爱国情怀，表达台湾
回归祖国的愿望。

在中华书局 1935
年出版的《注释中国
民族诗选》书第一集
《爱国诗》中，就收录
有郑霁光的代表作
《台湾感旧》《舟泊沈
家 门》两 首 。 他 在
《台湾感旧》（又名
《割台至今已三十年
感作》）诗中云：

三十年间一梦阑，

河山依旧带愁看。
后生不识前朝事，
每把威仪问汉宫。

这首诗，用了“汉宫威仪”的典故。西
汉、东汉之间，王莽政权被消灭，更始帝刘
玄恢复汉朝国号。其时，刘秀为司隶校
尉，在洛阳为更始帝营造皇宫，当其率僚
属入洛阳城，百姓见其军威肃整，喜不自
禁。有老吏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宫
威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后来，
就以“汉宫威仪”为咏恢复或显示朝廷威
仪之典。这里郑虚一用这个典故，隐露反
对日据殖民统治的思想，他希望培育民族
精神，重振中华之威，推翻殖民统治，呼唤
台湾回归祖国。

除了写诗，郑虚一还热衷于创作“诗
钟”。

诗钟——诗即作品，钟即时辰，是我国
古代的一种文学文字游戏。有类似晋王
羲之《兰亭序》中的“曲水流觞”之形式，规
定在一柱香时辰或者一定期限内作出一
首诗词或者一副对联来。方法是任取意
义绝不相同的两个词，或嵌字，或分咏，创
作五言或七言诗两句，以凑合自然、对仗
工整为上。

作为台湾钟坛耆宿，郑虚一先后加入
竹社、篁声吟社等文人社团，还曾出任“词
宗”，担任社团诗钟创作活动的“主考官”，
对社员作品进行评比。这些文人社团，也
是台湾诗人不忘传统、珍视民族文化、自
证民族身份的举措。

郑虚一的《舟泊沈家门》诗：
孤舟暂泊沈家门，凭吊夫差日月昏。
不受越封犹浩气，甬东终古怒潮奔。

这首诗，是郑虚一爱国诗篇的代表
作，写于民国庚申年间（1920）。当年的端
午节前后，郑虚一在浙江一带游览，普陀
山、嘉兴、杭州等地，都留下了郑虚一的足
迹和诗篇。郑虚一熟读史书，作诗喜欢用
典故，这一首诗用的是吴王夫差“辞居甬
东”的典故。

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
《左传》，在讲述春秋吴越争霸的结局时
说：“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473年)，冬十一
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

‘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这里的“甬
东”，指的就是东海一隅的舟山岛。经历
卧薪尝胆的勾践，复仇成功以后，他首先
想到甬东这个海岛，去安置夫差这个败者
之寇，让夫差做一个小国之君。但是，将
成亡国之君的夫差，最终没有像当年的勾
践那样去选择苟且偷生。宁可站着死，不
愿跪着生，夫差表现出大丈夫的气概，他
拒绝了勾践的美意，“孤老矣，焉能事君？”
傲骨凛然的夫差不愿意国灭而苟活，他无
颜面对自己的臣民，最终拒绝成为俘虏。
这就是诗中所述的“不受越封犹浩气”。

郑虚一在舟山（沈家门），昔日的甬东
之地，想到吴王夫差英雄末路的故事，在
诗中既表达对家国沦陷的忧伤，也通过褒
扬夫差的傲骨，呼唤英雄再起，金瓯重整，
收复失地。

这一次舟泊沈家门，郑虚一可能是前
往普陀山途中路过沈家门。他在普陀山
游览后，也写下了《庚申端午普陀遇雨即
事》等三首诗歌，收录在《成趣园诗钞》的

“湖山游草篇”中。

“文革”期间，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被红
卫兵抄了家，看着满地的狼藉，他气愤难平，一
连几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决心以死抗争到
底。

几天后，家里来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
张君秋以为又是来看热闹的，便不去理会。在
被抄家的日子里，家里时不时会来一些看热闹
的人，对此他已见怪不怪。老太太进来后，却径
直走到床前，轻声对他说：“您可能不认识我，我
是在街上卖大碗茶的孤老婆子，平时想看您的
戏不容易。今天您遭了难，我才有机会见到您
的真人。”张君秋心里难过，不理会老太太。

老太太并不介意，继续说道：“我是敬重您
的人品才来看望您的。您遭了难，大伙谁不心

疼呢？可您总这么躺着不吃不喝的，身体咋受
得了？再说，您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不
能暂时受了点委屈就寻死觅活，谁一生还不遇
上个灾呀难呀的。以我老婆子的经验，用不了
多久，这个乱劲就会过去的！”说着，将一大碗
茶递了过去，真切地说：“先喝了这碗茶，想吃
什么告诉我，我这就给您买去。”

张君秋再也躺不住了，坐起时已是泪流满
面。他颤抖着双手接过那碗茶一饮而尽，然后
翻身下床，给老太太深深鞠了一躬，哽咽道：

“谢谢您，老人家，我会记住您的话，绝不再做
糊涂的事了。”

后来，张君秋多次给朋友讲这一往事，感
慨道：“当处于厄境时，有人能给你送来一碗茶
喝，它比山珍海味不知要珍贵多少倍，能让你
一辈子回味无穷。”

□张达明

回味无穷一碗茶

⦾⦾史林偶拾

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河北霸县
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
司司长。民国十六年（1927），张作霖在北京组
织军政府，自称大元帅，高先生不屑为伍，遂辞
司长职，专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步瀛身材高大魁伟，平时穿一身灰布长
褂，严冬时，穿着肥大的棉布袍，外加一件棉背
心，上衣扣上挂一个眼镜盒，戴一副黑边眼镜，
嘴边有些短白胡须，满脸慈祥微笑中，显现严
肃博学、朴实敦厚的北方学者的庄严相。讲课
时，微有些口吃，不善言辞，但讲课非常出力认

真，选听他的课的学生总是满堂满座，其中还
有不少北大等的外校学生。尤其是他所讲各
课的讲义，外校来旁听的学生都事先向注册组
登记预订，十分珍贵。高先生的著述《唐宋文
举要》《唐宋诗举要》等都已成古典文学和古典
文献学研究的经典作品，不断重印。《文选李注
义疏》虽是未竟之作，但功力深厚，论者以为至
今仍是“选学”研究的一个高峰，仍然没有赓续
者。前几年中华书局重印出版了这部著作。

鲁迅曾和高步瀛在教育部做过同事，对高
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有很高的评价：高步瀛高就
高在“行不违其所学”。

□周维强

高步瀛“行不违其所学”

1895年 12月 4日，冯友兰在河南省唐河
县祁仪镇出生，他自幼聪明、酷爱读书，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1919年赴美国留
学；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归国
后，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他的哲学理论自成
一家，是中国知名的哲学家。

上个世纪 40年代，冯友兰要回唐河县祁
仪镇老家探亲。消息在家乡传出后，全镇都沸
腾了，因为父老乡亲们都以冯友兰这个大博士
为荣。朴实的乡亲们十分热情，在冯友兰回家
那天，几百名乡亲自发组织起来，跑到几里地

外去迎接冯友兰。他们等了一些时候，终于看
到冯友兰乘坐的马车过来了，乡亲们激动万
分，立即迎上前去欢迎冯友兰。可是，他们却
没有看到冯友兰，车子也是空的。这是怎么回
事呢？乡亲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返回各自的
家中。

原来，冯友兰得知乡亲们要在镇外搞一个
仪式欢迎他，认为自己不配这么大场面的欢
迎，而且也不想惊动乡亲们，便在离家还有十
几里远的地方下了马车，悄悄地步行回到了家
里。冯友兰到家以后，稍事休息，便立即出门，
挨家挨户地拜访乡亲。他的举动令乡亲们十
分感动。

□唐宝民

冯友兰空车回乡

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
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他一生以白
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
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
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
同学，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
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有一位同学突然站
起来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白话文就没有丝
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
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有
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
多。”胡适扶扶眼镜透露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
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
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
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
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

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
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
字？”随后，每个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
写电文。

十五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举手，报告
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
文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
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电报写得确实简
练，仅用了 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
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
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
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
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恰如其分
地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做到较文言文更省
字的。

经胡适这一精辟阐述和热情的鼓励，那些
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同学，受到了启迪和教
育。

□李学朴

胡适的白话电报台湾爱国诗人郑虚一与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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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杭州有着浓浓的不了
情，这不仅是因为杭州有他的挚友、
学生和亲戚，更重要的是，杭州有举
世闻名的西湖，有神奇秀美的富春
江，还有热情好义的市民，这对于历
来以山水为家的画家张大千而言，
杭州自然成了他的寄情之地。

“出家”灵隐寺
张大千多次到过杭州，然而，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大千首次来杭
州竟是为了“出家当和尚”。

1919年秋，张爰（即张大千）与
三弟君绶一起到上海，拜师曾熙、
李瑞清学画。入冬后，张爰突然不
辞而别，进入松江城内禅定寺出
家，原因是自己爱慕的恋人谢舜华
病亡，又不满意母亲为他续订的倪
氏女子，心中苦闷，看破红尘，便考
虑出家寻求解脱。

在禅定寺，主持逸琳禅师为张
爰剃度，取法号大千（语出佛家“三
千大千世界”）。不久，大千仰慕宁
波观宗寺的方丈缔闲法师，写信给
正在闭关的缔闲法师。缔闲见张
大千字里行间透出灵性，约见后答
应张大千在寺里出家。但由于要
照规矩受戒，张大千不愿头上留个
戒疤，多次与方丈商量甚至理论，
都不能被免去受戒的规矩。

在受戒前的腊月初八夜晚，大
千动身前往杭州灵隐寺。他与灵
隐寺素来没有交往，又尚未受戒，
虽经朋友介绍可以去灵隐寺寄住，
但心中总归忐忑不安。到杭州后，
从西湖湖滨乘船到岳庙，下船时由
于身上未带够零钱，遭船夫羞辱，
幸遇围观众人劝解，才得以脱身。
到了灵隐，虽然得到方丈的允许，
在寺庙里暂住，每日随晨钟暮鼓，
跟僧众一起诵经，但心里的郁结依
然无法解开。

几番周折之后，加上西湖周边
山水诱人，他再次滋生起绘画的心
思，随之出家向佛之心日渐淡漠。
两个月以后，终于在二哥张善孖与
朋友的劝说下，回到上海重返画坛。

作画七里泷
1931 年 9 月，张大千与二哥张

善孖等人，自上海经杭州从钱塘江
乘船赴黄山采风。途经富春江七
里泷，为沿江秀美的富春山水所陶
醉，当即泊船挥毫，先后创作《江静
潮平图》《七里泷风光图》《晚过桐
庐》等多幅山水画。次年初，张大
千回上海后，根据此前的草图和拍
摄的风景照，再次创作，并在《江静
潮平图》画右上侧作诗题款：“江静
潮平岂偶然，一山才过一山连，钓
台近处行当缓，何用风牵上濑船。”
题诗后又作了说明：将至子陵钓台
作七里泷，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
里”之谣，故未语及之过。壬申春
日，大千居士并记。师子道长博
笑，弟爰。款尾印：张爰、大千、张
爰之印。

《江静潮平图》取材于富春江上
游桐庐七里泷至建德梅城一带的
江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号称富
春江小三峡。在七里泷沿江边，有
相隔不远的东西两座峰峦，临江矗
立。一为严子陵钓台，东汉之初，
隐士严子陵在此垂钓，汉光武帝刘
秀屡屡请他出山，他坚持隐居不
仕，反映了严子陵不随波逐流的清
高品性；另一为谢翱哭台。宋末元
初，名士谢翱在此痛悼文天祥，祭
怀南宋，彰显其民族大义。这两人
正是与张大千气节相投的历史人
物。此外，梅城一带的江边，也是
唐朝诗人孟浩然泊船创作《宿建德
江》诗之处，这一切都深深吸引大
千先生在此泊舟驻足。

在《江静潮平图》中，富春江沿
江山崖峻峭屹立，江水碧波荡漾，

大千先生还以画龙点睛的手法，画
出江面上三三两两的白帆，表示出
他对七里泷江风传说的兴趣。据
传七里泷“有风七里，无风七十
里”，是因为张天师在此处曾降服
青龙，令其将下游的船平安送到上
游，至此只要一见白帆，青龙就会
以神力相助。

张大千三次赴黄山，对七里泷
一带的富春山水极为眷恋，多次在
此泊船，采风写生。他还以《钓台
图》为名作画，用于女儿张心瑞布
置婚房。甚至到晚年依然思念富
春山水，1981 年重阳节，身居台湾
双溪的张大千根据回忆，创作《桐
江七里泷》长卷，并题诗一首（在桐
庐县严子陵钓台景区石牌坊右侧
尚有张大千手书此诗的碑刻）：“晓
日曈曈雾尽开，轻舟初入峡中来，
渔娘打桨呼鲈美，知道前山近钓
台。”诗碑右上侧有题款：四十年前
与仲兄同游黄山，初入七里泷之
作。辛酉重九忆写之，时年八十
三。大千。

慰籍送经砖
1939年，张大千邀友人张目寒

游剑门，后在成都青城山清静山居
聚会。张目寒曾受教于鲁迅，并参
与发起北京著名文学团体“未名
社”，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
长。他于 1925 年在上海与张大千
相识，为大千先生代理画作事务，
心意相合，情同手足，不久便与张
大千义结金兰。

时值抗战时期，张目寒夫人朱
紫虹的家乡杭州被日军占领，夫妇
俩十分思念杭州的亲戚友人，心情
沉重。张大千心有同感，找出自己
珍藏的《雷峰塔砖藏经》一卷，并作
《雷锋夕照图》画一幅，一同赠送给
张目寒夫妇，以表慰问之意，张大
千还在画侧作诗题跋：“零落西域
越国砖，残经一卷价论千，画图独

取黄妃塔，犹有斜阳照碧天。”
题诗后又进行了说明：“己卯与

寒弟虹娣同在青城山，偶检行篋得
此卷，并写图以赠。虹娣有别庄在
湖上（指杭州西湖边）金沙港乡下
不得遽归，得此聊当卧游，慰情于
万里之外可也，兄爰。”

情寄孤山梅
1976年 9月，年事已高，饱受疾

病困扰的张大千，回忆起当年在杭
州西湖孤山赏梅的情景，联想到宋
朝名士林和靖隐居孤山“梅妻鹤
子”的故事，感慨万千。他抱病作
画《老梅》自喻，画中，一株古老梅
树傲立在风雪中，这株古梅，下部
扭曲如卧龙，树身的藓苔似龙鳞斑
驳，上部昂首挺立，枝杆直刺天
空。桠杈上开出点点梅花，显示出
梅花虽老，但敢于向严寒抗命，暗
喻自身老干新枝，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的心志。画上，大千自题诗一
首：“琼佩孤山影，林逋最有情，冰
壶年年画，寒洲月痕明，鹤口清如
雪，苔枝玉斫英，新愁绾诗句，埋梦
为寻盟。”落款为：爰翁。

张大千的杭州情结，一直被他
与发妻曾正容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记在心里。2010年，78岁的张心庆
选择在杭州转塘的金色年华老人
公寓居住。7年后，才因身体原因
被女儿张敏接去美国照顾。

杭州人始终记得这位与杭州颇
有情缘的艺术大家张大千。改革
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杭州先后在西湖美术馆、浙江
美术馆以及杭州 21届西湖艺术博
览会等地举办过张大千画展和研
讨会。2018 年 6 月 15~22 日，《500
年来一大千——张大千出版文献
展》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开展，展
期虽然只有 7 天时间,但参观的人
络绎不绝。

张大千的杭州情结
⦾⦾史海钩沉 □曾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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