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孔学堂

贵阳晚报

合办

黛玉似“菊” 又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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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富丽不如牡丹，名贵不如兰花，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人偏爱。 有人点赞它坚强的品

格，有人欣赏它高洁的气质，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咏菊诗词。 但咏菊诗数量最多者，无

疑是清代文学家曹雪芹。

曹雪芹一口气写下 12

首咏菊七言律诗，并集中安

排于《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

芜讽和螃蟹咏” 里，借贾宝

玉和四位美女之口吟出。 贾

府表面上处于最鼎盛时期

的一个深秋，“不大吃酒，又

不吃螃蟹” 的林黛玉独自垂

钓时，史湘云和薛宝钗共同

发起一场 “咏菊诗大赛” ，

共十二道题目， 限定七律，

但不限韵，由宝玉、黛玉、宝

钗、湘云、探春等五人自由

选题。 宝玉写了《访菊》和

《种菊》，薛宝钗是《忆菊》

和《画菊》，史湘云填了《对

菊》、《供菊》和《菊影》，探

春咏的《簪菊》和《残菊》。

最后曹雪芹借用李纨公评，

女神林黛玉创作的 《咏

菊》、《问菊》和《菊梦》分

别夺得了前三名。

其实， 菊花这个题材，

特别适合表现 “自命清

高” 、“孤独寂寞” 和“标榜

遁世” 等。 无论陶渊明的“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李商隐的

“已悲节物同寒雁， 忍委芳心与

暮蝉” ，还是杨万里的“花应冷

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表

现的主调莫不如此。 原因是，菊

花是秋花，既傲立霜雪，又孤独

绽开，特别适合失意的文人

自比：瞧，我虽很失意，享受

不了繁华和众星捧月，但我

照样是精神上的贵族———你不

用我、不理我，我就学陶渊明隐

居去。 因此，文学大家曹雪芹让

林黛玉夺魁菊花诗， 既有道理，

又含深意，因为林黛玉就是这种

求之不得而怨的典型小文人的

代表。

不妨认真品读

夺得咏菊赛第二名

的《问菊》：“欲讯秋

情众莫知，喃喃负手

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

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

蛩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

语何妨话片时。 ”

意思说， 我想要问讯秋天的

信息，众人皆不知，我背着手，口

中念念有词地叩问东篱下栽种的

菊花。 孤标傲世的人应该找谁一

起归隐？为什么同样是开花，你却

比春花更迟？空荡荡的庭院，落满

霜露， 那是何等的寂寞？ 大雁南

归、蟋蟀停止了鸣叫，可曾引起你

的相思？ 不要说世界上没有人能

与你接谈， 你哪怕能与我说上片

言只语， 我们也能相互理解对方

的心思。

在诗中， 女神林黛玉大倒苦

水：“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

为底迟？ ” 这说明了她难耐寂寞。

又自作多情地问菊花：“圃露庭

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 。 这

不正是林黛玉耐不住冷清的真实

写照吗！若依菊花之本性，它本来

就是顺应秋之时节而生的。 若怕

寂寞，何必开于秋时？林黛玉只需

像薛宝钗那样为菊的到时未开怅

叹“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

梦有知” 即可，或“莫认东篱闲采

掇，粘屏聊以慰重阳”也行。 何必

在人家正常开放之时， 问人家有

没有寂寞相思？ 如果曹雪芹只是

为彰显林黛玉诗才出众， 又何必

咏菊诗赛前后， 安排薛宝钗的

《咏白海棠》“诗压群芳” 及讽和

螃蟹咏“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

春秋空黑黄” 为“千古绝唱” ？ 原

来曹雪芹是让所咏之物的 “品

质”暗合吟咏它的人物。

咏菊抒情， 大观园里恐怕没

人比黛玉的身世和气质更相适

合。

然而，林黛玉似“菊” ，

但又缺菊耐得住寂寞特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黛玉的清高是在明

知“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

高风说到今” 的情形下，刻

意效仿的， 目的是抒发自己

小文人式的对世俗名位的求

之不得的哀怨， 以博取他人

同情。

而一遇到真正能考验她

能够取法陶令之时， 黛玉便

丢下 “孤标傲世偕谁隐”

“满纸自怜题素怨” 的标榜

而不管，一个劲地高歌“何

幸邀恩宠， 宫车过往频” 、

“盛世无饥馁， 何须耕织

忙” 。

从《红楼梦》第四十回

黛玉自言最不喜欢李义山的

诗、只喜他一句“留得残荷

听雨声” 中，也可探得黛玉

有菊花般孤傲绝俗的个性，

却无菊花 “宁可抱香枝头

老” 的坚韧。

故而， 多愁善感又敢爱

敢恨的林黛玉似“菊” 又非

“菊” 。 赵柒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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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日上午， 贵州师范大

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教授、文物博

物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吴晓秋女

士在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开

展了一场题为“贵州民族传统服饰

文化解读” 的讲座，生动精彩的讲

座吸引了 400余名市民参与。

讲座中，吴晓秋教授以少数民

族的传统服饰为视角， 从款式分

类、特殊功能、装饰公益等角度，梳

理并解答了为何服饰是民族传统

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外在表象，为何

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等

问题。

吴晓秋说，民族传统服饰是一

种实用性很强，同时又兼具其他功

能的文化载体； 是民族特有的历

史、文化、变迁和审美的意蕴集中

反映，与其他社会文化一样，既具

有继承性、稳定性，也具有时代性、

变异性， 它总是在继承中求发展，

在稳定中求变化。 谢孟航

捆扎、浸泡、着色……日前，孔学堂贵州民

间手工艺系列课程第三期开讲。本次课程主题

为布依族扎染手工体验， 参与课程的 50 余名

中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体验贵州布依族扎

染技艺，感受独具特色的染色工艺魅力。

“扎染” 古称扎缬或绞缬，是中国传统的

手工染色技术之一。 通过借助绳线、夹板等工

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最后进行染

色。 经扎染后的织物，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

味无穷。

研学体验课程现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吴

晓秋女士带领天工智慧手工团队的老师们向

学生介绍了扎染艺术的历史与发展，并用众多

精美的扎染作品图片展示扎染技艺的艺术魅

力。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丹寨县蜡染技艺传

承人杨先芬女士，她现场详细地讲授了制作扎

染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孩子们利用夹子、捆线、弹珠等工具先将

白布捆扎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随后经过浸湿、

涂染，为白布上色。当白布打开时，一朵朵扎染

之花绽放在布料上，孩子们纷纷夸赞自己亲手

制作的精美扎染作品，自豪不已。

“因捆扎不一样，染料侵染程度不一，每

一次扎染作品展开时，都充满着惊喜，每一件

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 吴晓秋老师介绍说，

学生通过自己制作扎染作品，能够更深入地感

受扎染技艺的魅力所在。

据了解，孔学堂贵州民间手工艺系列课程

是孔学堂“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面向广大青少年儿童推出的系列研学课程之

一，旨在弘扬多彩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

贵州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强化中小学生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该课程将

在 2019 年举办 10 期，课程为公益性，不收取

任何费用，广大家长及青少年可报名参与。

谢孟航

孔学堂贵州民间手工艺

课程体验传统扎染工艺

孩子爱上扎染

10 月 20 日， 原贵州省社科

院副院长、研究员、史学专家冯祖

贻老师做客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

讲座，带来了题为《魏晋玄学及

一代儒士的价值取向》的专场讲

座，300 余名市民、学生共同聆听

了此次讲座。

冯老师从什么是玄学这个命

题入手， 讲述了玄学为什么会兴

起， 并结合魏晋玄学的四个历史

阶段， 向现场听众系统讲述了魏

晋玄学及一代儒士的价值取向。

冯老师讲道，“玄” ， 最早其

实是一种颜色的代名词。 魏晋时

期， 由于长时间的战乱和残酷的

政治斗争以及门阀士族腐朽而无

聊的生活， 使得统治阶级中不少

人思想消沉， 试图在玄虚淡泊之

中求得精神寄托， 于是玄学应运

而生。冯老师指出，玄学是以老庄

思想为骨架、 糅合儒家经义后产

生的一种哲学思潮， 其发展主要

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正

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第

二阶段为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

为代表；第三阶段是西晋玄学，以

裴頠、郭象为代表；第四阶段是东

晋玄学，以张湛、陶渊明为代表。

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方

向的一名研究生听完讲座后表

示，冯老师的讲座系统全面、生动

活泼， 让他对魏晋时期的玄学及

其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和主

要思想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很

受启发，获益匪浅。

谢孟航

冯祖贻：魏晋玄学四阶段各有特色

吴晓秋：民族服饰独具魅力

作家词义

几经演化

作家，现在专指从事文学创

作的人。这个词古已有之，最初的

含义是“治家” ，几经演化才成为

文艺创作的专称。

相传有人给唐代宰相王玷送

稿费去， 却误敲了大诗人王维家

的门，王维问清来由，就指点给他

看：“大作家在那边。 ” 这里，

“作家” 的用法似乎跟现在差不

多，其实是“专家、高手” 的意义，

加上“大” 字，讥讽这位宰相的意

味就更强了。北宋著名文学家、词

人秦观所写的词，被称为“作家

歌” ，那是指他的词不仅语言好，

而且合乎音律，上口好唱。当时一

些著名的歌唱者都喜欢唱他的

词。这里，“作家”与“内行” 是同

义词。 再如明代文学家许仲琳著

的神魔小说 《封神演义》 中有：

“二将大战，正是棋逢对手，将遇

作家” 。 这里的“作家” 与“高

手”是同义词。 阎泽川

国学漫谈

直通孔学堂

说文解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