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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

私下里我觉得，或许七夕节不属于
农耕文明。因为，它看上去是一场旷日
持久的异地恋，或许只有当下城市里有
职业者，才撑得住异地恋的支出。

中国古诗里常写爱情，真正写到日
常生活成本的诗句，并不多。我喜欢秦
观《鹊桥仙》中的句子：“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诗感觉是有
潜台词的，如果想长久，那我还得打份
工挣点钱，好供养我们的爱情。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都是务实的。
比如春节，就是纪念一年的结束和新年
的开始。人要休养生息。吃喝成为春
节的重要节目。清明节祭祀先祖，告知
后人记住我们的来处，也是端庄的。端
午节和中秋节，很大程度上是个美食促
销节日，从冬至北方吃饺子，再到春节
全家吃年夜饭，一年到头，中国传统节
日的重要活动是吃吃喝喝，精神上的交
流相对较少。

如果非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挑选比
较务虚的，七夕算一个。因为大多数人
不知道，七夕这个节日，吃什么啊？

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没有配
套 的 吃 食 ，看 上 去 有 点 儿 虚 无 和 缥
缈。近些年，七夕被国内商家重新包
装，设计出很多商业的样子，这也是现
代文明的一种演进吧，不在我的讨论
范围内。我想说的是，七夕这样的节
日，在中国不像春节中秋节被更多民
众更深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
七夕更关注精神的愉悦。数千年来，
农耕时代的中国，缺少的恰好是精神
生活的愉悦能力。

牛郎兄，一个农村青年，被天上的
织女看上了。看上就看上吧，还从天上
下凡至人间，和他结婚生子。若不是玉
帝（也有说法是王母娘娘）不同意，这个
传说将有个非常好的结局。偏偏玉帝
有很深的门第偏见，强行拆散了他们。

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很多美好的民
间愿望，还有对忠厚老实底层人的褒
赏。但这个故事不想遵从日常生活的
逻辑和常识。从常识角度推测，仙女爱
上普通农民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
所以，这个故事只能在传说中出现。

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放在当下，也是
很难实现的。然而，这件事发生在天
上，数千年来老百姓讲述这个故事过程
中，一直在有意添上些什么，或有意去
掉些什么。数千年时间里，七夕就这样
作为有虚幻色彩的节日保留了下来。

这一天，杜牧兄曾写诗：“天阶夜色
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我怀疑，杜
牧看星星或许是在北方山里。不然，七
夕正值盛夏时分，温度应该不会低。杜
牧在如水夜色里，看天空中两颗相思的
星星，内心或许想起了某个令他留恋却
触不可及的女子。七夕说到底是个更
属于私人的节日，这个难眠的夜晚，在
星空下，无法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孤
独，那就说说天上的事儿罢。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中，
男女之爱，是无法启齿的隐私，而且，男
女成婚须由父母说了算。民间对父母
权力的反抗，多数没有效果。普通百姓
眼看正面对抗没出路，只好迂回着说天
上的事儿。虽然天上的事儿最终也要
得到玉皇大帝的同意，但民众反抗起来
就方便多了，毕竟反抗玉皇大帝，比反

抗自家或他人的父
母来得曲折委婉。

事实上，只要反抗的人多
了，一定会有好结局的。牛郎织女
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民众反对声浪中，
在喜鹊的帮助下，牛郎织女终于被允许
每年七月七日见一次。权力向恋爱中
的男女妥协，爱情未被卫道士谴责，这
是鼓舞人心的正向的好故事。

这个故事中的价值观念，可以打破
时代的限制，不论过了多少年，故事中
的人性依然是饱满让人同情的，故事中
对种种约束人性的行为，有着明晰的批
判意识，都是可以向全世界输出的。这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闪烁着可以
超越时代和偏见的人性光辉。

七夕的好，我最看重的是它的文化
属性，这个节日属于年轻人，中年人一
般不过七夕，因为养家糊口足以消磨掉
他们的柔软。一个地域，或者一种文
明，创造出一个独属于年轻人的、以爱
的名义交流的节日，这本身就是人性的
丰富和美丽，这本身就是一件极美好的
事儿。

漫长农耕时代里，这天上的两颗星
星，启发了如此多的痴情男女，诞生了
数量不少的七夕诗词，咏尽天上人间之
爱，也佐证了古典中国的浪漫，佐证了
古典中国，依然有很多人能为爱情奋不
顾身地投入。

一个有浪漫想象的民族，一个能有
人为爱奋不顾身投入的民族，是值得世
人忆念和赞美的。5

□刘帆

七夕的故事，结尾是悲剧，但借助
鹊桥，沉重中又透出希冀。人世间对爱
情的渴望，却托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
这是芸芸众生对美好生活的曲折表达
吧。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
许？”七夕前读元好问的词，觉得世间之
情，包括爱情、友情、亲情等，虽有千百
种风貌和诠释，但这种“直教生死相许”
的情，才令天地动容，才最直击心灵。
以至于隔着数百年时间，我仍能共鸣到
元好问的感动。

自然界有雁如此，世间有人如雁。
爱穿越生死，从未远离。想看跨越天上
人间的爱情，不妨看牛郎织女，或只需
看牛郎织女。

且让我们从文本着手，梳理七夕的
来龙去脉，管窥下七夕的原始风貌。

古老的《诗经》中，牛郎织女的爱情
想象与故事梗概，影影绰绰在其中，“跂
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
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大意是说天
上的织女星，坐在织布机旁，无心织绢，
一心一意想着银河对岸的牵牛星，为之
眷念不已。

三国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记载：
“董永遭家贫……神女为秉机。”东晋干
宝《搜神记》所述内容更丰满一点：“汉
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南北
朝时，任眆在《述异记》中记载：“帝怒，
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历朝历代关
于牵牛织女的记载中，我们发现，“情”
字，始终是牛郎织女故事的“戏核”。

历史上的七夕节，由星宿崇拜衍化
而来，拜祭“七姐”的活动，常在七月七

日夜举行，故名“七夕”。在漫长的农耕
时代，它是独属于女性的盛大节日，因
此，它又被称为“女儿节”。在七夕短暂
又漫长的一天中，众女子穿针乞巧、投
针验巧、拜魁星、拜织女、吃巧果、染指
甲等等，这是她们沉重生活的清新的呼
吸。

七夕之夜，女子手执五色丝线和多
枚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
快速全部穿过者，称“得巧”。这是穿针
乞巧。

投针验巧源于穿针乞巧，盛行于明
清两代。七夕那天正午，众女子先把一
盆水在太阳下暴晒，等水面生出水膜
后，将绣花针投入，针浮于水面上，大家
同看水底投射的针影，“有成云物花头
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
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
蜡，此拙征矣。”看针影，众女子有喜有
悲，其幽微的心事尽在其中。

七夕拜织女，是古代的闺蜜群活
动。常由五六好友共同操办。众闺蜜
先斋戒一天，沐浴停当，准时来到主办
者家中。主办者事先在月光下摆上桌
子，上置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
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瓶中供鲜花
几朵，花前置小香炉。

众女子于案前焚香祭拜后，一边围
坐桌前吃着零食，一面对着织女星默
祷，少女们祈求嫁如意郎，少妇们希望
夫妻和睦早生贵子。闺蜜的聚会，常至
半夜始散。

七夕节是丰富而多彩，柔软又细腻
的，冰心曾言“（女儿节）只这名字便有
无限温柔”。通过丰富的有强烈女性特
质的节俗，我们会发现，农耕时代女子
的共同期盼，无非是嫁一如意郎君相夫
教子。如能像织女般心灵手巧，这也是
嫁得如意郎君的重要砝码罢。所以，漫
长农耕时代里，一年一度珍贵的七夕，

女子们乞巧，要比期待爱情，可能更现
实一点更有利于实现罢。

我的家乡济源，传统文化资源丰
富，在坡头镇和大峪镇，董永与七仙女
的故事广泛流传，有大量地名和轶事印
证，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济源，董傅湾、董永窑、董永坟、
傅家院、纺纱寨、董岭、仙口村、遇仙沟
等地名沿用至今，村民多可讲述传说，
并指认相关遗址、风物。

在大峪镇槐姻村，至今仍存留槐姻
庙。相传董永和七仙女在此以一棵老
槐树为媒，结为夫妻。后老槐树枯死，
当地人用老槐树制成梁、檩、椽、门、窗，
建成槐姻庙，围绕槐姻庙，形成了今天
的大峪镇槐姻村。

现在槐姻村槐姻庙前，仍生长着一
棵槐树。据村民传说，它是那棵老槐树
树根发出的枝条长成的。这棵槐树，树
干已一人合围，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去年七夕，我曾在槐姻村仰望星
空。银河西北的织女星青青白白，下方
四颗较暗的星勾勒出一片锦霞，银河东
南的牛郎星浅浅黄黄，两边小星叫扁担
星，是牛郎挑着的一对儿女。天上的星
星这般应和人间，让人如何不相信七夕
昭示的爱情，即便曲折，却也永恒。

古时的七夕节，女儿们更多期待像
织女般心灵手巧。在当下的槐姻村包
括整个中原大地，女子们在七夕的诉
求，更多的是关于爱情。

漫长的农耕时代，最美好的爱情图
景，或是这样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
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
妻恩爱苦也甜。”

在纷繁万象的当下，爱情或许有千
百种面貌和诠释。但其核心，仍是“愿
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仍是“斯人如
彩虹，遇上方知有”。为了这个，生死可
相许，天上人间也非阻隔。在这个意义
上，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有着超越性，
充满永恒的意味。5

□詹丽

2005 年前后，我在山里教书写博客，访客
“我的瓦尔登湖”进来时，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点开他的博客，大致知道他是四十多岁高大的东
北男人，穿迷彩服着军用球鞋。挺爷们的。在长
白山一个小山村买了 10间屋，还有五亩地的大
院子。之前他可能是个成功商人。他没说，我也
没问。

我们叫他老瓦。我关注他时，他已在乡下住
了三年，修整荒芜的院子，修房子、盖车库、修路、
修栅栏、修火炕。在后山坡种玉米、种刺嫩芽山
野菜，在院子里种树、种葡萄、种土豆辣椒茄子西
红柿、种草莓。养猫喂狗，还孵小鸡，当然不是他
亲自孵，而是天天给老母鸡喂水端食，亲自陪老
母鸡孵蛋，还拍下替难出壳小鸡当助产士的视
频。他每年都孵好几窝小鸡，把小鸡精心养大。
一个年少时驰骋商场、业余练散打、曾去日本参
加马拉松比赛的大男人，能俯下身子一天天喂小
鸡，需要怎样一颗细腻柔软的心啊。用他的话
说：“结庐山阴，躬耕田野，皆为一念之生也。”

那时还没有新农村建设和民宿热，老瓦的作
为，无疑是超前的是特立独行的。他挖山推土，
平整院落，在院墙上用瓦片盖出花样。在院内树
下安放粗大原木墩和原木茶桌。他的院子越来
越有味道了，我关注他院子的点滴变化，其实是
关注我内心的田园梦。

老瓦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过失败、背叛、欺
骗，但他依然有感动有眼泪，依然相信人间有
爱。他一个人在山里读书种地练书法，教村里男
孩读古文，实践着现代梭罗的瓦尔登湖生活，他
让我们认识到“瓦尔登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用他的话就是：“能安住狂躁的心，使其如恬静的
瓦尔登湖般怡然自在。”

我有博友名山花，湖北人，30多岁，离异，文
字简单纯粹，个性沉静优雅。她喜欢做梦，好像
一直在等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山花也是老瓦
的观众，常写纸条和我聊老瓦的趣事，很多老瓦
生活的细节，都是她观察后告诉我的。

某年愚人节，老瓦突发博文《喜讯》称：“截
至下午 1点前，通过纸条发来真实姓名、地址、手
机号码者，将得到老瓦为你自制原木工艺品一
件。”老瓦共收到七女两男的求工艺品纸条，其

中有山花。
老瓦驱车 60公里，去森林深处砍红松木作

原料，给女性每人制作一双木屐，给男性每人制
作了一个烟灰缸。那些天，老瓦变成精细木匠，
借来工具锯、砍、刨、钻，他在博客里记录了制作
过程。红松木木质轻灵耐久，木香绵远，做成木
屐很有样儿，为做木屐鞋袢儿，老瓦试了多种材
料，最后确定用打点滴的塑料管，几根编织制成。

有一天，山花突然发纸条给我，说她决定去
单位提前办病退，远赴东北和老瓦共度余生。因
为老瓦答应在“瓦尔登湖”边，给她盖座小木屋，
七夕夜，带她到湖边看星星。

我吓了一大跳，这是啥时开始的事儿？是不
是太冒险了？我私下劝她。她说，如果我没有
去，会后悔终生。

第二年春天，打开老瓦博客，我看到他带山
花去日本旅游的图片。我发去祝福，老瓦回复：

“山花是个善良的女人，这是我的幸运。”
我开始往前仔细翻看老瓦的博客，发现他曾

在《春播》一文中写道：“对面的山花开了，就是播
种的时节了。”老瓦“湖边”躬耕三年，漫长冬天过
后，有一天，一抬头，山花就开了。

老瓦的粉丝都在等待着老瓦，兑现七夕夜于
小木屋带山花看星星的承诺。

离守林人小木屋不远的湖边，老瓦亲自伐
木，用一个夏天，给山花盖成了小木屋。七夕那
天，老瓦揭开了湖边小木屋的神秘面纱。七夕
夜，老瓦和山花给博友们发了看星星的图文。

图片只有一张，文字也很清简。也许他们觉
得，除了七夕看星星，更珍贵的是此前此后漫长
平凡的日子。

他们一起摘葡萄酿酒，一起养鸡种土豆。山
花学会了捡蘑菇、晒山野菜。冬天，山花坐在火
炕上，用蓝印花布缝制窗帘门帘，用蓝印花布给
高粱秆编的锅盖包花边儿，像个东北小媳妇。

再后来，大家都开始玩微信了，我偶尔去老
瓦的博客看看，他很少更新，但，那个小木屋一直
都在，老瓦和山花一直都在。

曾经的很多年，老瓦一个人在山里，也许就是
为了等一个七夕夜同看星星的人。他终于等到了
山花。他们都相信世上真的有爱情和童话，七夕
看星星是他们心中不熄的火花。余生，他们愿意
陪伴彼此，而不仅仅是七夕这一天这一晚。5

□马尧

七月的倾盆大雨把我困在一间简陋的米线
店，不得已，旁听了一场关于梦境的对话。女孩
把荒谬的梦讲得眉飞色舞，男孩几次试图打断她
澎湃的倾诉，都被女孩娇嗔着唤回：“你别走，我
还没讲完呢！”

正当我以为男孩会不会用一声“别说了”彻
底叫停时，他竟抖擞起精神，温柔握住女孩的手，
听她絮絮叨叨讲足 20分钟。窗外电闪雷鸣的窒
息，米线店里浑浊的光线，混杂着灶台气、辣椒
味、汗腥气，似乎成就了他俩烛光晚餐般的浪漫
氛围。两人平凡到模糊的脸庞，也因爱情自带美
颜，两双眼睛闪出漫画特效般的星光。人生所有
的高光中，这被爱情点燃的一刻，会披戴上别样
光泽，像珍珠，被特别封存纪念吧。

年轻人的爱情真美啊，要的是一眼千年的电
光石火，要的是越多障碍越渴望的双向奔赴，要
的是携手春风沉醉的夜晚不肯归家的痴迷。我
在少女时代读《简·爱》，曾幻想自己是那等待爱
情的、平凡而不卑微的灵魂。那时读情感美文，
男孩戴着女孩织的围巾，若干年后相见执手无语
的故事，也曾令自己热泪盈眶。要浓烈，要成魔，
要火花四溅，每双带着这种执念寻找爱情的年轻
眼睛，都散发着勃勃生机，不知是因为对爱情的
渴望所以年轻，还是因为年轻，才会这样执迷爱
情。总之，青春才几年？底色是爱情。

所以迷信爱情，荒谬又神经兮兮。看什么节
日都像对爱情的庆祝，过什么日子都觉得是在表
白爱情。

古时少女，硬要把比眼神比手艺，对月穿针
的乞巧节赋予爱情的含义，硬要把乞巧节流传成
助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节，无非想要寻机表达对

爱情的渴望，乞的不仅仅是心灵手巧，更乞的是
月老赐予金玉良缘。到了现代，我们用更多传说
和神话包装自己期盼爱情的心意，情人节、白色
情人节、520情人节、蓝色情人节……每个因为

“想过”而特意存在的节日，都怀有人类最大的天
真，相信人世间有亲情外的纯粹情感，相信存在
另一个灵魂对自己的懂得和珍惜，相信有人听自
己讲述废话都如听柔板小调般着迷。

前些天看到科学家宣称，在外太空很可能探
测到了生命迹象。不禁为地球这颗孤独的星球
稍感欣慰：自转和公转到天荒地老，无非是想找
个同类项与自己同频旋转，同样的轨迹也会因有
爱人的存在，转得更欢欣鼓舞些吧。人类的感情
也如此，究其一生，为的只是找出藏在众多孤星
中，只为自己闪烁的那颗行星吧！

那么，还是要爱吧。我已站在羞于谈爱情的
年纪，但也无法对任何一个渴求爱情的念头报以
嘲笑。只是明白了，艰难求得的、惊心动魄的爱
情是爱情，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罗密欧朱丽叶
的爱情是爱情，但肯和你分担家务、二十年后仍
记得送上生日礼物、和你一起打怪升级把娃养大
的爱情，也是爱情。它没有变成亲情或恩情，它
只是爱情的最终走向，用另一种形态丰满你的日
常。在漫长的无边无际的岁月里，这换了外衣的
爱情，是更慰藉人心的浪漫。

接受爱情的所有面目，接受花开时的绚烂，
接受结果时的踏实，也接受风吹落最后一片花瓣
时的清冷。接受热爱时的万物皆可爱，接受牵手
逛菜市场的平淡寻常，也接受为爱情流的泪、受
的伤。去爱，就好。爱了，就好。像莫名递到手
中的一根线，绷紧，靠近，再放松，又绷紧，在这迂
回曲折中，在这幽暗忽明中，才发现线那端最终
目的地，永远是对方，永远是爱人。5

有关爱情有关爱情

陪你看星星陪你看星星

人间又七夕人间又七夕

天上的事天上的事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 孙勇

荷风季雨荷风季雨
□茜影

夜来何香

夏又清明紫笋尖，
小塘初满雨声潜。
无眠子夜与谁共，
十里荷风欲卷帘。

晴初问雨

夏至阳升荷满塘，
却忆疏影烈风长。
发问岭头白云渡，
今日成雨戏鸳鸯。

晚雨爱莲

晚来疾雨打青灯，
叱咤雷公令九层。
不忍嫣然流火淡，
淡施粉黛玉盘升。

醒世清莲

狂风横雨起三更，
溪漫长阶潋滟生。
坐等心闲红粉落，
天公不与是非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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