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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江南，歌舞盛行。产生于长江
下游的吴声歌曲，是江南民歌的代表之
一。自东吴时起，吴声歌曲便带着浓郁
的地方色彩和世俗风情流行起来。进入
东晋，它们犹如春风里的花儿，已是姹紫
嫣红。宋人郭茂倩编选的《乐府诗集》
中，收入吴声歌曲四百多首。

吴声歌曲主要流行于六朝首都建康
（南京）及周围地区。南朝宋文帝元嘉之
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
触处成群”。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都
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
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
非适”。当时，这里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
区之一，虽然不时也有内乱外患发生，但
从总体上看，人们生活自在，思想活跃，
文化娱乐比以往更加丰富多彩。

六朝建康一带流行的民歌，大都是
表现男女爱情的歌谣，主要抒写男女间
的思恋、欢会、伤别等。如：“秋风入窗
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
光”，这是倾诉相思之情；“今夕已欢别，
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
期”，这是忧叹相见的无期；“郎歌妙意
曲，侬亦吐芳词”，这是表露欢会的愉悦；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
人，郎今果成诈”，这是在谴责负心郎。
其中，最为流行的应算《子夜歌》《华山
畿》《读曲歌》等歌谣。“歌谣数百种，《子

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子夜歌》还衍生出《子夜四时歌》《大子
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等变曲。
六朝时建康人“信鬼神”，即使在献给神
祇的神玄曲中，也杂有一些人鬼相恋的
内容，充满了人间生活的气息，如《青溪
小姑曲》：“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
居，独处无郎。”

六朝民歌含蓄蕴藉，其歌辞运用比
喻、夸张、谐音、双关等修辞方法，将情
感、意绪表达得婉转深长。如：“青荷盖
渌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
怀莲”，少女借“莲”向情郎袒露心意；“发
乱谁料理，托侬言相思。还君华艳去，催
送实情来”，女子托“发”表达心中相思；
而“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
柏，君情复何似”，思妇以夸张和比喻相
结合的手法，表达了坚贞的爱情态度；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
心，朝东暮还西”，则以太阳的朝东暮西
比喻薄情郎的朝三暮四。

也有一些民歌不作刻意修饰，清新
自然，如“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
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仅仅通过春风、
春花、春鸟的描写，便将少女娇媚迷惘眼
睛里的浓浓情意表现出来了。

六朝尤其是南朝时期，整个社会追
求安逸享乐，向往声色娱乐，从宗室、世
族到士绅、平民，大都好歌尚舞，“王侯
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
无论是朝贺、祭祀，还是筵宴、节庆，无
不管弦齐鸣，载歌载舞，歌舞渗透到了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尚歌乐舞蔚成时
代风气。

这一风气的盛行与宫廷及文人的认
同、参与也密切相关。南朝统治者多崛
起于社会中下层，兴趣爱好具有平民色
彩，乐于追逐风情多样的民间音乐，使
得大量民歌及乐伎得以进入宫廷。他
们不但欣赏民间歌舞，还亲自动手，大
写情歌艳诗。从宋少帝刘义符、梁武帝
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陈后
主陈叔宝，到鲍照、沈约、徐陵、庾肩吾、
庾信、江总等，都写作了不少这类作品，
对引领、带动民间歌舞的繁盛发挥了很
大作用。 朱炳贵

六朝江南里的
“吴声歌曲”

挹九峰之苍翠，瞰太湖之波涛，无锡惠山素来
享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誉。“天下第二泉”又是惠
山乃至整个无锡地区首屈一指的名胜。古往今来，
文人骚客来到惠山，总会留下诗文唱和，其中以苏
轼的《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最为
脍炙人口。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苏东坡浪
漫清新的诗句，寄托了人们对江南名城无锡太多的
美丽想象和脉脉温情。

天下第二，惠山泉倾倒茶圣

惠山，又名西神山、九龙山、惠泉山，相传晋朝时
西域僧人慧照来此传播佛教，与名士交往。后人遂
以慧照的名字给这座山命名，称为慧山。“慧”与“惠”
相通，“慧山”又演变为“惠山”，沿用至今。惠山共有
九座山峰，犹如一条在大地上游动的青龙，逶迤磅
礴，层峦叠嶂，林石幽秀，从唐代开始就以“胜地名
泉”而闻名海内。

“茶圣”陆羽对惠山最为钟情，来此踏访游玩后
写下《惠山寺记》。他认为，登临惠山，眺望太湖，气
势要比当时在江南名气很响的“鹤林望江”“天竺观
海”等处壮观得多。

当然，身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品茶专家，惠山给
陆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然是泉水。惠山泉由无锡
县令敬澄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开凿，泉水清冽，甘
润可口，深得嗜茶者嘉许。无锡籍诗人李绅赞颂惠
山泉“人间灵液，清鉴肌骨”。陆羽在遍访天下名泉
后排出他心目中的排行榜，排在第二的就是惠山石
泉水。无独有偶，唐代文人张又新在另一篇著名的
茶道文献《煎茶水记》中也说，刑部侍郎刘伯刍评出
了天下“水之与茶宜者”共有七等，大多位于今江苏
境内，排在第二的也是“无锡惠山寺石泉水”。

有了多位品茶专家的极力推荐，惠山泉水名闻遐
迩，被赞为“天下第二泉”。唐代的李绅、皮日休，宋代
的蔡襄、梅尧臣、王禹偁、秦观、黄庭坚、杨万里，元代的
倪瓒，明代的王绂、文徵明、唐寅……文人们在惠山二
泉前品茗唱和，徘徊流连，留下大量诗文和画作。“这些
人中，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可谓‘二泉’的超级粉丝。”无
锡文史专家、锡惠公园文化总监金石声说。

惠山品茗，苏东坡徘徊流连

苏轼一生，十四次往来江苏，几乎每次都要到无
锡，“往来无锡未尝不至惠山”。金石声介绍，苏东坡
在《东坡集》中就说：“惠山寺东为观泉亭，堂曰漪澜，
泉在亭中，二井石甃相去咫尺，方圆异形。汲者多由
圆井，盖方动圆静，静清而动浊也……”可见他对这
一泓清泉始终无法忘怀。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春，苏轼调任杭州通

判，正好有了机会游历江南，他“踏遍江南南岸山”，
往来于常州、无锡、宜兴与杭州之间。在无锡，苏轼
拜访惠山的钱道人，登上山顶，眺望太湖（诗中称为
“五湖”），品尝用惠山水烹制的贡茶“小龙团”，不觉
心情舒畅，才思泉涌，写下这首流传千古的《惠山谒
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

毫无疑问，“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金石声介绍，“小团月”其实
就是贡茶“小龙团”，而非很多人认为的天上明月。
小团月（小龙团）是北宋文学家蔡襄在福建任职时特
地为宫廷定制的一种茶饼，因形如圆月而得名。

细细品味这两句诗，“独携”对“来试”，“天上”对
“人间”，“小团月”对“第二泉”，无比工整精妙。诗中
之所以不写“小龙团”而写“小团月”，是因为苏东坡
展开了瑰丽浪漫的想象：“苏学士踏遍了江南名山，
突然看到无锡的‘二泉’，便从天上翩翩而下，汲取了
人间最美的泉水，来烹制天子赐予的顶级名茶‘小龙
团’。在他看来，天上最好的茶是要用人间最好的泉
来‘试’的。”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不但是文学家、书画家，也
是著名的茶学家，对名茶和名泉有着极深的研究。
“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道出了他对
阳羡茶（阳羡即宜兴）和惠山泉的狂热追捧。除了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外，苏东坡描
写惠山的诗句还有《游惠山》《焦千之求惠山泉诗》
《寄伯强知县求惠山泉》《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
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云》等多首。他在杭州
时，依然念念不忘清香甘冽的惠山泉，多次写诗寄
无锡知县焦千之，求他速速派人“快递”二泉水过
来烹茶。

二泉映月，惠山越夜越美丽

千年之后，映月二泉，茗茶飘香。金秋季节的惠
山古镇，秋菊染黄，漫步景区内，随处可见古韵盎然
的茶馆。秋日的午后，游客们坐在竹椅上，泡一壶香
茶，品茗聊天，打发慵懒时光。“天下第二泉是爱茶
人心中的圣地，这个周末我们将打造一场‘惠山茶
会’，展示惠山深厚的茶文化。”无锡惠山古镇景区负
责人说。

惠山茶会源于明代“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文徵明
的《惠山茶会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明正德十三
年(1518)清明，一次著名的茶会雅集在二泉上演，文
徵明与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人同游惠山，品
茗赋诗，乘兴画下这幅名作。

据悉，今年的惠山茶会期间，来自全国的种茶大
师、炒茶高手、品茶大家将齐聚惠山，举办茶文化论
坛，烹泉煮茗，以茶论道。古镇内几十家茶馆将分别
重新装饰，一茶馆一特色，调素琴，听古韵，展示绚烂
多彩的茶文化。一场名为《菊篱茶思》的惠山茶文化
主题舞台剧会在惠山古镇上演，演绎二泉茶文化发
展历程，传递江南风雅之韵。

一曲凄婉动听《二泉映月》，触动听者的心灵。民间
音乐家阿炳的名作《二泉映月》是诞生于惠山的世界名
曲。惠山古镇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每逢清明时节，无
锡市花杜鹃盛开之时，惠山古镇都会举办“二泉映月”民
俗文化旅游节，百名二胡爱好者同奏《二泉映月》。

惠山之夜，越夜越美丽。今年中秋节，作为金秋
惠山菊会的一项重要活动，一场拜月大典在惠山古
镇举行，汉舞雅韵，女书非遗，国潮市集，传统民俗被
赋予新内涵，焕发出新活力。国庆期间的夜晚，锡剧
《赠塔》《九松亭》《后见姑》《新珍珠塔》，昆曲《游园》
《惊梦》等实景沉浸式演出在寄畅园次第上演，似梦
似幻，如痴如醉，婉转的唱腔在假山间时时回荡，身
着华美戏服的人物在楼阁中若隐若现。

传统与现实交相辉映，惠山古镇正不断打造和完
善二泉的泉茶文化。今天的天下第二泉，早已不再萦绕
着二胡名曲中的无奈和悲怆，而是充满着时尚的创意和
无穷的魅力，成为无锡一张闪亮的城市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于 锋

二泉映月，
氤氲千年的那一缕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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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
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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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惠山茶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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