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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诗”与“三步诗”
◎钱国宏

很多人都知道“七步诗”的故事，但要谈
到“五步诗”和“三步诗”的典故，恐怕就鲜
有人知了。在中国历史上，还真就出过“五
步成诗”和“三步诗成”的诗坛奇才！

据《漫叟诗话》和《世说新语》记载，曹
操之子曹植自幼聪颖，出口成章，是当时

“建安七子”之一。其兄曹丕嫉恨其才，寻机
除之而后快。某日，曹丕召曹植进宫，让他
以《兄弟》为题，在七步之内吟诗一首，诗成
便罢，不成则杀。曹植感慨手足之间如此寡
情，七步之内吟出“七步诗”：“煮豆燃豆萁，
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三国演义》中把
它改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全诗设喻贴切，控诉有
力，令曹丕大为羞惭。“七步诗”遂千古流
传，曹植也成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代
名词。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曹植更“敏
捷”的人物，他们在五步之内、三步之内便
吟诗成章，可谓倚马可待、旷古奇才！这便
是唐宋两朝出现的“五步诗”和“三步诗”作
者史青、柳公权和寇准。

《全唐诗》载：“史青，零陵人，聪敏强
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初年，史青上书皇
帝，“自荐能诗”，并说“子建（曹植）七步，臣
五步之内可塞明诏。”唐玄宗为验其实，立
即召见。在金殿之上，李隆基“试以除夕、上
元、竹火笼等诗”。史青“应口而出”，作《应
诏赋得除夜》诗：“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
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
容颜暗里摧。风光人不觉，已入后园梅。”诗
人用一“催”、一“逐”、一“改”、一“摧”，形
象地阐明了时光如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使人顿生珍惜时间、活在当下之感慨。皇帝
和满朝文武听罢，大为惊讶，爱才的李隆基
当即授史青以左监内将军之职。

“五步诗”相比于“七步诗”来说，显然
是“提速”了，其才情令人称道。不过据《旧
唐书》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敏捷”的。柳
公权（公元 778 年—公元 865 年），字诚悬，
唐代著名书法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
人。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柳公权
在书法上吸取了颜、欧之长，在晋人劲媚和
颜书雍容雄浑之间，形成了自己的柳体，以
骨力劲健见长，世称“颜筋柳骨”。作为书
法家的柳公权也擅长撰写诗文。某日，柳公
权陪文宗在未央宫里闲聊，皇帝刚把一批
御寒棉衣送给边关将士，因为是一则“政
绩”，便要柳公权“诗以颂之”。柳公权三步
之内竟口占一首五言绝句：“去岁虽无战，
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
全诗条理清晰，音韵酣浓。文宗听罢，大为
惊讶：想不到堂堂的书法家，居然还是位诗
坛大才！

宋朝时，也有位三步成诗的奇人，此人
便是史书中大名鼎鼎的一代名相寇准。寇
准（公元 961 年—公元 1023 年），北宋政治
家、诗人，字平仲，华州下邽 (今陕西渭南）
人。19 岁时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后累官
至殿中丞、通判郓州、三司度支推官、盐铁
判官、山南东道节度使、中书侍郎兼吏部尚
书等。史载，寇准从小天资聪敏，人谓“神
童”。某日，家中摆宴，宾朋满座。酒至三巡，
有人向主人提议：“闻令郎善诗，请即席吟
哦一首。”主人乘当即喊出少年寇准。寇准
请客人出题。因此地离华山不远，客人即以
《华山》为题，让小寇准吟诗。寇准三步未
出，一首绝句已脱出而成：“只有天在上，更
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仅仅
20 个字，便将华山之险雄峭拔尽行道出，令

“举座皆惊”！此时，寇准仅仅７岁。宋真宗
景德三年，不惑之年的寇准成为当朝宰相。

古语有云：功夫在诗外。不论是“七步
诗”、“五步诗”还是“三步诗”，诗才敏捷是
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生活积淀。没有生活
积累和阅历，再敏捷的诗才也不会创造数
步诗成的文坛奇迹。

西行记

中国地理以秦岭、淮河为界限把四川划入了南方，是地理分割线也是气候分割线。
住在四川边远小镇的我一直期待从西南走向西北，2014年机缘巧合去了青海的西宁和
玉树，2015年在北京学习，一个意外的机会竟然有了去甘肃和内蒙的机会，于是，怀着
感恩之心踏上圆梦之旅，一路向西。

一、玉门关、雅丹地貌群、阳关

10月5日，北京时间凌晨3：30，据说
北京不冷。一群不年轻的年轻人从鲁院
前往首都机场。4：40，所有人托好行李，
换好登机牌，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室拍照
或者玩手机，我更新了手机的微信动态，

“心所向，驰以恒，目的地敦煌！”然后闭
眼休息。9点的时候从机窗上往下看，看
到了飞机下不一样的天空，没有树的山
峦一座连一座貌似不长发生了癞子的光
头组合，在初阳的照射下泛着冷冷的青
光。上午9：57我已背了花包在敦煌机场
外头拍照。蓝色的民族风绣花衣裳，半
靴，透肉袜，风把帽子掀起来，我一手握
住帽沿，一边整理背上的花背包，眼睛里
的笑意淌在嘴角又往上翘。和镜头一起
定格在朋友圈的还这样一段文字，落地
敦煌机场，玉门关前要春风。

是的，我想向春风不度的玉门关要
春风。

随车的导游是名师范大学毕业的女
子，声音有沙的质感，从事导游行业的人
为了与游客快速拉近关系大抵是要讲一
些她个的人生经历创业经历的，这名女
子也是这个样子，她作了自我介绍后，讲
了一些她的同学在其它地方发展很好而
自己安于沙漠里半年忙碌半年闲适的导
游生活。

车窗外，沙漠一望无际，导游的话落
在沙子里，瞬间就被淹没了，但她的眼眼
却透着光芒，这束光芒里能看到未来闪
闪发亮的样子。“这里的沙漠是天上不飞
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地方……
没有遇见风，看不见风吹石头跑，但车窗
外的景色从坐上车到离开机场几十公里
依旧是一个颜色，无尽的荒凉象块石头
硌得人心痛。

“沙漠上生长一种叫青刺的植物，花
青素含量特别高，但刺又尖又硬能扎破
轮胎，却是驼驼非常喜欢的食物。”感觉
胃开始痛，针一样的食物，要什么样的胃
和口才能包容呐。

汽车在满地黄沙的公路上向玉门关
行驶。对异域风光的兴奋度大约持续了
半小时左右，就感觉疲惫了。彻夜的赶
路，眼前的景色又一成不变，于是倦意就
来了，从头漫到脚。伸手把墨镜从发际拉
下来扣在眼睛上，昏然睡去。

三毛有一句话说，我唯一锲而不舍，
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过是保
守我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
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
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或者，于我而言在路上就是我无限
广大的日子吧。

来敦煌早在计划里，只是它来得这
么快，实在是在预料之外。是在导游的提
醒下醒来的，说是玉门关已经到了。“黄
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
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到了
王之涣笔下的玉门关了。据史书记载：中
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玉门关，而其中以
这个最为被公认。这一带玉门关修建于
汉代，是古丝绸之路中的要道，也是和田
玉运进关内的唯一通路，也正是因为此，
才得名“玉门关”。作为和田玉运进关内
的唯一通路，想象之中至少该是一夫把
关万夫莫开的雄伟，或者至少是险要地
方的关隘吧，但这个被称为玉门关的地

方只是几堵残破的墙而已，根本看不到
作为关隘的重要。它在雅丹地貌群里，若
不是刻意提醒，你压根不会感觉到它的
存在。在众多小山包里的一堵被岁月风
蚀的到处都是伤口的土墙，说是墙却早
就没有了墙的样子，只剩一个墙的轮郭，
像上了年纪的驼了背拄杖而立的老人，
连想象也不能抵达他年轻时的样子。很
多人说看遗址不如听遗址，这回算是信
了吧。

雅丹地貌是一种典型的风蚀性地
貌。“雅丹”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具
有陡壁的小山包”。放眼几百公里的沙
漠里，全是各式各样的具有陡壁的小山
包，由于风的磨蚀作用，小山包的下部
往往遭受较强的剥蚀作用，并逐渐形成
向里凹的形态。仿佛浑身长满伤痕，一
座隔一座立在沙漠之中，或高大或低
矮，想象力丰富的人给了它们很多名
字，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属“狮面人身”
了，用手机从不同的侧面去看，怎么看
怎么像，狮的身人的面，大自然真的是
鬼斧神工，我是一个想象力相对匮乏的
人，如果没有人友情提示，没有人把他
们的想象加之于我，我很难想得到这
些。一座“具有陡壁的小山包”隔着另一
座“具有陡壁的小山包”，在一望无际的
小山包上站成一座城堡，城堡只有一个
颜色，灰黄。这个城堡被称为魔鬼城。甚
至，一个人不是心如死灰的绝望是不敢
站立在这样的小土包下的，小土包散发
着一种腐尸的气息从从每一个被风蚀
的小孔里张牙舞爪的传递出来。似乎有
无数双小手就捏住了心脏，让人呼吸瞬
间不畅。

人到中年活得越来越小心翼翼，越
来越不愿意自己受到外界的干扰。人际
的、风景的任谁带来了不愉快都想快速
离开，玉门关和雅丹地貌无疑带给人苍
凉壮观之美，但心会痛的感觉让人不想
呆久，于是选择逃离。

还是以更新微信动态作为结束吧，
在微信上附了九张照片，玉门关、狮生人
面像、孔雀像，我和几个藏族同胞的合影
及一段话“雅丹的戈壁，碎了海枯石栏的
传说，高低不平的土包，垒成的地老天
荒，是附在魔鬼身上的一粒细粒，朝来暮
归。一望无际的黑，吞进心里又从眼里流
出，站在黑白交界的子夜，温暖是看不见
的窗口，告别在即，硌在心上的沙粒，只
剩戈壁茫茫。”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是翻开手机微
信开始回忆的，尽管时间已经过了一个
季节，但再看到那些照片，依然被那份荒
凉震撼。我就算在照片里依然可以在废
城中想象这座千年遗址当年盛极一时的
情景。

要去阳关了，期待阳关会好一点，希
望会好一点。

阳关果真是要好一点，有阳关博物
馆，博物馆里陈列着青铜器，铁器，陶
器，玉器，石器，骨器，毛麻丝织品，博物
馆里还陈列着弓、箭簇、弩机、钺、戈、
矛、戟、啄、斧、剑、刀、短剑、鞭、锤、叉、
削刀、匕首，这些器物有的锈迹斑斑，有
的仿若还沾着出土时的泥巴。跟在解说
员后面走了半圈，有些乏味。独自出来
坐在一张长椅上，长椅裸在院子里，风
吹雨打椅面已经泛白。椅子旁边有一棵
树，树上结着不知名儿的红果儿，同学

用长棍子把它们打了下来，说是可以
吃。坐在椅子上可以看到塑有阳关两个
大字的入口，还可以看到一个小卖部，
及打造得很好的景区。

夕阳斜镀在建筑群身上，给没有边
际的灰黄着了一点点亮色。一个包了长
头巾卖葡萄的女子经过，买了一串与大
家分享。甜，一点酸味都没有，没有酸味
的葡萄好象渗进了沙，甜得不自在。

在没有来玉门关之前从没有想到玉
门关和阳关之间有什么联系，对这两个
地方的认识也仅仅是因为两首诗，对于
不舍古人折柳相送，柳同留，也说西出阳
关无故人，怎么今天进了阳关看到了密
密麻麻的人，反而感觉没有了故人呢？

夜幕象一张网，笼罩着大巴车，笼着
沙漠，没有人说话，回程的车窗外看不到
风景，日行千里以外，车里寂然无声。

阳关果真好吗？当历史以一些陈列品
出现的时候？当遗址以景点存在的时候。

二、鸣沙山和月牙泉

知道月牙泉的时候并不知道鸣沙
山，对月牙泉的认识源于两个关键词，田
震，月牙泉，反复哼唱“就在天的那边，很
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她是天的镜
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月牙泉
就近了，近得能看见星星沐浴的身影。当
想象的近变成现实的近的时候，却先选
择了骑骆驼看鸣沙山全景。

还是早上八九点的光景，两辆大巴
车已经赶在景区门口。景区门口几排木
板搭制的小摊位，花花绿绿的挤满了遮
阳帽、口罩、墨镜、手套，面罩等等，几乎
全是沙漠里的需用的防晒用品，几乎所
小摊贩兜售的商品都一个样。价格也便
宜，一顶遮阳帽20块，手套5块，防晒面
罩5块，好吧，花30块再加上原有的装备
把自己包裹起来，只露两只眼睛。我选的
迷彩系列，大家取笑我像恐怖分子。

还在昨天的大巴上，导游一再诱惑
大家骑骆驼去看鸣沙山全景，原谅我用
诱惑一词，大概是因了节约了20块钱的
小市民心态。当时说导游购票可以180
的票可以120元就能买到，散购的话会
很贵。记得当时车上没几个同学购票，我
是在鸣沙山脚下看到了大群的骆驼躺在
沙地上临时起意的，只有卓嘎犹豫了一
会儿跟我一起排队买票了。100元的票价
换来一张印着阿拉伯数字标志的纸片，
拿着纸去寻找驼群5号驼群，我们所在的
5号驼群共有8匹骆驼，经营驼群的是一
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按编号骑骆驼，
等八个号位都排满的时候才出发，小伙
子走最前头，后面的骆驼自然跟上。在这
沙漠上无数个驼群和无数个驼群的主人
每天牵着驼群行走在沙漠上，形成数个
驼队，迎来送往。数个驼队沿着基本固定
的路程连成一线行走在金色的沙漠中，
天是澄澈明净的蓝，金色的细沙在阳光
下闪耀着明亮而柔和的光芒。扯开了所
有的防晒面具，听卓嘎唱歌，是西游记的
主题曲，但场景比西游记里的镜头更美，
至少我认为。我骑的是头驼，牵骆驼的小
伙子问我要不要拍照，拍照的话一人20
块，用我们的手机帮我们拍。这么美的景
致的确不忍错过，我和卓嘎几乎没有什
么犹豫就同意了，我们身后的几个人觉
得不划算说带了自拍杆可以自拍。小伙
子不高兴的样子很明显的在脸上张扬。

倒是没有影响他的服务，拍的照片也还
行。只是除了拍照他几乎一路低头不说
话，问他为什么闷闷不乐，他反过来问
我，他说你整天在一条路上往复跑二三
十趟你会快乐吗？我竟一时回不过神，他
又说，在旅游旺季上，骆驼和人都很累，
如果不是为了生计问题谁都不想这样的
生活。眼前的画面被切到 2012 年的香
港，游船上的一个美女导游，精神饱满的
向我们介绍我们所参观的那条河流两岸
的建筑，亲爱的各位游客朋友，我叫吉娜
是你们这回海行的导游，你们是我今天
接待的第十三船客人，每天我会接待60
船客人左右。早晚两头披着星星走，中午
没休息……眼前牵骆驼的小伙子和那个
叫吉娜的姑娘是多么的相似又是那样的
不同。同为生活，一个笑着面对，一个苦脸
相象，作为过客根本无法评判谁对谁错，
笑是一种态度，但因为迎合反而更累。苦
着脸也是一种态度，更加忠于内心而已。
其实，每一回出行，在路上总会带来各种
不同的体验，总有一些怦然心动或久久不
能忘记的场景让人刻骨铭心。对于一个喜
欢喜欢旅行的人来说，旅行是在不同的地
方找到了自己的许多个另一面。

外人能影响我心情好坏的只能是
瞬间，不管是一个人的行程还是一群人
的狂奔，我总能小心翼翼的维持我心情
的平静。翻看手机上的照片，感觉还是
很不错。

因为时间关系，卓嘎和我踩着绵软
的细沙，深一脚浅一脚的几乎是一路小
跑跑到了月牙泉。月牙泉位于鸣沙山北
麓，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被鸣沙山环抱，
长约150米，宽约50米，因水面酷似一弯
新月而得名。月牙泉边现已建起了亭台
楼榭，再加上起伏的沙山，清澈的泉水，
灿烂的夕阳，景致呈现出迷人的虚幻。

面对向往已久的景致，内心的激动还
是无法控制，月牙泉的周围到处都是看月
牙泉的游客，像我这样激动的就只有我一
个。跪在沙地上，把脸埋进沙子里，田震沙
哑的声音随着心脏的起伏，“看啊，看啊，
月牙泉，想啊，念啊，月牙泉，每当太阳落
下西边的山，天边映出月牙泉，每当驼铃
声声掠过耳边，仿佛又回月牙泉。”

我曾幻想，很多回的幻想，与相爱的
人一起在星空下见证水沙相守千年不变
的奇迹，然而当我今天看到了梦中的月
牙泉时，我还是迟了，月牙泉看起来还是
原来的样子，在四面黄沙的包围中，泉水
清澈明丽。只是千年不涸已是传说，月牙
泉的源头是党河，与月牙泉之间已经断
流，只能用人工方法来保持泉水的现状。
再看人工维持的亭台楼榭半弯月牙泉，
不禁心生荒凉，当今社会没有奇迹，没有
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再低头看看自己发
在朋友圈的微信，黯然神伤。轻轻删去刚
写下的那一段话：“想要来看你的愿望，
已经萌生了很久，想爱，而不是告别。而
我弯曲在时间里，重复我自己，经过，经
过，我只能经过……”跪在鸣沙山的月牙
泉边，我把头埋在沙堆里，我亲吻唇边的
细沙，也亲吻沙旁的月牙泉，想要饮尽千
年的相思。指尖的流沙，我整捧的捧起复
又放下，唯有瘦成一弯月牙，世上的所有
沙粒才不会有移开一寸的想法！牙泉天
长地久有时尽，我的心里藏着忧伤无限，
月牙泉换了容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
庆幸看到了这梦中的海市蜃楼。

◎韩玲

文化随笔

域外风物

主题为“七彩云南·世界共享”的2022年维也
纳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日前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云
南省相关单位、维也纳联合国中文会等共同主办，以
视频方式举行，通过多个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本次中文日活动旨在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
民心相通注入新动力，在特殊时期彰显世界多样

和人类团结的价值观。
作为本次活动主题的中国云南，既有秀丽山

川和多元文化之美，又有绿色生态、和谐团结、开
放包容之美，是新时代中国的缩影，是中国梦的云
南篇章。

在开幕式演出环节，云南艺术家以“云端”方
式呈现了歌曲、民族舞蹈等精彩节目。嘉宾们纷纷

表示，演出展现了云南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面貌和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中华文化的深
厚底蕴令人赞叹。

据悉，本次中文日活动将持续至 13 日，其
间还将举行多场文化展演。作为本次中文日配
套活动的云南专题图片展日前在维也纳联合国
城举办。 据新华社

2022年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