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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花草无赖人

■文/ 傅浩军

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之余研究萧山的
历史文化，有很多体会，在亚运会即将召
开之际，我有一种想法：我们萧山人要宣
传自己的历史文化，提升萧山的品位和形
象，让萧山人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
养，也让亚运宾客感受一个具有深厚历史
底蕴的萧山。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而地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
流，正是千万条各具特色的支流，汇聚成
了气象万千、高华大美的中国文化的长江
大河。萧山文化正是其中之一。

萧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以来，
萧山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练就了
搏击风浪的勇气和胆量，造就了这个地区
特有的文化灵魂，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的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来萧山经济社会
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具有几千
年文化积淀形成的人文精神，围垦精神、

“四千”精神、“四抢”精神……这些凝聚成
“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在一
代又一代的萧山人中传承。

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萧山文化，对
于当地一直有着传承启迪作用。一直以
来，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汲取萧山文化中的
优秀人文精神。比如勾践卧薪尝胆的故
事，体现的是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
神。这种精神，不仅让当时的越王取得了
巨大成功，对于后世湘湖一带的文化精
神，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我在湘湖工作
时，走访一些村民，了解到古代城山上就
有勾践祠，当地许多民众在遇到艰难险阻
时，都习惯登上城山朝拜越王勾践，以取
得越王精神的支持。越王勾践成为当地
人们学习、创业时励志的典范，有的人还
每个月都会去勾践祠朝拜。许多人感受
到，勾践精神有很大的激励价值，会让人
精神振奋、面貌大变，平时遇到困难，人们
也能从中得到支持，坚持下去，越过沟沟
坎坎。一直以来，当地人都非常自觉地维
护着这个场所，凡有修建，一些企业家与
民众都会慷慨解囊，皆缘于勾践所带来的
坚韧不拔的精神。

萧山有许多历史文化故事，如越王
勾践卧薪尝胆、程门立雪的主人公萧山
县令杨时开筑湘湖、明朝时湘湖的戏文
传到西班牙、萧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源
头等。历朝历代还有很多萧山人被载入
正史，在二十五史中有记录的萧山人就
有三十多位，如成语“木人石心”主人公
夏统、南朝孝义善行的代表郭世道和郭
原平父子、“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

“一世不言钱”的朱珪、“一代名幕”汪辉
祖、大学士汤金钊、“萧山相国”朱凤标
等。萧山也有很多名人足迹，如李白与
萧山的不解之缘、刘伯温在萧山的故事、
王阳明说“如此湖须如此山”、徐文长说

“万顷湖边小普陀”“小霸王”孙策的故
事、吴越王钱镠征战萧山的故事等。这
样的历史故事不胜枚举。

我深刻体会到萧山文化积淀深厚、内
涵丰富，是萧山的根之所系、脉之所存，是
百万萧山人民的精神资源。通过历史文
化故事认识萧山，领略萧山的人文之美，
从中汲取营养，吸收优秀的人文精神，坚
定文化自信，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美事。

学习萧山历史文化意义不凡。
萧山不缺文化，但很多萧山人不了解

自己的历史文化，萧山区外的人更不了解
萧山的历史文化。很可惜。

比如湘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很
多故事，可是在人们眼中只看到了风景。

很多萧山人也认为湘湖不过是前几年挖
出来的一个景观湖，以前就是个烂泥塘，
是个砖瓦厂。很多游客到了湘湖，就是毯
子一摊，茶水自带，凳子自带，打牌聊天，
吃吃东西，晒晒太阳，觉得这里环境安静
优雅，人少，仅此而已，没有其他印象，没
人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有历史故事的地
方。我在湘湖工作期间，接待来客时，人
们一边走，一边听我讲湘湖的历史故事，
如古代湘湖是什么时候成形的、108 座桥
的桥名故事、越王勾践是怎么馈鱼退敌
的，他们就兴致盎然，感受大不一样了。

我梳理了一下，认为学习萧山历史文
化有如下作用：能够增长学问；增强文化
自信和自豪感；认识自己，认识萧山，热爱
家乡；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体现精神小
康、全面小康、高质量小康；可以帮助人们
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学生学
习；等等。

我研究萧山历史文化，很有一种愿
望，希望能让萧山人知道萧山的历史文
化、知道萧山是有文化的。我希望为萧山
人学习、传承、发扬萧山的人文精神出一
点微薄之力。

萧山历史文化中有很多故事值得今
天的人们学习其中蕴含的品质和精神，如
清廉的品质。萧山历史上出过大大小小
很多官员，很多是清官，他们身上有很多
优秀的品质，他们的学习精神、担当精神
和清廉品质，很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借
鉴。古代萧山人身上还有许多品质值得
我们学习，如奋发图强、孝顺、仁厚、侠义、
智慧、好学、忠勇等。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的丰厚滋养。”我也把萧山历史文化中
的这些品质和精神说成是营养，我在社
区、学校、机关讲课的主题就是“从萧山历
史文化中汲取营养”。

这些营养不能在萧山人身上流失，
“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不能流
失，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不能流失。

近年来，我陆续在区政协、卫生局、民
政局等机关，楼塔、南阳、盈丰、新街等镇
街，学军中学、崇文学校、萧山第三职业中
等学校，交投集团、湘旅集团、欣美公司等
企业，宁新村、八都村、南门江、金山西苑
等村（社区），新街统战之家、养老协会、鸥
鹭书院、晓风书屋等社会团体，河上党群
服务中心、湘湖驿等党建场所，宣讲萧山
历史文化故事百余场。

在一个星期六，我冒着高温远赴戴村
沈村，给村民们讲萧山故事，结束后，村领
导点头说 ：“你这一课村民们听得最牢，

中途都没有人走掉。”后来，旁边的八都村
也让我去为党员群众讲了一次，这个村的
领导也给予高度评价，晚上还发了微信朋
友圈，说我讲了生动的一课，使村民们真
正了解了萧山历史，增强了文化自信，收
获满满，希望这样的活动继续进行。

我讲故事有点名气了，一个星期六，
萧山最东部益农的久联村，太阳升起的地
方，请我去讲古代萧山的美德故事。路远
了点，车程单趟要一个多小时，而且上午
八点就要开始，还要起个大早，但我想自
己讲的故事这么受欢迎，还是迎着太阳高
高兴兴地去了。

后来，我还走进了直播间，在网上讲
故事，如萧山网录播间、进修学校直播间、
凤凰坞会客厅等，广受网友好评。

我做了很多单位的“回头客”，如在红
山农场讲了三次、南阳街道讲了两次、凤
凰坞会客厅讲了两次、休博园讲了两次。
休博园社区的领导调到育东社区后，觉得
我讲的故事让社区居民听听很有好处，又
请我去育东社区讲了。

我的萧山故事受到欢迎，听众也很有
好评，比较经典的有三句评价：

一是“听了你的故事，刷新了对萧山
的认识”。无论是萧山当地人，还是新萧
山人，听了我的故事，都很惊讶、兴奋，原
来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这么有历史，让他
们产生了自豪感，有了自信。

二是一位校长说：“听了你的故事，学
生考试能够多考五分。”我讲的故事很多
语文课本、历史课本上也有，学生听到书
上的人物在我们萧山也有故事，更有兴
趣，更记得牢，写的作文也更接地气，更有
味道。

三是我成为一些学生眼里“这么厉害
的人”。我当然没有那么厉害，只能说明
现在的学生对历史文化、当地文化了解不
多，其实他们也有渴望学习了解的需求。

借亚运会即将召开之际宣传萧山历
史文化。

作为一个萧山人，不能丢掉我们传统
文化当中的优秀基因，萧山人应该在萧山
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作为亚运主
会场所在地，萧山将迎来四方宾客，我们
要向客人介绍萧山，介绍什么？除了介绍
萧山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还
应当介绍萧山的历史文化，充分拓展萧山
历史文化的深度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广度，让各国来宾感受一个具有深厚历史
底蕴的萧山。

在亚运会即将召开之际着力宣传萧
山历史文化故事，既能更好地服务亚运，
也能进一步提升萧山的形象和品位。

由此，我产生了写写二十五史中的萧
山故事的念头，故事来源以及引文大部分
采自二十五史，如《史记》《三国志》《晋书》
《宋书》《南齐书》《新唐书》《旧唐书》《清史
稿》等，也有小部分采自其他史志，如《嘉
泰会稽志》《吴越春秋》《建康实录》《萧山
县志》，以及古小说集《世说新语》等，所写
人物多在二十五史中出现，所以一概叫作

“二十五史中的萧山故事”了。在写作过
程中，我也学习借鉴并引用了许多专家老
师的资料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里
还存在不少重复错漏的情况，敬请读者专
家批评指正。

萧山是我的家乡，对这片土地我一直
有着浓厚的感情，而通过对萧山历史文化
的长期研究，我更加热爱这片热土，更加
想把家乡灿烂鲜活的历史文化推广出去。

（原文来自作者新书《二十五史中的
萧山故事》后记：“在萧山历史文化中汲取
营养”，有删节）

热爱湘湖的导游黄美红为湘湖写导游词

■文/ 马马

无赖人可恶，这是人所共知的。
哪样的人算是“无赖”？词典上说

是这两种人：一种是“撒泼放刁，蛮不
讲理”的人，一种是“游手好闲，品行不
端”的人。

确实，生活中无论遇上哪一种无
赖，你都只能自认晦气，淘气破财是小
事，有时甚至可能带来灾祸。

无赖人之一，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算一个。阿Q穷得只剩下一条底
裤，在未庄这个生活环境中，面对赵太
爷一类上层人物，他可以自打嘴巴，骂
自己不是人，对与自己差不多的如王
胡这一类人，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讨
饶，对那些地位更在他之下的如尼姑、
吴妈之类的，就是调戏，惹得尼姑骂他

“断子绝孙”，吴妈听到他说“吴妈我
要和你困觉”时，要上吊寻死。

有一次他肚子饿，就去静修庵偷
萝卜，老尼姑出来干涉：“阿弥陀佛，阿
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
啊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
萝卜？”阿Q且看且走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
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
么？你……”

阿Q就是这么一个无赖。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是一个光彩

照人的艺术角色，是脂粉队里的英雄，
但是她有时候“撒泼放刁，蛮不讲理”，
也算是无赖之一。

《红楼梦》第 68 回“苦尤娘赚入
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讲的是
贾琏在外偷娶尤二姐之事被王熙凤知
晓，王熙凤便从荣国府跑到宁国府大
闹——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恸
地，大放悲声，只说：“给你兄弟娶亲我
不恼。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将混账
名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官，省得捕
快皂隶来。再者咱们只过去见了老太
太，太太和众族人，大家公议了，我既
不贤良，又不容丈夫娶亲买妾，只给我
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这一套上场
锣鼓下来，接着王熙凤对尤氏更是步
步进逼，“哭着两手搬着尤氏的脸，紧
对相问道：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
有茄子塞着？不然，他们给你嚼子衔
上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你若告
诉了我，这会子不平安了？怎得经官
动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
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
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
得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
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
小心，图贤良的名儿。总是他们也不
怕你，也不听你。”这便是王熙凤式的
无赖，明明自己吃醋呷酸，却把这锅硬
甩给尤氏，让尤氏吃不了兜着走，只好
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尤氏也哭道：“何
曾不是这样，你不信，问问跟的人，我
何曾不劝的，也得他们听。叫我怎么
样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着
罢了。”

除了上述意义上的无赖，生活中，
我们还会听到长辈亲昵地称呼小孩子

为“小无赖”。我父亲见到重孙子，就
会激动得语无伦次：“我的小无赖来
了，快给我抱一下吧。”父亲嘴里的无
赖，不知有几多欢喜呢。这让我想起
辛弃疾词里那一句“最喜小儿无赖，溪
头卧剥莲蓬”，道理一个样，都是有爱
有怜有喜欢。

小儿无赖惹人爱，植物无赖也可
人啊，辛弃疾在《浣溪沙》中写道“啼鸟
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桃花
开始“撩拨”路上的行人。“无赖”一词
很好地写出了桃花的顽皮与诗人内心
的喜爱。李商隐在《二月二日》里写花
柳的美妙也用了“无赖”一词，“花须柳
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无赖”
与“有情”对举，无赖即有情，有情即无
赖，万物都是可爱可喜。还有徐凝写
的扬州的月亮，也同样“撩拨”得人“爱
爱爱爱你不完”：天下三分明月夜，二
分无赖在扬州。

不过，“无赖”一词，总起来说，就
是拂逆人意让人无奈啊。譬如曹雪芹
这句“无赖诗魔昏晓侵”，诗心成魔还
不够，前面再加个定语“无赖”，这诗魔
真不让人安生，黄昏拂晓都缠着不放
人。无赖诗魔，形象生动。宋朝秦观
也有句“晓阴无赖是穷秋”，这个老天
总是阴着脸不见阳光，明明春天却像
深秋，你这是几个意思呢，简直是无赖
透顶啊。“无赖”仿佛写出了景色的“无
理取闹”“胡作非为”，跟自己刻意过不
去，很好地点出了诗人内心的烦愁。
往前推，还有杜甫的《送路六侍御入
朝》中“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
酒边”，无边春色，与满怀忧伤的诗人
形成一种反差，春色强大到让诗人暂
时压抑了内心的忧愁，但诗人知道，这
被压抑的忧伤只会反弹成更大更深的
愁绪。

“无赖”一词，最初是没有依靠的
意思，慢慢演变成今天词典里的样子，
中间的过程是漫长的，但在古诗词里，
自有它的轨迹可寻。

“无赖”一词，最开始其实是“无所
依靠”的意思，跟耍流氓没有任何关系
哦。 它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
高祖列传》中：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
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因此，在汉代，“无赖”可并不是一
个贬义词哦。魏晋时期成书的《西京
杂记》中记载：“ 广川王去疾，好聚无
赖少年, 游猎毕弋无度。”到了唐宋年
间，诗人们为了将景色描绘得栩栩如
生，经常使用“无赖”一词。

比如杜甫的《送路六侍御入朝》：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诗人刚送别完朋友，内心十分难过。
美好的春色却使他内心更为忧伤，甚
至只好借酒浇愁，想想真是可恶呀。

早晨天气十分阴冷，像萧瑟的深
秋，让人觉得可讨厌了。“无赖”仿佛写
出了景色的“无理取闹”“胡作非为”，
跟自己刻意过不去，很好地点出了诗
人内心的烦愁。

人们在表达自己感情时，经常可
以正话反说。比如，很多女孩子会用

“真讨厌”来对亲昵的人表达自己的喜
欢。“无赖”也可以由“讨厌”转用为令
人喜欢、可爱的意思。

“萧山精神”是萧山灿烂历史文化的结晶

■文/ 陈菊根

10日，萧山区春之歌艺术团的情
景表演唱《有朋自远方来》，在杭州文
广电集团千米演播厅，参加了“2023
杭州金色春晚——唱响春天”最终节
目的演出录制。

这台由杭州市委宣传部（文明
办）和市体育局指导，杭州市文广电集
团主办的晚会，历时3个多月。参加
海选的约有500个节目 ，从中评选出
了35个节目参加复赛，最终通过现场
评委评定和线上投票，选出了17个节

目登上最后的晚会舞台。这些节目包
含了演唱、舞蹈、朗诵、乐器等多种演
出形式。萧山区春之歌艺术团的情景
表演唱《有朋自远方来》，再现了杭城
全民健身迎亚运的情景，传递了杭州
市民喜迎亚运的热情和对杭州亚运盛
会的期盼，营造了一种全民关注亚运、
参与亚运、共迎亚运的浓厚氛围。该
节目还获得了杭州电视台“2023金色
春晚——唱响春天”的“创新奖”杯。

据悉，“2023杭州金色春晚——唱
响春天”整台晚会，近日将在杭州电视
台1台综合频道播出。

萧山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是萧山的根之所系、脉之所存，是百万萧山人民的精神资源

现为浙湘旅游有限公司导游的黄美红对萧山的母亲湖湘湖情有独钟，很多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湘湖历史的学习上。为了找资料，她上图书
馆、档案馆、新华书店；为了学习的方便，她花了半个月的收入，在新华书店和网上买有关湘湖的书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写出了数万字的湘
湖导游词和数十首湘湖诗词。图左为从业20年的导游黄美红在湘湖留影，图右为黄美红学习方晨光等著的《湘湖史》的读书笔记。

（萧闻）

密密麻麻的《湘湖史》的读书笔记，让杭州市
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湘湖研究专家方
晨光大为感动，对黄美红的导游词提供了很多建
设性建议。

春之歌艺术团参加杭州唱响春天演出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