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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知道绣球花还有

个别名叫无尽夏。是前几天

看到一位作家出的新书，书

名就叫《无尽夏》，里面提到

无尽夏其实就是绣球花。绣

球花开从六月到九月，花期

绵延整个漫漫夏天，确实有

无尽长夏之感。

准确地说，无尽夏是从

绣球演变而来的一个品种，

极受花草爱好者欢迎。无尽

夏最大的特点是花球大且会

变色：初开时花瓣为白色，后

来转为淡绿，再渐渐转变成

粉蓝或粉红，美得端庄大气、

一团欢喜。看此花时容易让

人想起世间那些圆圆脸蛋、

粉雕玉琢的美丽女子。

之前看过一次绣球花

展，叫《无尽长夏，缤纷森

林——八仙花展》，才知道

绣球还有一个别名叫八仙

花。绣球花的品种实在太多

了，有一种很特别，貌似扬州

的“聚八仙”（琼花），但其实

是木绣球花。木绣球中间的

一丛花蕊是桃红色，四周围

绕着八朵粉色小花，好比一

家人家生了八个仙女般的女

儿，团团圆圆地簇拥在父母

身边。我猜想，也许八仙花

的名字是源自于木绣球吧。

绣 球 在 古 代 名 为“ 绣

毬”，毬在古代是指充毛的皮

球。说来说去，绣球实在是

太像个球了，开得如此饱

满、圆润、大而美丽，还时不

时顽皮地变一下色，好似古

灵精怪的女子捉弄起心上

人来花样百出。李渔在《闲

情偶寄》里大赞绣球：“天工

之巧，至开绣球一花而止

矣。”是呀，一朵花能开得这

么硕大，这么繁复，还如此细

致精巧，如此变幻多姿，人家

也许是天工有意精心为之的

呢。李渔大概也觉得绣球太

像个球，于是，又说：“若是，

则当再生一二蹴球之人，立

于树上，则天工之斗巧者全

矣。”如果再生长出两个踢球

的人在树上，就更完美了。

艺术家的想象力太丰富，这

句看得我忍俊不禁。李渔若

是生在现在，一定备受粉丝

追捧。

绣球花的颜色有很多

种，有时一棵树上开出的花

也颜色不一，五彩缤纷，十分

热 闹 。 我 钟 爱 粉 蓝 与 淡

绿。前年夏天在克林姆林

宫的花园里，曾见到一大片

淡绿色绣球开得声势浩大，

美若仙子，我流连其中，左拍

右照，不忍离去。一旁草地

上的鸽子旁若无人，在我专

心赏花时，竟然飞落在我肩

上，吓了我一大跳。真是个

美好的夏日。

绣球花原产地日本，在

日本被称作紫阳花。这个名

字还是白居易在一首诗里创

造出来的：“虽在人间人不

识，与君名作紫阳花。”据考

证，这并不是真的指绣球，但

这个美丽的名字却被日本人

借用了。日本作家渡边淳一

写过一本小说《紫阳花日

记》，封面就是一朵粉蓝的紫

阳花。他之所以把这部描述

都市中年人困境重重婚姻生

活的小说，以紫阳花命名，用

意很明显，紫阳花会变色，而

原本相爱的两个人感情也会

随时间生变。小说中的女主

人公在经历丈夫情感出轨

后，一系列斗智斗勇的举措，

就是通过一本印有紫阳花的

日记本铺陈开来。小说结尾

的反转特别精彩，女人若想

在紫阳花一样多变的情感中

大获全胜，仅仅有紫阳花般

的好容貌是不够的，智慧必

不可少。

绣球花有这么多的名

字，还是最喜欢它叫无尽夏，

它好像在告诉我，中年人，不

用慌，日子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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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隆是一个才情横溢又放荡不

羁的人。其文学才能得到王世贞、汤

显祖等人的激赏。他曾任颍上知县，

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

为官清正，关心民瘼。或许是性格使

然，常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

其它不说，他跟戏曲结下的不解之

缘，便给他带来了不少灾祸。他甚至

慨叹“四十成翁”，才四十来岁就犹如

老翁了。

这，或许要从他的《彩毫记》说

起。这部屠隆在年近四十岁时写就

的戏曲传奇，叙述大诗人李白借酒醉

之态，让杨贵妃为他捧砚，高力士替

他脱靴，一挥彩毫写就《清平调》三

章，名震长安的故事。一经演出，便

轰动了整个剧坛。当时屠隆已从安

徽颍上知县调任青浦知县。由于政

绩显赫，经吏部派员考核，定为治行

高等，被朝廷擢升为礼部仪制司主

事。孰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万

历十二年十月，早年对屠隆心存芥蒂

的刑部主事俞显卿，上了一道论疏，

称礼部主事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淫

纵，“翠馆候门，青楼郎署”，不仅言辞

有失文臣体面，还牵涉勋戚闺帏。万

历皇帝大为光火，不仅将屠隆贬斥，

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了职。

最近读到《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

字字珠》（明许以忠选编），其中收录

了屠隆写给友人、师长的多封信札。

由此可以看到屠隆遭受沉重打击时

的心理变化。

他在给江南名士徐长孺的信中

说：“丈夫七尺，仆乃侏儒。侏儒亦可

为上帝弄臣，置我白玉楼中鼓吹钧

天，当不减李王孙。为何见遗，岂终

作人间一溷子已耶……仆生平好慈，

若入地狱，便偷启铁楗，令万鬼散走

出苦海至大荒。亦一快心事。”字里

行间透露一派风流倜傥的书生意

气。即便侏儒，也是上帝弄臣；哪怕

下了地狱，也让万鬼脱离苦海。这是

何等的豪迈！读了杨伯翼的诗，屠隆

欣喜若狂，觉得海内如此多的作者，

都不值得一提：“读足下近作，如吸日

月之华，秀爽欲绝。仆居吴会，得纵

观海内作者如林，语工者格卑，气劲

者味短。尚织浓则乏风骨，吐胸臆则

伤体裁。罕有当意者。每得卿诗，便

惊异宝。乃知天之赋才故自不同。”从

中可以看出，屠隆的骨子里，确实有

一股无法遏抑的骄矜之气。在波诡

浪谲的官场，这难免会得罪许多人。

在写给顾升伯修撰的信札中，屠

隆回忆了当年两人“把臂雄谈”的往

事。随后，顾升伯入都复又入滇，屠

隆则踉跄奔走于淮安徐州间。“往岁

仓皇出都门，与先生把臂毗庐阁上一

夕雄谈，略尽寥廓奇事。平明上马，

先生入都，仆即长途酸风淡日，烟沙

障人。回望低垂，魂痴欲绝，已报先

生崎岖万里，单车入滇中。仆亦从淮

徐之间跟蹡奔走。每遥睇彭城落日，

芒旸长云，则想见先生英雄气色也。”

屠隆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官场的处境

不妙，却依然豪气满怀。想见先生英

雄气色，正是为了与之呼应。

然而，现实世界是无情的。对于

他，官场已是苦海深山，不如早日逃

离。他写信给一向欣赏自己的文坛

盟主王世贞袒露心事：“某为吏廉，家

无半顷之田，一椽之屋。上有老亲，

似未能超然。然以某计之，即为官人

十年而往，贫犹今日尔。故不如早日

挂冠自逃苦海，饥寒之事，傥仗友

朋。愚意如此，先生云何。”在给凌椎

哲的信中，诉说了同样的苦衷：“某中

岁不闻道，涉历世艰，流浪苦海，官既

拓落，学植亦荒。惟日夜思逃深山以

自宽，则又奈此世网何！”很想逃离却

又被世网裹挟，实是无可奈何。

汤显祖比屠隆年轻六岁，他十分

钦佩屠隆的才情。屠隆不但会写剧

本，还能粉墨登场，积累了丰富的舞

台经验，这正是汤显祖所不能企及

的。当时屠隆的戏，上座率比汤显祖

的《牡丹亭》还高。屠隆遭受沉重打

击，汤显祖给予巨大的同情。他们是

在万历五年进京会试时结识的，后

来交情日深，结为至交。当时，汤显

祖忍不住挺身而出，替屠隆鸣不平：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

流？”但，屠隆得到的仅仅是心理安慰

而已。

屠隆被罢官时刚满四十二岁。

从此他绝意仕途，回到故乡浙江鄞

县。由于失去了固定收入，生活陷入

窘境。八口之家，靠十七亩薄田维

系，有时候，他不能不“鬻文卖赋”，赖

以为生。尽管如此，屠隆仍醉心于读

书、赋诗、拍曲。然而，这位风流才子

终因家境凄苦，又不幸患上重病无钱

医治，于六十四岁时卒于宁波。

屠隆为什么“四十成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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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

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

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

社会角度来看，宋朝却最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
如此辉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性、完备的政治制
度。作者选取了25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典故，讲述宋朝的种种政治
制度，呈现了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

作者：吴钩
定价：108元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实，以“笾豆簠簋”作为太庙

祭祀的礼器，或者在祭案上加设一

个“牙盘”，究竟有着什么深刻的意

义，赵匡胤自然不会晓得，但既然

前代已经使用了这样的礼器，世代

相沿；而礼官又提议复设“牙盘”，

那就遵循先例吧。这并非刻意泥

古，而是虚己从俗。

宋太祖这种对于礼制虽然不

求甚解却选择遵从先例的态度，得

到北宋著名理学家邵康节的高度

评价：“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

达古今之宜矣。”邵康节是在拍赵

家皇帝的马屁吗？不是。赵匡胤

对待祭礼的心智确实体现了一种

可贵的帝王品质：屈己从众，舍己

从俗。

不妨再来跟宋徽宗的表现做

个比较。北宋立国一百多年之

后，礼制已非常完备，远非开国之

初可比。但徽宗不满意，认为“自

秦汉以来，礼坏不制，……时君世

主，亦莫能兴”，以致“今荐天地、飨

宗庙之器”与三代礼器“无一有合，

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因此，徽

宗诏令将“鼎彝、簠簋、盘匝、爵豆”

等三代礼器“具画来上，朕将亲览，

参酌其宜，以革千古之陋，成一代

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又斥

巨资、役万夫建造传说中的礼制建

筑——明堂；并且突破了宋仁宗朝

已经形成的三年一亲郊的祭天惯

例，改为一年一亲郊，劳众而伤财。

从表面看，宋徽宗对于礼制显

然更为重视，对于祭祀更为虔诚，

但实际上，这是权力者的狂妄、“理

性自负”的膨胀，以为自己就是“议

礼”“考文”的哲人王，可以一举而

革千年礼制之陋。为此，不惜推翻

成例，不恤人言，屈众从己，任性而

为，刻意泥古。

可以说，政治家最不应该有的

品格，宋徽宗全都具有了。所以宋

人对宋徽宗的复古制礼之举评价

极低：“人非复古之人，治非复古之

治，徒以窃虚名、饰美观耳。”

宋徽宗为人君的心智，跟宋太

祖相比，可谓是一个在地下，一个

在天上。太祖出身行伍，本是乱世

英雄，性情豪爽，即便阴差阳错当

上了皇帝，仍然是不拘小节，曾于

大雨中与臣僚饮酒；曾于雪夜拜托

赵普，以“嫂子”称呼赵普夫人；又

曾衣冠不整接见翰林学士窦仪，窦

仪委婉地批评他：“陛下创业垂统，

宜以礼示天下。”他才“敛容谢之，

自是对近臣未尝不冠带”。

我相信，对于赵匡胤来说，不

管是礼法上的繁文缛节，还是制度

上的繁琐程序，都是他前半生非常

陌生的事物。但是，既然当上了开

国之君，就必须完成角色意识的转

换，不可再像早年在民间时那般率

性，而应当习惯于接受繁文缛节、

繁琐制度的束缚。

赵匡胤称帝最初几年，一直处

于角色意识转换的过程中。当他

任命赵普为宰相，遇到副署程序的

麻烦时，直想“朕为卿署之”；当他

发现宫廷采购几个熏笼，居然需要

层层审批时，怒骂“谁做这般条贯

来约束我”；他入太庙祭祀，看到

“笾豆簠簋”等礼器，笑称“吾祖宗

宁识此”，可以说都是豪杰性情的

自然流露。但最后，他都意识到自

己的身份是一国之君，自觉收敛了

不拘小节的性情，转而接受制度、

先例、礼法的安排。

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

身”，从周恭帝手里接过政权之

时，也许谁也想不到他建立的赵

宋王朝能够享国三百余年，是汉

朝之后国运最长的一个朝代。因

为在陈桥兵变之前，已经有五个短

命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

周）以兵变登场，又被兵变推翻（严

格来说，后晋为辽所灭），安知赵宋

不会重蹈覆辙，成为五代之后的第

六代？

但我们从前面讲述的三件小

事，不难看出，赵匡胤这个人，还真

的跟五代的其他军阀不一样。他

能开创一个享国三百余年的王朝，

岂是偶然！

一枚吃瓜群众的发迹变泰

亲爱的女儿，我想跟你谈谈

“阶层固化”的话题。所谓“阶层

固化”，是指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

关闭，阶层流动停滞，处于社会上

层的精英，其后裔可以凭借先天

的优势永远占据社会上层，而处

于社会下层的草根及其后代，却

无法通过后天的努力上升到社会

上层。

研究者一般用“代际收入弹

性”来评估一个社会的阶层固化

程度，“代际收入弹性”最高为 1，

指子代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父

代；“代际收入弹性”最低为 0，指

子代与父代的经济地位完全不

相关。 （连载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