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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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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银河望
"外一首#

方 华

星光璀璨

把心中洒满画意诗情

一份千万年的承诺突然升起

要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

照亮记忆

天幕之上

银河闪亮

我听见叮咚流淌的美妙之音

这些晶莹的浪花

破空而来

要在今宵

溅湿我的诗行

如梦佳期

抬头仰望银河的人

今夜要做一位怀揣诗情的牛郎

以无韵的梦语

敲打

织女的心房

温习神话
今夜 从繁忙的日子中抬起头来

让月光验证一下

那曾经的誓言是否鲜艳如初

今夜 我们一起温习一段神话

让天地相隔来衬映

相依相伴的幸福

还有多少传说在月下续写

还有多少泪滴比月光更清

今夜 借鹊舞之风

我们要挣脱所有的羁绊

去赴一场三生三世的爱约

今夜应没有相思之苦

今夜只有风偷听林中的缠绵

今夜的月光为我们清扫爱情的天空

今夜的絮语一片星光灿烂

爱的主题
杨付华

漠漠然提起笔

无从写起

无奈的七夕

经不起太多故事的洗礼

默默的读你

灵魂是我通天的笔

纯洁的心镜映射

梦是仙子的故里

不要太多文饰

扬弃太多虚无

躲过许多世俗

在这特殊的节日

怦然而动的火热

勾勒出你的主题

不必避讳

今晚你是主题

憋屈了三百六十五日的情绪

暗淡了太阳

隐藏了月亮

化为一场冷冷清清的秋雨

话 说“ 七 夕 节 ”
张光恒

农历七月初七! 是中国的传统民间
节日"七夕节#!现在被誉为了中国式"情
人节$%传说中!隔着银河相望的织女&牛
郎二人! 这一天将在鹊桥上相会并互叙
衷肠% 此节日!可谓历史悠久!而细究起
来!这一天更是被人们赋予了多层涵义!

诸如希翼乞巧& 祈告得子& 祈祷福禄等
等!正因为此!七夕节也算是中国民间较
重要的一个节日%

这个节日的来源! 最早可追溯到春
秋战国时期%在'诗经(大东)中说!"跤彼
织女!终日七襄% **睨彼牵牛!不认服
箱$%这个时候的织女&牛郎!仅仅是指对
夜空二星座的叫法!并且!很有可能与当
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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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而不是中国爱情传说
故事中的牛郎&织女% 直到汉代!才证明
七夕节与牛郎织女的故事联系了起来!

并且正式成为了属于妇女的节日! 这在
东汉应劭撰的'风俗通)中有关语句可以

看出来! 如 "织女七夕当渡河! 使鹊为
侨$!明显是指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

这一中国民间节日! 因为有牛郎织
女的美好爱情故事作底子! 而产生了丰
富多彩&含义深刻的节日风俗活动%如古
时!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午间!有妇女
在阳光下!将针投以水盆!以水中针影!

辨女子是否智巧+ 也有妇女们陈列花果
女红!礼拜七姐织女!并穿针引线一图乞
巧!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整个
仪式虔诚而隆重+ 也有青年妇女向织女
求赐美满姻缘的!如王勃的'七夕赋)中
"眷神姿于月夕$一句!说的就是与爱情
相关的最美好的七夕夜晚%

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有
记载古代女子在七夕夜的 "闺中秘戏$,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

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陈几筵酒
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

则以为符应% $喜子是指一种小型蜘蛛%

'东京梦华录) 则说,"妇女望月穿针!或
以小蜘蛛安盒子内! 次日看之! 若网圆
正!谓之得巧% $杜甫在'牵牛织女)诗中
也曾提及到了这种风俗!"蛛丝小人态!

曲缀瓜果中$% 刘言史'七夕歌)也说"碧
空露重新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

到了现代! 七夕节又被人们正式地
称为"爱情节$% 许多商家和民众称之为
"中国情人节$!但由于"情人$一词可能
产生的歧义! 以及七夕传统习俗中并没
有情侣约会的内容! 因此民俗专家认为
称为"情人节$不适当!而应称"爱情节$%

在中国! 实际情况是七夕节被商家作为
商业促销的一大良机而被大肆渲染!而
传统习俗则呈现失落状态! 人们对七夕
的热情比不上西洋舶来品二月份的 "情
人节$!至于台湾和香港也受到西洋文化
的影响!七夕节更是冷清!这点很令人深
思%

人 到 中 年 话“ 七 夕 ”
蒋绍斌

记得小时候夏夜乘凉! 奶奶坐在竹
床上!摇着一把破布包边的蒲扇!给我们
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说心灵手巧的织女
是天上玉帝的小女儿! 私自下凡遇上了
人间善良正值的放牛郎董永!彼此爱慕!

结为恩爱夫妻!生了一双儿女!日子过得
和和美美%后来玉帝知道了!硬说织女犯
了天规!派天兵天将捉织女到天庭!牛郎
挑着儿女追赶!眼看就要赶上时!狠心的
王母娘娘取下头上金钗!划了一道河!把
二人分隔在河两岸% 从此! 夫妻隔河相
望!只有等到七夕这天晚上!人间的乌鹊
都飞上天!在银河上搭起鹊桥!牛郎织女
才能相会%我们听后!恨死了玉帝和他老
婆王母娘娘%

奶奶还说!七夕夜里!夜深人静的时
候!凡人藏瓜果架下!也能听到牛郎织女
说的话%如果他们伤心掉下的泪水!就会
变成雨从天下掉下来%

孩子总是顽皮的% 到了七月初七晚
上!趁奶奶教姐姐月下穿针时!我先邀小
伙伴到村边爬树!想看鹊巢的鸟在不%可
树太瘦!没人敢上!只好各自怏怏不乐回
家% 半夜里!我装着起来屙尿!一个人偷
偷躲在院子里的丝瓜架底下! 想听织女
和牛郎说些啥%静静地听了半天!只听到
一些蛐蛐虫儿的叫声! 没听到牛郎和织
女说话%丝瓜叶上的露水滴在脸上!我还
以为是织女哭了%第二天!我问小伙伴听
到牛郎和织女说话不! 小伙伴都摇头说
没听到% 我就说奶奶骗人! 可奶奶笑着
说!傻孩子!长大了才能听见呢%

长大后!才知道!始于汉朝的七夕节
.又名乞巧节/!牛郎织女的故事!只是一
个凄美的传说%

如今人到中年! 几乎经历爱情婚姻
全过程!但童心未眠%我依旧喜欢和小时
候一样在七夕夜仰望星空! 想象着牛郎

和织女鹊桥相会% 不过和小时候不同的
是!我已经学会了思考%旧社会牛郎织女
式的婚姻悲剧!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但
他们不怕贫穷!纯真圣洁&忠贞不渝的爱
情婚姻家庭观! 却又是当今社会最为缺
乏的% 而今!物质生活丰盈!但人们的爱
情观在物欲的无情侵蚀下!日渐贫穷!似
乎迷失了方向% 人们面对爱情婚姻家庭
观!谈得与考虑最多的是物质%以至结婚
后!因为时间&距离!或者各种各样的磨
难和考验而心生退意! 婚姻破裂比比皆
是%

今天我们过七夕! 再一次听牛郎织
女的故事!更应该认同他们对婚姻忠贞&

执著&信守承诺的解读% 明白真正的爱!

绝非一时之念! 而是终身相守% 只有这
样!历史节日的传承!才能为时代赋予新
的内涵%

七 夕 感 怀
苗君甫

我想这时候! 会有无数对的
情侣在温馨浪漫的灯光下握手长
谈!喃喃低语!如鲜花般明媚的笑
容盈漾在彼此的脸上! 那样的坚
守和依偎围成世间最完美的城 !

让人迷醉%

我想这时候! 会有无数条美
好的短信息在手机里传递! 那字
字敲击出来的美好祝福伴着铃声
响起!在悦耳的铃音下祝福频传!

传递的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 !让
人温暖%

我想这时候! 会有渐渐弥漫
的爱之馨香在空气中传递! 那些
相守终生的誓言照亮这个日子的
每一分&每一秒!也会点亮彼此一
生的眷恋! 那句句爱的箴言坚定
的是一种最纯真美好的情感 !让
人感动%

我想这时候! 会有绚丽的鲜
花捧在无数的被爱宠着的幸福小
女人的手上! 玫瑰娇羞的脸庞加

上幸福映出的笑靥会如悄悄绽放
的蔷薇!摇曳一室最绚烂的心情!

让人心醉%

我想这时候! 婚姻中的男男
女女会给彼此一个最最温暖的怀
抱! 也会给彼此一个最最温柔的
微笑!他们交换的是会心的眼神&

温软的美丽和动人的默契% 那流
露在空气中的美好情感如彼此天
空中的七彩虹! 点亮每一个琐碎
凡俗的日子%

我想这时候!叫做
#

七夕节
#

的三个字会在人们口中不经意
地& 或者刻意地提到! 我想这时
候!我也会静静地感恩!感谢有这
样的日子可以成全我们的一直寄
存于心的美好% 而我!更想的是每
一天!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这样
温婉的情绪和温柔的心灵去感应
生活!去感激爱情!那么有爱的每
一天! 将都是最美好的中国情人
节了吧%

思念 粤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