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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谐老＂（诗经）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

从周王朝到汉王朝，我们的文化像春天，百花齐放，百鸟争鸣。遍山遍野，树桠

争相追逐阳光，大地绿草如茵。我们的民族年轻，敢恨敢爱。卓文君，是位敢恨

敢爱的才女，用一生，和司马相如编下了一篇浪漫情诗。

一切，开始在那帘后的一瞥。

那时候，文君新寡。

她年青，她美丽，她才华洋溢，她父亲富甲一方；她是万人羡慕的天之骄女。她

身上，累积了上天所有的祝福。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上天夺取了她年青的夫婿。在她还来不及了解两情长久的可贵，在她还来

不及细细体会两情相渝的欢乐时，上天唤回了她的夫婿，留下她一个人。上天残

忍地用她做例子，向世界宣告天恩、天威的不可测：年轻、美丽、才华、富裕，

都抵不住那独处的凄凉，那没爱的寂寞。任你再美，、再富、再才华洋溢，幸

福，还是要赖天赐。

那时候，她住在四川临卭。他，住在四川成都。

他，是司马相如，人称琴赋双绝。一篇子虚赋，今景帝的亲兄弟梁王（刘武）赞

不绝口，许为开汉赋新天地。梁王的过份偏爱，引来景帝的冷漠。梁王早逝，他

黯然回蜀。他不再动笔，他用琴，叙景、叙情、叙怀、叙志。他琴声出神入化，

只是曲高必难寻知音。人人都沉迷在他优美的琴声里，但没有人听出他细腻多感

的心声。

他单身，他寂寞，他渴望有个知心的红颜伴侣。他身边永远有别人千思万想的仕

女们围绕他，可是他要找的是那能了解他心声的人。他心灵深处，有一份奇怪的

直觉：他知道那知心人在，在等他，在找他。

有一天，他来到临邛，来看他两年不见的好朋友，临邛的新县令王吉。王吉是他

穿开裆裤的朋友，他偷橘子，王吉把风；再长大一些时，王吉翻墙找黄家姑娘黄

丽，他把风。如今，黄姑娘早成了王夫人，见到他就要给他做媒：＂你替王吉把

风，害了我终生,我非要报仇不可。替你找一个比王吉还懒还笨的女人害妳
你＂：）：）：）

见了王吉，司马相如问他：＂这县令好当吗？＂王吉回答：＂好当好当。当今皇

上，信奉黄老，倡无为而治。和我懒笨天性，一拍即合。不过有时懒笨无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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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县府账簿一塌糊涂。库存少了五千两白银，差点杀头。还好大贾卓王孙拔刀

相助，替我补了五千两。哈，说到这，你来正好替我还这笔债。下月七日，是他

生日，他曾说他这辈子什么都不缺，只可惜身为蜀人，却没听过蜀中第一琴司马

的琴声。我代他请你去他家，弹一曲祝你生日快乐，也就还了我欠他的情。＂司

马相如大笑：＂王吉，别耍格老子了。卓王孙是生意人，那会凭白给你龟儿子五

千两银子。肯定是你当时就把我给卖了。好好好，我正好最近做了首新曲百鸟朝

凤，卓王孙也是有名的取之有道的诚信商人。富而不骄，谦卑待人，回鐀乡里。

值得我为他抚一曲。＂

那天，他来到了卓家后园。小小精巧的人工湖边，正对湖中假山的厅上，摆了两

桌。一桌是卓家的近亲好友，一桌是王吉代请的客人，几位官员，几位乡绅，几

位文人雅士。都是爱好音律的人。王吉代坐主位，司马相如坐在他旁边。西厢，

湖边的另一个小厅，坐了三桌女眷。一辐窗帘，隔断她们的视线。汉朝了，大户

人家，男女已开始有别了。

她好奇，想看看他长得是什么样子。黄丽替她拉开窗帘，指着王吉右边的坐位。

是巧合？是天意？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抬起头，不经意的往西厢望去。他看

到黄丽，然后，他看到黄丽旁边那双眼睛。刹那间，天地静止，他听到自己的心

跳声。

那双眼睛，不大。但清澈明亮，让他想起天上的星星。那双眼睛，不大。但充满

了灵性。

突然间，他心进入另一个天地。出奇的平静、出奇的满足。他知道，他终于找到

了他一直追求、等待的她。但是，她又是怎么想呢？

弹琴的时候到了。他拿出绿绮（梁王赐的名琴）调音。无意识下，他弹了两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没弹出来的，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心爱的人儿啊，
你是在水的另一边，是那么地可望而不可及。

这时，他听到西厢的琴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心狂跳起来，这下面没弹

出来的两句，不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么。 -- 能看见你，我怎能不高兴欢
喜？

定定神，他开始弹百鸟朝凤。厅中顿时高山流水，鸟语花香，喜庆中带着高雅高

贵。凤，是百鸟之王，是高贵的化身。他原觉得以此庆卓王孙生日或许有点谄媚

之嫌。但现在，他心已飞到另一方了。很自然的，他在转调时，他加了另一首

曲：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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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兰堂，室迩人遐绞我肠。

他琴声突转低沉，他的心溶进了琴弦，向着帘后的她飞去，向她低声的倾诉，向

她细声的请求：

何缘交颈为鸳鸯，相颉颃兮共翱翔。

今日一别，或永无相见之日。想说的话，赶快说。她在帘后，静静地用心听着。

别人听到的是天籁琴声，她听到的，是他坐在身边，娓娓道来的心意。天地间只

剩下他们两个人，一把琴。他的心，由一根根的琴弦，进入了她的心弦，两心相

谈，自在无碍。她的身体轻轻颤抖，她砰然心悸。他求她，她该怎么办？她偷偷

地扫瞄了全厅，看看有没人起疑。没有。她松了口气。突然，黄丽把桌上豆瓣鱼

的鱼头挟给她：＂快吃，别让它凉了＂她正想推让，黄丽在桌下捏了她腿。卓文

君被这唐突吓了一跳。转过脸，看到黄丽一脸的关心。啊，她也听到了。黄丽漫

不经心的说："好好听。这是我和王吉婚礼上以来，第一次听司马君弹的这么动
人＂。有两三个人诧异地望黄丽一眼：她在炫耀她的婚礼么？只有卓文君知道黄

丽在告诉她：除了在他好朋友王吉的婚宴上，他弹这曲祝贺外，他从未向别人弹

过这曲凤求凰。

她向黄丽笑了笑：＂谢谢你，我的确是很喜欢这鱼头。＂

那是汉朝，我们民族年轻，还没那么多繁文褥礼。客人黄丽替主人卓文君挟菜，

也没人在意。在意的，是卓文君自己。她低头吃鱼，心乱如麻。刚才席前卷帘一

瞥，她看到他若有所思的眼神。那有三分无助，三分徘徊的眼神。一个不该长在

蜀中第一才子身上的眼神。他缺了什么？他在找什么？莫非是孤凤寻凰的寂寞

么？我该怎么办？请黄丽找他来求亲吗？爸爸会答应吗？既然他求我，我答应，

为什么我还要求黄丽，为什么我还要爸爸的允许？爸爸已经替我做了一次主，这

次，是该我自己做主了。尤其，爸爸一心一意要替我找商贾子弟，说门当户对，

背景相若，是夫妻和好的第一条件。司马相如，不是他心中觉得合适的女婿。

想到这里，她心意已决。她推说不胜暑气，告罪先辞。她邀黄丽去她房间一下，

拿她上次提的刺绣。桌上的人，很多都知道卓王孙义助王吉的事。王吉那笔糊涂

帐，是去年大旱，他开仓济贫。仓谷发完不够，他又四出张罗。最后灾是救了，

帐目却少了五千两。这事外面瞒的紧紧的。到不是卓王孙为善不欲人知，而是怕

王吉懒笨原型毕露，纱帽不保。不过这三桌多有内眷，对这事倒颇有耳闻。看到

到卓文君和黄丽一起退席，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她们不知道，一首流传千古的浪漫情诗，正在她们面前铺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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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他在客舍等王吉和黄丽。从卓家出来，黄丽对他说：别乱跑，晚上我和王

吉来看你。她的话，永远有三分命令口气。司马相如听的心暖暖的，这是千金难

换的友情。

有人在叩门，他满怀高兴去开门。正想骂王吉：又迟到了，你这懒笨的恶习，什

么时候才改的了！一开门，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那对天上的星星。近看，他发觉

她好年轻，她有份稚气未脱的纯真。他愕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对他一笑。说：＂我们去成都住＂。

没有什么海誓山盟，没有什么乐子之无家，只有这平淡的一句话，她把终生，托

付了给他。

马车，在门外等着。不用说，他知道一定是黄丽王吉的安排。他匆忙收拾好行

李，上了车。车开了。文君告诉他：＂王吉黄丽不来送你了，他们怕惊动别人，

旁生枝节。（倒底，王吉是一县之长，是狗仔队关注的对象）。黄丽要我告诉

你，放心走，王吉会替你把风“。文君眼里充满笑意，他知道，黄丽一定告诉她

了当年王吉翻墙享福，他在外面喝风挨冻的把风糗事。

带着友情的温暖，看着身边今天午时才见面，但却像在梦中见过千百遍的情人，

他心里充满满足和感恩。

＂我们去成都住＂。啊，多美的一句话。

：：：：：：：：：

在成都，他们开了个小酒店。

这是文君的主意。她说：＂相如啊，你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交往的，都是些和升

斗小民脱节的文人雅士。你在成都长大，你的琴，却从来不弹给在这块地上和你

一起长大的男男女女听。上天赐给你这才能，是要你和大家分享，不是要你孤芳

自赏”。她又说：＂我们俩都是从小被宠大的，从来没有劳动过。让我们开家小

店，自食其力，＂深入民间＂＂。 --他发现，她很喜欢说＂深入民间＂；富家小
姐做惯了，她响望着平实的乐趣。

他们的酒店开张了。文君当炉，相如跑堂。他们私奔的故事，早已传遍成都。他

们是青春恋人们心中的英雄。大家相约而来，酒店里喜乐洋洋。文君的手艺实在

很差，相如这跑堂的是懒笨相加，错误百出。食客们都不在乎，他们大都是先吃

了半饱才来。他们等的，是下午、晚上的打烊的两段时间。司马跑堂会拿出琴，

说谢谢大家包涵，请大家听一曲。一曲完又一曲，最后一定弹凤求凰。琴声里，

相恋的年青恋人，眼中充满了火花。相爱的夫妻，眼中充满辛福的喜爱。很多老

夫老妻，也沉迷在这琴声带来的回忆里。大家听琴时，开始唱歌。会有男士，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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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求大家静，他要一个人唱。大家会心微笑地停下来，看他对着他爱的姑娘，

随着琴声，唱他自编的凤求凰。最有名的，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大男孩唱的：

凤兮凤兮凤是余，凰兮凰兮凰是汝。

凤爱凰兮凤求凰，余爱汝兮请归余。

当时全场轰动，不知谁带头，全店合唱：

凰兮凰兮小奴家，凤兮凤兮大冤家。

凤求凰兮凰爱凤，奴家答应你冤家。

：：：：：：：：：

一年后，黄丽来看他们。劈头第一句：

＂回临邛来。＂

＂你们这店，开得这么有名。应该开到临邛来，替我们王吉县令增光。＂

＂不太好吧，我岳父还没认我。在他家门口开店，不是向他挑衅么？＂

＂真不懂别人怎么会夸你聪明。你比王吉还懒还笨。我来，当然有卓老爷子的默

许。他对你这生米煮成熟饭的女婿，早已认了。但他需要台阶下呀。你不回临

邛，他怎么认你？总不能请他来成都找你吧？你回临邛，是表示请罪求饶。让他

摆足架子，磨个半年一载，就皆大欢喜了。＂

依依不舍下，他们结束了小店，离开了成都。走时，上千人送他们，绝大半是年

轻男女，来送他们心中的英雄。他们舍不得司马相如走，他们更舍不得卓文君

走。文君夜奔，多情多胆。自己挑夫婿，自己做自己主，是每个女孩儿家的梦

想。文君带给她们信心和希望。

几百年后，在遥远的西方，一位悲天悯人的智者教授人们要信、望、爱；要记住

爱就是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

他们回到临邛，开了他们第二家酒店。开张第一天，全城轰动。文君当炉，相同

跑堂。一切有如传闻，包括菜难吃，服务差。可是到打烊时，文君相如，却是一

起抱琴出来，顿时店内店外，一片欢呼声。司马相如再有名，终竟是成都人，卓

文君，才是临邛的骄傲! 

快半年了，卓王孙也真沉得住气，倒底是一方大贾，丝毫不露他真正心意。对卓

文君和司马相如，不理不睬。每日清晨，文君和相如，一定在卓家门外向卓老爷

子和夫人请安。自然是无人理睬。

一天，卓王孙突然出现在店里。身旁陪他的，是他多年伙伴和老友，人称卓家生

意掌门人陈爷。点菜叫酒，陈爷代劳，绕是如此，还是吓得原就点口吃的司马跑

堂话直在舌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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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烊时候到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双双抱琴而出。店里挤满了人，店外更是整条

街都不够，人都挤到隔壁街道去了。很多人都是闻讯而至，都想一方面看热闹，

一方面必要时帮忙求情。这么多人，却没人敢出声，场面出奇地诡异。突然，店

里有人跪下，高喊：请卓老爷原谅成全。这一下翻倒了第一张骨牌，满店满街的

人，年轻、手脚利索的全跪下了。剩下的也跟着喊请卓老爷原谅成全。黑压压的

人群，响雷般的求饶声，＂跟着＂跪下的文君、相如，反而成了被动的配角。他

俩，和卓王孙，掌门陈爷中间，留了店里唯一可以转身的空间。

满店满街求原谅的声音，慢慢地静了下来。跪着的卓文君，膝行向前，抱着从小

看她长大的陈爷的腿，痛哭出声：＂陈伯伯，陈伯伯，你最疼文儿的。求你劝爹

爹原谅文儿。文儿好想爹爹妈妈。" 文君愈哭愈伤心。快一年了。为了自己的幸
福，她选择了伤父母的心。她不后悔，但她伤心。每日早晨去爹娘门前请安，她

心愈来愈不踏实。虽说黄丽说父亲已经默许了，可是她知道她父亲永远是深不可

测。默许，倒底只是一种推测，不是他亲口的允许。患得患失的心情，煎熬着

她，抱着陈爷的腿，那思亲的伤痛，如山洪爆发，排山倒海而出。倒底，她还是

个没满二十的大女孩，一个又要情人爱，又要爹娘爱的大女孩。

陈爷叹一口气：＂文儿文儿，为什么要那样伤爹娘心呢？＂

＂文儿怕他们不答应。＂

＂怕什么呢？你难道忘了：从小到大，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爸爸妈妈最后都会

帮你忙去拿到么？＂

一番话，勾起了文君数不清的回忆。父母的疼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刹那间

全争着向她扑来。她放开陈爷的腿，扑向卓王孙的腿：

＂爹爹! 爹爹......." 

卓王孙叹了口气，一把把她拉起来，＂痴儿痴儿，你知道你妈多想你么？＂

：：：：：：：：：

在满店满街的欢呼声中，卓王孙和陈爷离开了小店。陈爷认了司马相如为义子

（司马相如父母双亡），拿了司马相如的绿绮琴，送给卓王孙，算是聘礼。笑着

对卓王孙说：＂亲家公，你如果还生相如的气，就每早鞭琴出气吧。＂--卓家是大
户，婚姻不能免俗的要有父母之命；陈爷是为此出头。卓文君从小喜欢笑口常开

的陈伯伯，常吵着要做他干女儿。陈伯伯现在为了她，成了她夫婿的干爹，也是

另一段佳话。

很多年后，几乎每一个临邛的老人，都津津乐道这段往事；很多人，都坚称他／

她是第一个跪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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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朝廷上，景帝过世。经过两个短暂而残忍的政变，十六岁的刘彻登基。

中国、大汉，开始走向一个惊天动地、开天辟地的大变。

：：：：：：：：：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清：纳兰容若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一切都会停留在那美好美好的一刻。人永远年青，爱永远单纯。用不着面对时光

的考验。＂等闲变却故人心＂，滴水穿石，多少心，能经得住时光的水磨？

文君多情多胆。胆，有时该收时该守。

看了子虚赋的武帝，赏识称赞作者的才华，召司马相如入京。司马相如，开始他

的仕途发展。卓文君选择留在临邛。司马相如两次出使巴蜀，平服西南蛮夷。卓

文君陪着他。也享受了诰命夫人的风光。可是，其他时间，她不在他身边。人说

男儿多薄悻，可是，文君不肯陪在相如身边，是否是另一个方式的薄悻呢？

受不了长年长月独居的寂寞，司马相如写了封家书回去：

＂一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多了个三，少了个＂亿＂（忆）

他要纳妾。

看到这封家书，卓文君心碎成一片残渣。她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这么了解他；

为什么他说了上句，她就晓得下句；为什么和他总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看不懂这

封信，多好。

她一咬牙，好，你要玩数字游戏，我就陪你玩！拿起笔，她回他一封家书：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

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

怨。

噫?! （你不要忆，我偏要你看着这个忆，好好读下去：）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

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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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

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送出了回信，她一夜难眠。前尘往事，点点滴滴到心头。她舍不得他，她心底万

分舍不得他。可是低头求他么？他若变心，他已不再是我的他，我又为什么要求

他? 

卓文君是敢恨敢爱的女子。但她现在，她不知道她应该恨，还是应该爱，她心乱

如麻。人人夸她聪明，可是情到深时全是痴，她又怎么聪明的起来？

咬咬牙，她从床上爬起，到书桌旁，写下：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你要走，我不要留你！

她笔在发抖，这么多年，我们会少离多，是不是我也太不顾他了？我想深居民

间，他想在庙堂上一展才华。是不是我俩都忘了那真正值得的东西？她的脸变温

柔，她的笔变软了，她向他低声倾诉：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可愿为我放弃那过眼钱财和虚名？

你若不肯，我不会留你。我会伤心，我会断肠，我不会止住我对你的思念，但我

不会留你。生离和死别，又有什么区别？都是一去不回头的诀别！她一口气写完

了最后几行：

朱弦断，明镜缺，

朝露晞，芳时歇，

白头吟，伤离别。

努力加餐莫念妾，

锦水汤汤，

与君长诀！

敢恨敢爱的卓文君，像站在云端的女神，指着司马相如，让心中那数不尽的复杂

情感，尽泄而出。像夏夜的闪电，从天，重重地击入千里外司马相如的心田。

五百年后，有一位潇洒人生的田园诗人，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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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他，也唱出了司马相如的心声。田园荒芜，最难承受的，是心田的荒芜。

：：：：：：：：：：：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 清：纳兰容若

人在福中，常不知福。当时只道是寻常。只有在失去后，才能体会当时的幸福。

司马相如走到人生最后一步了。卓文君，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

他说：文君，我要先走了。我在那边等你。她说：我不会让你久等。她狡黠地一

笑：我不放心你，怕你在那边纳妾。他说：对不起，文君。我当年把持不住自

己。她拿手遮住他嘴：别说这话。不是那样，你也不会马上辞官回里，陪我过了

这万金难换一刻的十年。有这十年相依相伴的十年，我这一生，没虚度了。相如

笑了。他的手脚发冷，但他的心充满温暖。握着她的手，他没再说什么。他们是

灵犀相通的伴侣，心在对心娓娓而谈。言语，是多余的。

他眼睛闭上了。文君轻轻地吻了他。在一起，许许多多的小事，温温馨馨的小

事，一件件浮上她心头。

当时只道是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