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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子之手，與子諧老＂（詩經）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漢樂府）

從周王朝到漢王朝，我們的文化像春天，百花齊放，百鳥爭鳴。遍山遍野，樹椏

爭相追逐陽光，大地綠草如茵。我們的民族年輕，敢恨敢愛。卓文君，是位敢恨

敢愛的才女，用一生，和司馬相如編下了一篇浪漫情詩。

一切，開始在那帘後的一瞥。

那時候，文君新寡。

她年青，她美麗，她才華洋溢，她父親富甲一方；她是萬人羨慕的天之驕女。她

身上，累積了上天所有的祝福。要什麼，有什麼。

可是，上天奪取了她年青的夫婿。在她還來不及了解兩情長久的可貴，在她還來

不及細細體會兩情相渝的歡樂時，上天喚回了她的夫婿，留下她一個人。上天殘

忍地用她做例子，向世界宣告天恩、天威的不可測：年輕、美麗、才華、富裕，

都抵不住那獨處的淒涼，那沒愛的寂寞。任你再美，、再富、再才華洋溢，幸

福，還是要賴天賜。

那時候，她住在四川臨卭。他，住在四川成都。

他，是司馬相如，人稱琴賦雙絕。一篇子虛賦，今景帝的親兄弟梁王（劉武）讚

不絕口，許為開漢賦新天地。梁王的過份偏愛，引來景帝的冷漠。梁王早逝，他

黯然回蜀。他不再動筆，他用琴，敘景、敘情、敘懷、敘志。他琴聲出神入化，

只是曲高必難尋知音。人人都沈迷在他優美的琴聲裡，但沒有人聽出他細膩多感

的心聲。

他單身，他寂寞，他渴望有個知心的紅顏伴侶。他身邊永遠有別人千思萬想的仕

女們圍繞他，可是他要找的是那能了解他心聲的人。他心靈深處，有一份奇怪的

直覺：他知道那知心人在，在等他，在找他。

有一天，他來到臨邛，來看他兩年不見的好朋友，臨邛的新縣令王吉。王吉是他

穿開襠褲的朋友，他偷橘子，王吉把風；再長大一些時，王吉翻牆找黃家姑娘黃

麗，他把風。如今，黃姑娘早成了王夫人，見到他就要給他做媒：＂你替王吉把

風，害了我終生,我非要報仇不可。替你找一個比王吉還懶還笨的女人害妳你
＂：）：）：）

見了王吉，司馬相如問他：＂這縣令好當嗎？＂王吉回答：＂好當好當。當今皇

上，信奉黃老，倡無為而治。和我懶笨天性，一拍即合。不過有時懶笨無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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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縣府賬簿一塌糊塗。庫存少了五千兩白銀，差點殺頭。還好大賈卓王孫拔刀

相助，替我補了五千兩。哈，說到這，你來正好替我還這筆債。下月七日，是他

生日，他曾説他這輩子什麼都不缺，只可惜身為蜀人，卻沒聼過蜀中第一琴司馬

的琴聲。我代他請你去他家，彈一曲祝你生日快樂，也就還了我欠他的情。＂司

馬相如大笑：＂王吉，別耍格老子了。卓王孫是生意人，那會憑白給你龜兒子五

千兩銀子。肯定是你當時就把我給賣了。好好好，我正好最近做了首新曲百鳥朝

鳳，卓王孫也是有名的取之有道的誠信商人。富而不驕，謙卑待人，回鐀鄉里。

值得我為他撫一曲。＂

那天，他來到了卓家後園。小小精巧的人工湖邊，正對湖中假山的廳上，擺了兩

桌。一桌是卓家的近親好友，一桌是王吉代請的客人，幾位官員，幾位鄉紳，幾

位文人雅士。都是愛好音律的人。王吉代坐主位，司馬相如坐在他旁邊。西廂，

湖邊的另一個小廳，坐了三桌女眷。一輻窗帘，隔斷她們的視綫。漢朝了，大戶

人家，男女已開始有別了。

她好奇，想看看他長得是什麼樣子。黃麗替她拉開窗帘，指着王吉右邊的坐位。

是巧合？是天意？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他抬起頭，不經意的往西廂望去。他看

到黃麗，然後，他看到黃麗旁邊那雙眼睛。剎那間，天地靜止，他聼到自己的心

跳聲。

那雙眼睛，不大。但清澈明亮，讓他想起天上的星星。那雙眼睛，不大。但充滿

了靈性。

突然間，他心進入另一個天地。出奇的平靜、出奇的滿足。他知道，他終於找到

了他一直追求、等待的她。但是，她又是怎麼想呢？

彈琴的時候到了。他拿出綠綺（梁王賜的名琴）調音。無意識下，他彈了兩句＂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沒彈出來的，是＂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心愛的人兒啊，
你是在水的另一邊，是那麼地可望而不可及。

這時，他聼到西廂的琴聲：＂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他心狂跳起來，這下面沒彈

出來的兩句，不是＂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麼。-- 能看見你，我怎能不高興歡
喜？

定定神，他開始彈百鳥朝鳳。廳中頓時高山流水，鳥語花香，喜慶中帶著高雅高

貴。鳳，是百鳥之王，是高貴的化身。他原覺得以此慶卓王孫生日或許有點諂媚

之嫌。但現在，他心已飛到另一方了。很自然的，他在轉調時，他加了另一首

曲：鳳求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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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

有艷淑女在蘭堂，室邇人遐絞我腸。

他琴聲突轉低沉，他的心溶進了琴弦，向着帘後的她飛去，向她低聲的傾訴，向

她細聲的請求：

何緣交頸為鴛鴦，相頡頏兮共翱翔。

今日一別，或永無相見之日。想說的話，趕快說。她在帘後，靜靜地用心聽着。

別人聽到的是天籟琴聲，她聼到的，是他坐在身邊，娓娓道來的心意。天地間只

剩下他們兩個人，一把琴。他的心，由一根根的琴弦，進入了她的心弦，兩心相

談，自在無礙。她的身體輕輕顫抖，她砰然心悸。他求她，她該怎麼辦？她偷偷

地掃瞄了全廳，看看有沒人起疑。沒有。她鬆了口氣。突然，黃麗把桌上豆瓣魚

的魚頭挾給她：＂快吃，別讓它涼了＂她正想推讓，黃麗在桌下捏了她腿。卓文

君被這唐突嚇了一跳。轉過臉，看到黃麗一臉的關心。啊，她也聼到了。黃麗漫

不經心的説："好好聽。這是我和王吉婚禮上以來，第一次聽司馬君彈的這麼動人
＂。有兩三個人詫異地望黃麗一眼：她在炫耀她的婚禮麼？只有卓文君知道黃麗

在告訴她：除了在他好朋友王吉的婚宴上，他彈這曲祝賀外，他從未向別人彈過

這曲鳳求凰。

她向黃麗笑了笑：＂謝謝你，我的確是很喜歡這魚頭。＂

那是漢朝，我們民族年輕，還沒那麼多繁文褥禮。客人黃麗替主人卓文君挾菜，

也沒人在意。在意的，是卓文君自己。她低頭吃魚，心亂如麻。剛才席前捲帘一

瞥，她看到他若有所思的眼神。那有三分無助，三分徘徊的眼神。一個不該長在

蜀中第一才子身上的眼神。他缺了什麼？他在找什麼？莫非是孤鳳尋凰的寂寞

麼？我該怎麼辦？請黃麗找他來求親嗎？爸爸會答應嗎？既然他求我，我答應，

為什麼我還要求黃麗，為什麼我還要爸爸的允許？爸爸已經替我做了一次主，這

次，是該我自己做主了。尤其，爸爸一心一意要替我找商賈子弟，説門當戶對，

背景相若，是夫妻和好的第一條件。司馬相如，不是他心中覺得合適的女婿。

想到這裡，她心意已決。她推説不勝暑氣，告罪先辭。她邀黃麗去她房間一下，

拿她上次提的刺繡。桌上的人，很多都知道卓王孫義助王吉的事。王吉那筆糊塗

帳，是去年大旱，他開倉濟貧。倉穀發完不夠，他又四出張羅。最後災是救了，

帳目卻少了五千兩。這事外面瞞的緊緊的。到不是卓王孫為善不欲人知，而是怕

王吉懶笨原型畢露，紗帽不保。不過這三桌多有內眷，對這事倒頗有耳聞。看到

到卓文君和黃麗一起退席，也不覺得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她們不知道，一首流傳千古的浪漫情詩，正在她們面前鋪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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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他在客舍等王吉和黃麗。從卓家出來，黃麗對他説：別亂跑，晚上我和王

吉來看你。她的話，永遠有三分命令口氣。司馬相如聽的心暖暖的，這是千金難

換的友情。

有人在叩門，他滿懷高興去開門。正想罵王吉：又遲到了，你這懶笨的惡習，什

麼時候才改的了！一開門，他看到了那雙眼睛，那對天上的星星。近看，他發覺

她好年輕，她有份稚氣未脫的純真。他愕住了，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對他一笑。説：＂我們去成都住＂。

沒有什麼海誓山盟，沒有什麼樂子之無家，只有這平淡的一句話，她把終生，託

付了給他。

馬車，在門外等着。不用説，他知道一定是黃麗王吉的安排。他匆忙收拾好行

李，上了車。車開了。文君告訴他：＂王吉黃麗不來送你了，他們怕驚動別人，

旁生枝節。（倒底，王吉是一縣之長，是狗仔隊關注的對象）。黃麗要我告訴

你，放心走，王吉會替你把風“。文君眼裡充滿笑意，他知道，黃麗一定告訴她

了當年王吉翻牆享福，他在外面喝風挨凍的把風糗事。

帶着友情的溫暖，看着身邊今天午時才見面，但卻像在夢中見過千百遍的情人，

他心裡充滿滿足和感恩。

＂我們去成都住＂。啊，多美的一句話。

：：：：：：：：：

在成都，他們開了個小酒店。

這是文君的主意。她說：＂相如啊，你太不食人間煙火了。交往的，都是些和升

斗小民脫節的文人雅士。你在成都長大，你的琴，卻從來不彈給在這塊地上和你

一起長大的男男女女聼。上天賜給你這才能，是要你和大家分享，不是要你孤芳

自賞”。她又說：＂我們倆都是從小被寵大的，從來沒有勞動過。讓我們開家小

店，自食其力，＂深入民間＂＂。--他發現，她很喜歡說＂深入民間＂；富家小姐
做慣了，她响望着平實的樂趣。

他們的酒店開張了。文君當爐，相如跑堂。他們私奔的故事，早已傳遍成都。他

們是青春戀人們心中的英雄。大家相約而來，酒店裡喜樂洋洋。文君的手藝實在

很差，相如這跑堂的是懶笨相加，錯誤百出。食客們都不在乎，他們大都是先吃

了半飽才來。他們等的，是下午、晚上的打烊的兩段時間。司馬跑堂會拿出琴，

說謝謝大家包涵，請大家聼一曲。一曲完又一曲，最後一定彈鳳求凰。琴聲裡，

相戀的年青戀人，眼中充滿了火花。相愛的夫妻，眼中充滿辛福的喜愛。很多老

夫老妻，也沈迷在這琴聲帶來的回憶裡。大家聽琴時，開始唱歌。會有男士，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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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求大家靜，他要一個人唱。大家會心微笑地停下來，看他對着他愛的姑娘，

隨著琴聲，唱他自編的鳳求凰。最有名的，是一個粗通文墨的大男孩唱的：

鳳兮鳳兮鳳是余，凰兮凰兮凰是汝。

鳳愛凰兮鳳求凰，余愛汝兮請歸余。

當時全場轟動，不知誰帶頭，全店合唱：

凰兮凰兮小奴家，鳳兮鳳兮大冤家。

鳳求凰兮凰愛鳳，奴家答應你冤家。

：：：：：：：：：

一年後，黃麗來看他們。劈頭第一句：

＂回臨邛來。＂

＂你們這店，開得這麼有名。應該開到臨邛來，替我們王吉縣令增光。＂

＂不太好吧，我岳父還沒認我。在他家門口開店，不是向他挑釁麼？＂

＂真不懂別人怎麼會誇你聰明。你比王吉還懶還笨。我來，當然有卓老爺子的默

許。他對你這生米煮成熟飯的女婿，早已認了。但他需要台階下呀。你不回臨

邛，他怎麼認你？總不能請他來成都找你吧？你回臨邛，是表示請罪求饒。讓他

擺足架子，磨個半年一載，就皆大歡喜了。＂

依依不捨下，他們結束了小店，離開了成都。走時，上千人送他們，絕大半是年

輕男女，來送他們心中的英雄。他們捨不得司馬相如走，他們更捨不得卓文君

走。文君夜奔，多情多膽。自己挑夫婿，自己做自己主，是每個女孩兒家的夢

想。文君帶給她們信心和希望。

幾百年後，在遙遠的西方，一位悲天憫人的智者教授人們要信、望、愛；要記住

愛就是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

他們回到臨邛，開了他們第二家酒店。開張第一天，全城轟動。文君當爐，相同

跑堂。一切有如傳聞，包括菜難吃，服務差。可是到打烊時，文君相如，卻是一

起抱琴出來，頓時店內店外，一片歡呼聲。司馬相如再有名，終竟是成都人，卓

文君，才是臨邛的驕傲! 

快半年了，卓王孫也真沉得住氣，倒底是一方大賈，絲毫不露他真正心意。對卓

文君和司馬相如，不理不睬。每日清晨，文君和相如，一定在卓家門外向卓老爺

子和夫人請安。自然是無人理睬。

一天，卓王孫突然出現在店裡。身旁陪他的，是他多年伙伴和老友，人稱卓家生

意掌門人陳爺。點菜叫酒，陳爺代勞，繞是如此，還是嚇得原就點口吃的司馬跑

堂話直在舌頭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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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烊時候到了，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雙雙抱琴而出。店裡擠滿了人，店外更是整條

街都不夠，人都擠到隔壁街道去了。很多人都是聞訊而至，都想一方面看熱鬧，

一方面必要時幫忙求情。這麼多人，卻沒人敢出聲，場面出奇地詭異。突然，店

裡有人跪下，高喊：請卓老爺原諒成全。這一下翻倒了第一張骨牌，滿店滿街的

人，年輕、手腳利索的全跪下了。剩下的也跟着喊請卓老爺原諒成全。黑壓壓的

人群，響雷般的求饒聲，＂跟著＂跪下的文君、相如，反而成了被動的配角。他

倆，和卓王孫，掌門陳爺中間，留了店裡唯一可以轉身的空間。

滿店滿街求原諒的聲音，慢慢地靜了下來。跪着的卓文君，膝行向前，抱着從小

看她長大的陳爺的腿，痛哭出聲：＂陳伯伯，陳伯伯，你最疼文兒的。求你勸爹

爹原諒文兒。文兒好想爹爹媽媽。" 文君愈哭愈傷心。快一年了。為了自己的幸
福，她選擇了傷父母的心。她不後悔，但她傷心。每日早晨去爹娘門前請安，她

心愈來愈不踏實。雖說黃麗說父親已經默許了，可是她知道她父親永遠是深不可

測。默許，倒底只是一種推測，不是他親口的允許。患得患失的心情，煎熬着

她，抱着陳爺的腿，那思親的傷痛，如山洪爆發，排山倒海而出。倒底，她還是

個沒滿二十的大女孩，一個又要情人愛，又要爹娘愛的大女孩。

陳爺嘆一口氣：＂文兒文兒，為什麼要那樣傷爹娘心呢？＂

＂文兒怕他們不答應。＂

＂怕什麼呢？你難道忘了：從小到大，你真正想要的東西，你爸爸媽媽最後都會

幫你忙去拿到麼？＂

一番話，勾起了文君數不清的回憶。父母的疼愛，從小到大的點點滴滴，剎那間

全爭着向她撲來。她放開陳爺的腿，撲向卓王孫的腿：

＂爹爹! 爹爹......." 

卓王孫嘆了口氣，一把把她拉起來，＂痴兒痴兒，你知道你媽多想你麼？＂

：：：：：：：：：

在滿店滿街的歡呼聲中，卓王孫和陳爺離開了小店。陳爺認了司馬相如為義子

（司馬相如父母雙亡），拿了司馬相如的綠綺琴，送給卓王孫，算是聘禮。笑着

對卓王孫説：＂親家公，你如果還生相如的氣，就每早鞭琴出氣吧。＂--卓家是大
戶，婚姻不能免俗的要有父母之命；陳爺是為此出頭。卓文君從小喜歡笑口常開

的陳伯伯，常吵着要做他乾女兒。陳伯伯現在為了她，成了她夫婿的乾爹，也是

另一段佳話。

很多年後，幾乎每一個臨邛的老人，都津津樂道這段往事；很多人，都堅稱他／

她是第一個跪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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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朝廷上，景帝過世。經過兩個短暫而殘忍的政變，十六歲的劉徹登基。

中國、大漢，開始走向一個驚天動地、開天闢地的大變。

：：：：：：：：：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

      ---清：納蘭容若

人生若只如初見。

一切都會停留在那美好美好的一刻。人永遠年青，愛永遠單純。用不着面對時光

的考驗。＂等閒變卻故人心＂，滴水穿石，多少心，能經得住時光的水磨？

文君多情多膽。膽，有時該收時該守。

看了子虛賦的武帝，賞識稱讚作者的才華，召司馬相如入京。司馬相如，開始他

的仕途發展。卓文君選擇留在臨邛。司馬相如兩次出使巴蜀，平服西南蠻夷。卓

文君陪着他。也享受了誥命夫人的風光。可是，其他時間，她不在他身邊。人說

男兒多薄悻，可是，文君不肯陪在相如身邊，是否是另一個方式的薄悻呢？

受不了長年長月獨居的寂寞，司馬相如寫了封家書回去：

＂一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

多了個三，少了個＂億＂（憶）

他要納妾。

看到這封家書，卓文君心碎成一片殘渣。她恨自己，恨自己為什麼這麼了解他；

為什麼他説了上句，她就曉得下句；為什麼和他總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看不懂這

封信，多好。

她一咬牙，好，你要玩數字遊戲，我就陪你玩！拿起筆，她回他一封家書：

一別之後，二地相懸，只說是三四月，又誰知五六年。七弦琴無心彈，八行書無

可傳，九連環從中折斷，十里長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萬般無奈把君

怨。

噫?! （你不要憶，我偏要你看着這個憶，好好讀下去：）
萬語千言說不完，百無聊賴十依欄，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圓人不圓。七

月半燒香秉燭問蒼天，六月伏天人人搖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陣陣冷雨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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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端，四月枇杷未黃我欲對鏡心意亂。忽怱怱，三月桃花隨水轉；飄零零，二月

風箏線兒斷。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為女來我為男！

送出了回信，她一夜難眠。前塵往事，點點滴滴到心頭。她捨不得他，她心底萬

分捨不得他。可是低頭求他麼？他若變心，他已不再是我的他，我又為什麼要求

他? 

卓文君是敢恨敢愛的女子。但她現在，她不知道她應該恨，還是應該愛，她心亂

如麻。人人誇她聰明，可是情到深時全是痴，她又怎麼聰明的起來？

咬咬牙，她從床上爬起，到書桌旁，寫下：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中月。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你要走，我不要留你！

她筆在發抖，這麼多年，我們會少離多，是不是我也太不顧他了？我想深居民

間，他想在廟堂上一展才華。是不是我倆都忘了那真正值得的東西？她的臉變溫

柔，她的筆變軟了，她向他低聲傾訴：

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

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可願為我放棄那過眼錢財和虛名？

你若不肯，我不會留你。我會傷心，我會斷腸，我不會止住我對你的思念，但我

不會留你。生離和死別，又有什麼區別？都是一去不回頭的訣別！她一口氣寫完

了最後幾行：

朱弦斷，明鏡缺，

朝露晞，芳時歇，

白頭吟，傷離別。

努力加餐莫念妾，

錦水湯湯，

與君長訣！

敢恨敢愛的卓文君，像站在雲端的女神，指着司馬相如，讓心中那數不盡的複雜

情感，盡洩而出。像夏夜的閃電，從天，重重地擊入千里外司馬相如的心田。

五百年後，有一位瀟灑人生的田園詩人，唱出了他自己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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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他，也唱出了司馬相如的心聲。田園荒蕪，最難承受的，是心田的荒蕪。

：：：：：：：：：：：

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

當時只道是尋常。

       -- 清：納蘭容若

人在福中，常不知福。當時只道是尋常。只有在失去後，才能體會當時的幸福。

司馬相如走到人生最後一步了。卓文君，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

他說：文君，我要先走了。我在那邊等你。她説：我不會讓你久等。她狡黠地一

笑：我不放心你，怕你在那邊納妾。他説：對不起，文君。我當年把持不住自

己。她拿手遮住他嘴：別說這話。不是那樣，你也不會馬上辭官回里，陪我過了

這萬金難換一刻的十年。有這十年相依相伴的十年，我這一生，沒虛度了。相如

笑了。他的手腳發冷，但他的心充滿溫暖。握着她的手，他沒再說什麼。他們是

靈犀相通的伴侶，心在對心娓娓而談。言語，是多餘的。

他眼睛閉上了。文君輕輕地吻了他。在一起，許許多多的小事，溫溫馨馨的小

事，一件件浮上她心頭。

當時只道是尋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