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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娴早年诗词，多比较清丽明艳，

晚年遭际坎坷，亡夫殇女，多幽怨之词。

著有《贯珠集》《焚余草》。《明诗综》和《明

词综》均收有她的作品。《浣溪沙》一词，是

王凤娴早年诗词的代表作，词曰：“曲径新

篁野草香，随风闪闪蝶衣忙。柳絮飞坠点

衣裳。人在镜中怜瘦影，燕翻波面舞春

长。小桥古渡半夕阳。”

这首词选自《明词综》。新篁滴翠，野

花飘香，在这疏密相间，凤尾朝天的竹林

下，有一条幽静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

竹林外的河边。那千姿百态的蝴蝶，随风

翻飞，既殷勤，又忙碌，是逗花、恋花、采

花？河边洁白的柳絮，随风飘舞。坠落下

来，使那游春女子的花衣裳，平添了新的

花色。

临境梳妆，女诗人看到自己娇瘦的倩

影，独自感叹。窗外春意盎然，水面乳燕

翻飞。充满生机的一切，和娇瘦喘香的自

己是多么的不协调啊。眼前是一幅动人

的画面：古渡、小桥、流水、夕阳，构成了流

动美。这首词，虽然寓有淡淡的清愁，但

几乎全是写景。有如“俯拾即是，不取诸

邻，……薄言情语，悠悠天韵。”表面看来，

似是信手拈来，其实匠心独运，犹如大自

然的杰作。

张引元、引庆两

姊妹，在母亲王凤娴

的熏陶下，也都工于

诗词，时常与母亲唱

和，交流感情。张引

元是王凤娴长女，举

止温婉，天资聪颖，相传她六岁能诵唐诗，

母亲王凤娴教读《左传》《国语》《离骚》等，

二十七岁时嫁与杨安石为妻。张引庆是王

凤娴的次女，与姊张引元的诗作合为《双燕

遗音》一卷，《明史·艺文志》中都有记载。

想当年，王凤娴夫唱妇随，母吟女和，

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转眼间，人去楼空，

物是人非，留下的只是满怀悲戚与凄凉。

昔日的音容笑貌，只剩下“虚室凄凉泪暗

弹”（王凤娴《忆亡夫诗》）。没想到，自己含

辛茹苦养大的两个闺女，也都是先她而

去。思女情切，王凤娴痛断肝肠，写了一系

列《哭女诗》，道尽了女诗人的心酸。

其中，最著名的有四首，第一首《空

闺》：壁网蛛丝镜网尘，花钿委地不知春。

伤心怕见呢喃燕，犹在雕梁觅主人。第二

首《闲针》：少年工制独称奇，决似灵芸夜

绣时。笑语楼前争乞巧，心无复伤见穿

丝。第三首《剩粉》：晓妆曾整傅铅华，玉

匣新开斗雪花。今日可怜俱委落，余香犹

自锁窗纱。第四首《燕子楼》：燕子楼头燕

子回，何年鹤去见归来。相思怨结东风

泪，洒向残花已剩灰。《中国历代才女诗歌

鉴赏辞典》对其诗评价甚高，说其“使味之

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此诗之妙，就“妙

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且“事出于沉思，

义归于翰藻”，显示出不着死灰的艺术效

果。诗歌景物凄哀，气氛悲凉。有一种动

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悲剧美。这种悲剧

美，具有微妙的魅力，起到了唤起内心情

愫的艺术效果。睹物思人，反复咏叹，与

苏轼的悼亡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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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女性诗坛崛兴，女诗人不仅振兴闺阁诗坛，而且争衡文豪大家，以其卓绝

的诗歌才华，创造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一段辉煌的历史。明清之际，妇女写作和

结集出版的盛况，已经引起了当今学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女诗人群体主要集中在

江南一带，这里人文发达，经济昌盛，文学世家林立，涌现出了吴江叶氏、嘉兴黄

氏、绍兴祁氏、嘉定侯氏、桐城方氏，以及松江王凤娴母女等大量女诗人群体。王

凤娴与两个女儿张引元、张引庆，诗词唱和，感情深厚，施蛰存校点的《名媛翠楼

集》，收入王凤娴八首，张引庆八首，张引元十首。

王凤娴出生于干巷寒圩（今上海市金山区人），自幼聪慧可人，工于文笔，诗名

卓著，相传她不到十岁的时候，祖父出了上联“秀眉新月小”命其作对。年幼的王

凤娴当即答道：“鬓发片云浓”。祖父大为欣喜。长大之后，嫁给松江进士张本嘉，

生有一子两女。不久张本嘉病死，王凤娴艰辛自誓，抚其子女。长子张汝开，中乡

试举人，为怀庆县丞；长女张引元，字文姝；次女张引庆，字娟姝。两女都是诗词妙

手，但不幸都是英年早逝，王凤娴痛断肝肠，有《焚余草》传世，其中又以《哭女》诸

篇，最为感人肺腑。《玉镜阳秋》评曰：《哭女》诸绝，最真挚可诵。清朝著名学者范

濂评其诗为“高华绝响，钱刘清新，迥出温许”。

几千年来，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人针对妇女出版作品评论道：

“即使闺中有此韵事，亦仅可于琴瑟在御时，作赏鉴

之资，胡可刊版流传，夸耀于世乎？”其实当时非但

男子这样想，即使大多数女子也摆脱不了世俗观

念，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红楼梦》中，薛宝钗劝林

黛玉的一句话：“……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

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

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

内之事……”

清代女作家王贞仪（1768—1797）也在书信中

指出：“大抵今人之弊，最患急于求名，唯恐人不及

知。而未定之稿，出以示人，求片言于大老名公以

为荣。在彼固不自知，而一经有识者哑然置之。夫

所以哑然置之者，以物之不足当一赞叹，且遽因其

人之乞求，遂柔声媚态以贡谀也。”她明确地表示不

会出版自己的诗作，“唯守内言不出之训，以存女子

之道耳”。

这里道出某些女作家好名、出示诗稿求序的现

象，与内则女训确有明显冲突。既然“诗文不是女

子分内之事，内言不出又是女子之道”；那么，出版

诗稿的妇女又求的是什么呢？《红楼梦》被誉为封建

社会的百科全书，但就这一点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社

会对女性写诗的态度。

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王凤娴几度要将自

己的诗稿烧掉，天幸她有一个见识非同一般的哥哥

王献吉。他在《<焚余草>序》中言：“（孺人）俯仰三

四十年间，荣华雕落，奄忽变迁，触物兴情，惊离吊

往，无不于诗焉发之。孺人亦雅不以屑意，成辄弃

去，所存无几何。一日谓不肖曰：妇道无文，我且付

之祖龙。余曰：是不然，《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

人女子，…… 删《诗》者采而辑之，列之《国风》，以

为化始。”当时王凤娴就是心存薛宝钗这样的观点，

认为“妇道无文”，想一把火烧掉这些文稿。正在犹

豫之际，于是向兄弟王献吉征求意见。

说起来“风流解元”四个字，人们往往会想起后

世传颂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以及关于他许

许多多放荡不羁的传说。然而，在迟唐伯虎近百年

的时候，松江地区也出了一位“狂荡不羁”的解元，

他就是王凤娴的哥哥王献吉。

王献吉，字徵慧，进士王善继（字达宇）的儿子，

天性“颖悟，过目成诵”，博学多才。但少年时代顽

皮之极，性格倔强，“狂荡不羁”，即便在严厉的老师

管束下，也竟“不能拘束”。

担任过刑部主事、福建建宁府知府、观察的父

亲王善继，曾为此十分气恼、失望，一怒之下把他关

入书房，不许外出，“穴洞进食”，断绝了与外界联

系，逼他屈服、求饶。

没想到王献吉被囚书房，竟然自得其乐，不仅不

认错悔改，相反，“有时长吟唱曲，有时临帖作文”，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这样过了一年多，有一天，他突然

问送饭来的书童：“今何时矣？”书童告诉他：“四月份

了。”王献吉听了，大声叫唤：“放我出去！”

王善继以为儿子有了悔改之意，心中一喜，便问

道：“你出来准备做什么？”王献吉答道：“乡试的日期

快到了，我要去考举人！”王善继怒道：“你连个秀才都

不是，怎么能进得了考场？还说要考举人。”王献吉微

微一笑，反问道：“当过观察的父亲，难道不知道捐个

监生就能进考场吗？”旧时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

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乡试，考中

的为举人。王善继“奇之”，答应了他的请求。

没想到王献吉参加顺天（今北京）乡试，当即考

中解元，成为乡试第一人。唐伯虎是南京解元，王

献吉是北京解元。有明一代，阉祸累累，阉竖作恶

也需要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时宦官用事，“授意入

附，许作三元。”王献吉如若答应，就稳拿会元、状

元，连中三元，或者必中状元、榜眼、探花中三者之

一。封建时代读书人十年寒窗，千辛万苦，就是为

了“功名”二字，“书袋翻身”，进而出人头地。

然而王献吉不愿趋炎附势，更不愿卖身投靠，

不屑与阉竖同流合污，祸国殃民，怒而“不入会场而

归”，连会试也放弃了。会试得中便成进士，接着殿

试，殿试就将定出状元、榜眼、探花。唐寅参加了会

试，因贿赂主考官家童案受牵连下狱，遭受刑拷凌

辱，从此不入仕途。

王献吉连会试考场也不进，表明了自己的政治

立场与态度，但心存参政之望。后来，王献吉出任

“胶州，有善政”，之后升兵部郎中。

王献吉以《诗经》三百篇为例，驳斥了“妇道无

文”的教训，王凤娴也就释然地将诗稿，付梓流传后

世。王献吉之见识非同一般，他认为妇言一经付梓

就成为后世史家有案可稽的材料。正是这种历史

保存意识，使得妇女作品结集出版合乎情理、有规

可循。如果王凤娴焚了诗稿，她的作品就像历史中

绝大多数妇女作品一样寂然无声。换言之，出版书

籍历史性地保存了妇女的声音。使当时许多女诗

人认识到出版的重要性。

其实自古红颜多

薄命，王凤娴的命运

与李清照非常相似。

首先两个人都有过一

段 时 间 神 仙 般 的 日

子，后来都是丈夫早

逝，寡居后半生。其

次，是两个人都很聪

慧，都有着过人的才

华，都写下了传世的作品。第三，两个人

的丈夫都是进士出身，才华满腹、雅量高

致。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很多人都比较

熟悉，暂且不过多介绍，主要看一下王凤

娴的丈夫张本嘉。

据《乡评录》记载，张本嘉字孟端，号

内庵，松江府华亭县人。万历甲午、乙未

两科连捷，被任为江西袁州宜春的地方

官。宜春在千山万壑之中，土地贫瘠，人

民穷苦，张本嘉爱民如子，安抚百姓、缉拿

盗贼，果决明断，当地百姓都很拥戴他。

只可惜，万历皇帝辛丑年间，张本嘉入朝

觐见，回到宜春不到两月就病死在任上，

年仅四十二。

当初，张本嘉来到宜春做官，见其地

山青水美，风景秀丽，正自欣喜。后来发

现，此地在楚粤要冲之地，邮递车马络绎

不绝，很多都是朝廷及上官的文书和钦

差，地方官必须予以接待，前几任地方官

深为所苦。张本嘉雅量高致，忙于应酬的

空暇，常常啸歌山林，颇有醉翁之意不在

酒的境界，曾经对人说：“苟能耐烦，随事

摆脱，则必无留滞，冲烦两字转为闲静。

纵驱车负帑，何碍拄杖看山之致？”

从这些简短的记载当中，我们也可以

看出张本嘉的为人，王凤娴嫁给他应当是

过了一段神仙眷侣的生活。张本嘉死后，

王凤娴时时怀念，写了一系列悼念亡夫的

诗词，其中有一首《临江仙》最为著名，被

收录在《明词综》中，现抄录如下：

珠帘不卷银蟾透，夜凉独自凭阑。瑶

琴欲整指生寒。鹤归松露冷，人静井梧

残。天际一声新度雁，翱翔似觅回滩。浮

生几见几多欢。三秋今已半，枫叶醉林

丹。

这首词，全篇以“残”贯之，银蟾西斜，

横入珠帘，是月残；夜凉，是夜残；独自凭

楼，是人对残景；瑶琴欲整指生寒，是曲残：

鹤归松露冷，是更漏残；人静井梧残，是梧

残；天际新度雁，声残；翱翔觅回滩，路残；

浮生几悲欢，意残；三秋已过半，秋残；枫叶

醉林丹，绿残；正是残夜之人，面对残景的

几多层次，几多心事。此情此景之下，恐怕

只能在前人李清照身上寻找知音了。

劫后余生《焚余草》 王凤娴与《哭女诗》

薄命堪比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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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金山与毗邻

的浙江省嘉兴市探索具有一体化特征的“毗邻党

建”新模式，以党建为引领，以党组织为纽带，打破

区域壁垒、突破行政区划，拓展和外延区域化党建

工作，在不属于同一行政隶属关系的毗邻地区，凝

聚起各级各类党组织、党员以及群众合力，引领沪

浙毗邻地区实现跨界治理、协同发展、共建共享。

金山与嘉兴平湖地域相连、人文相亲、产业相

融。近年来，双方在“毗邻党建”引领下，生态环境

工作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和联系。今年初，区环

境监察支队联合平湖市环境监察大队对金山卫镇

卫九路两地交界地块的生产型企业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共检查了4家涉气排放企业。

检查发现，一家企业生产中有粉尘、有机废气

产生且未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执法人员要求

企业立即整改，并约谈企业负责人做进一步调查。

区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李浩表示，像这样的联合执

法，金山、平湖两地环保部门今年将开展数次，“双

方拧成一股绳，形成执法合力，防止环保违法违规

企业死灰复燃、违法排污。同时，督促毗邻区域内

废气排放企业加强环保污染治理，进一步提升区域

大气环境质量。”

通过环境污染联防、联控、联治，金山和平湖交

界区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今年 3月，金山

和平湖签约了“毗邻党建”引领生态环境区域联动

发展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在交界区域建立金山—平

湖生态环境区域联动发展战略合作机制，以“毗邻

党建”为引领，开展区域环境共管、联合执法、环境

信息共享、矛盾纠纷联调及干部人才联育等工作。

当天活动上，金山、平湖共同发起“蓝天保卫

战，我是行动者”倡议，呼吁各行各业积极行动，全

民参与低碳生活。两地还共同种下了金山、平湖生

态友谊之树，期望两地在生态环境监管工作上迈上

新台阶，齐心协力打造生态环境区域联动发展的合

作样本。

在 金 山 ，有 一 位 环 保“ 网

红”——蒋轶婷，微信公众号、电台、

抖音都有她开设的“小蒋说环保”专

栏。她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加上生

动的表情和动作，进行环保知识科

普、讲述环保案例、宣传环保政策法

规，让传统环保宣传变得新颖活泼，

同时也让更多人从一个环保知识的

接收者，变成一个个环保知识的传

播者。

作为金山区绿行者环保志愿者

队队长，蒋轶婷从事环保志愿者服

务已有十多个年头。她进学校、进

军营、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企

业，开设百余堂讲座，受众人群达上

万人。“主要为大家科普各种环保法

律政策，如雾霾、臭氧、PM2.5等常见

的环保知识，最近的宣传重点是垃

圾分类。”蒋轶婷说。

作为一名绿色生活达人，蒋轶婷

提倡低碳生活，多利用生活中的物

品变废为宝，让环境在协调中发

展。她不但自己能熟练运用湿垃圾

制成环保酵素、有机堆肥、环保洗涤

剂外，还积极把制作技艺传授给身

边的人，让更多人参与到环保公益

中。在她的带领下，金山卫镇西门

居委会、朱泾镇钟楼居委、朱泾镇金

玉良缘居委、金山卫镇幼儿园都建

立起了环保基地。

早在2008年，我区就成立了区生

态环境“绿行者志愿服务队”。在从

事环保志愿服务的这些年，绿行者的

队伍不断壮大，从原先的数十名机关

青年，扩大到目前的百余名社会群

众，并且成立了数支分队队伍。

十多年来，志愿者服务队在“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的号召引领

下，积极参与环保酵素推广、公众开

放日、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坚持以

实际行动呼吁更多人走进环保、了

解环保、践行环保。

走进金卫幼儿园，绿墙绿树，交相辉映，俨然一片

绿色的森林。在学校大厅，一块宣传栏专门用来开展

环保教育，每到一个环保节日——世界地球日、植树

节、世界水日、爱鸟周等，就会更换主题。学校的每个

楼层都设有垃圾分类标识，每个班级还设有废纸收集

箱。

这是我区一所长期开展环保教育的乡镇二级园，

园长夏瑛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学校以“环保教育”为办

园特色，依托环保课题研究，逐步形成了环保节日教育

系列、环保课程制作系列、环保主题活动系列、环保环

境布置等特色课程。学校还两年开展一次环保节，让

家长们共同参与学校的环保活动，倡导幼儿养成各种

环保好习惯，让环保教育在金卫幼儿园的师生、家长的

心中生根发芽。

此外，学校每学期组织幼儿与家长代表寻访金山

区内的环保基地，如上师大二附中的标本馆、廊下中

学的气象馆、新农学校的农趣园、工业区的污水处理

厂等，通过实地走访，了解环保知识，提升环保理念。

“在一次次的基地寻访中，让幼儿了解到大自然、植

物、动物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萌生环境保护的愿

望和行动。同时，也可以拓宽幼儿和家长的眼界，对

环保有更深的理解与支持。”夏瑛表示。

2018 年度，学校成功申报“国际生态学校”称

号。据了解，国际生态学校项目是国际环境教育基

金会在全球推广开展的五个环境教育项目之一，是

全球学校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旗

舰项目。近两年，区生态环境局在全区范围内积极

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工作，推进生态文明理念的引

领。目前，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金山卫幼儿

园学校被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授予“国际生态学校”

荣誉称号。

66月月33日日，，20192019年金山区年金山区““六五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暨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暨““美丽金山美丽金山，，我是行动者我是行动者””启动仪式在金山新启动仪式在金山新

城公园举行城公园举行，，金山金山、、平湖两地联合发起倡议平湖两地联合发起倡议，，联动推进毗邻地区生态环境的跨界治理联动推进毗邻地区生态环境的跨界治理。。

近年来近年来，，金山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工作金山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逐年迈上新台阶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逐年迈上新台阶。。据统计据统计，，全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261261天增加至天增加至292292天天，，PMPM22..55年均值下降年均值下降3333..99%%，，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度从全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度从全

市垫底跃至前列市垫底跃至前列。。

今年起今年起，，我区还在全区范围内就环境监测设备我区还在全区范围内就环境监测设备、、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危险废危险废

物处理设施等四个方面物处理设施等四个方面，，向市民进行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公众开放向市民进行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公众开放，，涵盖涵盖1111家单位家单位。。

点点滴滴皆环保
——写在“六五”世界环境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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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保小达人

“绿行者”越来越多

□记者 冯秋萍

蒋轶婷在学校开展环保宣传活动蒋轶婷在学校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金山、平湖对两地交界处生产型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生态环境绿行者志愿服务队授旗 记者 庄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