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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篇》里讲
述过一个“庭训”的故
事。说的是有一天，孔子
在庭院里站立，看到他的
儿子孔鲤迈着小碎步，低
着头，恭恭敬敬地走了过
来。孔子就问孔鲤，学习
《诗经》了没有？孔鲤回答
说，还没有。孔子说，不
学习《诗经》是无法同人
交谈的，无法显示出你说
话的水平。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
背诵《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孔鲤从院里经过
时，又被孔子叫住。孔子又问孔鲤学习《礼记》
了吗？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他说，不学
习《礼记》是难于立身做人的。于是，孔鲤就去
学习《礼记》。这个事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就
出现了两句很经典的话——“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显而且然，这里的“诗”指
的是《诗经》。

孔子之所以要求自己的儿子去学习、背诵
《诗经》，是因为在他老人家看来——“《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
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诗经》里的 300
多篇诗作，没有不正当的地方，内容方面都很健
康纯正，符合社会道德和礼仪规范。这是孔子给
予《诗经》的很高评价。《诗经》分为《国风》、
《大小雅》、《周鲁颂》。国风就是当时的流行歌
曲，大雅、小雅是士大夫阶层聚会时的正规歌
曲，相当于“经典音乐”；颂就是官方规定的歌
曲。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欣逢盛世，传统文化
的魅力愈来愈显现。几个月前举办的一场主题音
乐诗会，被冠以“风雅颂”的名字；在我们所生
活的小城河边，就有一座“诗经主题文化公
园”，可见我们的生活离“诗意地栖息”是多么
接近。

但是，这并不是表明我们就真的懂得“诗”
了。不能将“不学诗，无以言”里的“诗”与当
代的诗歌创作混为一谈。在孔夫子的年代，《诗
经》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思想纯正的经典作品，
所以，通过学诗，可以使自己的语言更形象丰
富、更准确优美。而在当代诗词泛滥的现实生活
中，有些诗写得让人不忍卒读。君不见，一些经
过新媒体传播的粗制滥造、单纯感官娱乐的顺口
溜和低俗的自我炒作作品，既损坏了诗作为文学
作品的美好形象，又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还有一
些被称之为“梨花体”、“羊羔体”、“脑瘫体”的
作品，大多是无病呻吟、率意而为，缺乏真情实
感，没有经过精雕细刻的修改或炼句。有些人在
作品中故意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看着分行的文
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一些被冠之诗人之名的
人，连现代汉语的语法都没学好，正常的话语还
讲不好，只是以扭曲、糟蹋、乱造汉语句子为能
事。这些所谓的诗人，缺乏基本的写作技巧，靠
一堆生拉硬扯、意象堆砌来分行另段，结果既扰
乱了诗歌的视线，又耽误了阅读者的美好时光，
与传统的诗歌文化相去甚远。

“诗言志”。志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情感，是切
肤之痛。诗歌所表达的情感无论是喜是忧，是悲
伤还是哀愁，都带有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好的
诗句，不仅从口中吟出、在笔端写下，更经由阅
读传诵，进入广大读者的心灵，构成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力量，同时又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像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像臧克家的《有的人》，
北岛的《回答》……能够流传下来的诗句，才算
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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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 《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二万余
言，浩瀚深邃，佶屈聱牙。读懂它，难；再
将所思所悟铺陈成文，更难。而重任在肩的
郭文剑同志居然坚持研读两年，畅游史海，
披沙拣金，撰写 105篇历史文化随笔（以下
简称“随笔”），堪为呕心沥血，其治学精
神不能不令人叹服。

通观“随笔”，书香氤氲，以史为鉴、
古为今用的主旨贯穿始终，有精神高度，有
思想深度，有人性温度，有悦目情趣，可谓
上乘之作。篇篇文字洋溢着浩然之气，字里
行间闪耀着独到的认知之光。它之于文本
《史记》，是颇有新意的阐释与臧否；之于读
者，是暖意盈盈的导引和烛照，体现了一位
共产党人和学人的文化责任与使命担当。如
此非凡的艺术效果，盖源于思想、真情、学
养和才识。

浏览“随笔”，我真切地体认到作者并
非一般意义上的读史，而是带着人文理念及
审美视角，结合个人人生体验，对那种历史
语境下的典型人物与事件进行研读、思索、
感悟和洞见，做到了入目、入脑、入心。他
仿佛穿越数千年的历史时空，亲临一个个历
史现场，潜心观察历史情状，再运用“见闻
曰”的形式同现实相勾连，作出符合当代人
眼光的客观陈述和点评，赋予了“随笔”历
史感与时代感。请看，《群星闪烁亮瞎眼》
的开篇：“……帝王将相、诸侯圣贤轮番出
场，如日月轮替，有朝阳喷薄、明月清风，
更有残阳如血、月黑风高；如大海潜游，风
平浪静总是短暂，暗流涌动、涛涌浪卷、血
风腥雨成了常态。仿佛在阴暗发霉的隧道长
途跋涉，告别最后一个世家，进入列传系
列，顿感天高云淡，春和景明。一气读过
《伯夷列传》……直觉大义大德大智慧新风
扑面，仁者智者勇者群星闪耀亮瞎眼，更知
真正英雄在民间。”作者如此动真情、呈心
境，岂不扣人心弦！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者对被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的 《史

记》作者司马迁崇拜有加，但不迷信、不唯
书，只唯实。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评价
五名刺客的所作所为是名垂后世的义举，文
剑不敢苟同，指出刺客是被权贵利用的工
具，无关道义；司马迁将淮南王、衡山王人
亡国除原因归结为民风熏染，文剑又未敢苟
同，指出实乃争权夺利使然；文剑又严肃指
出《孝武本纪》的短板：通篇叙述的都是孝
武帝刘彻被方士巫术忽悠，“雄韬武略全不
见”，有失偏颇；还认为，司马迁写华商始
祖王亥一笔带过，是欠商丘一个说法。如此
新锐的真知灼见，直抵心底，撼人心魄。

实在不须溢美，“随笔”底蕴丰厚，亮
色耀眼，尚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随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文本对此有多方面的展示：春秋战国时期诞
生的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
子、墨子等诸子的思想绽放，儒家、道家、
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等百家争鸣；以
蕴含古老智慧的扁鹊为代表的中医名家所创
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医瑰宝；言必信、行必
果、乐于助人而不图回报的游侠等底层人
物；孔子高徒端木子贡智勇双全、义薄云
天、纵横多国的外交穿梭而所展示的儒家大
智慧大谋略；被誉为“中国脊梁”的公仪
休、石奢、李离、郑庄等古代官员所体现的
仗义执言、与人为善、舍生取义的美德；廉
颇与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而结为刎颈之交所
演绎的“将相和”的千古佳话；不拘一格降
人才的汉王刘邦慧眼识人、善于驾驭的用人
之道；汉代相国萧何、曹参与留侯张良、丞
相陈平、绛侯周勃进退留转能看透、功高知
足得善终的处世态度；汉武帝侍从郎官张骞
两次出使西域，披荆斩棘，矢志不移，开辟
了古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等等，等等，作
者在“随笔”中充分肯定、热情褒扬。文中
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孔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而炼成圣人的艰辛历程，虔诚之情溢于言
表，令人动容。倘若能抓住孔子的“伟大”
之处多点拨几句，或许能为其形象添彩。

“随笔”闪烁着哲思之光。作者运用唯
物史观审视《史记》，打破非黑即白的思维
模式，使“随笔”传达出鲜明的辩证观点。
《说说嬴政他爷仨》是作者阅读《秦始皇本
纪》所写的随笔，既肯定了秦始皇一统华
夏、废除分封及统一法令、统一文字、统一
度量衡等功绩，又诟病了他追求奢华、喜欢
恭维、迷信方士等弊病；作者在读《李斯
传》所写的随笔中，既肯定了满腹才华的李
斯跟随秦王出谋划策、纵横天下的卓尔不群
表现，又指责其思想境界狭隘、违心随波逐
流而导致被腰斩、灭三族的可悲；《好而糟
糕的时代》一文，在赞赏西周东周崇尚美
德、圣人辈出、百家争鸣之好的同时，又针
砭其“计谋权变、遍地狼烟”之糟，哀叹周
王室“好像一直不是那个朝代的主宰，更像
历史的看客”。

“随笔”突显了对历史文化糟粕的批
判。江河奔流，泥沙俱下；大千世界，鱼龙
混杂。形形色色的无良典型人物，都在司马
迁的《史记》中粉墨登场，表演一番：狗屁不懂
的败家子秦二世胡亥，指鹿为马、祸国殃民的
宦官赵高，大搞家天下的刘邦吕后的“夫妻
店”，只顾家族争权、不念国家苍生而大搞窝
里斗的诸侯，汉景帝、汉武帝的“五室三
王”——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靠巧言献媚、
人身依附而上位发财的“佞幸之辈”，靠卜巫
判断祸福而助推迷信的方士等等，都进入了
文剑的视野，被锁定为批判的靶子。锋芒所
向，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体现了对
历史文化糟粕的无情批判精神。

“随笔”展示了警醒世人的反面教材。
这里的反面教材特指历史教训，那是后事之
师，可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财富。扁鹊
见齐桓公预告病情，齐桓公讳疾忌医不治而
亡；赵国孝成王面对强秦中计而起用纸上谈
兵的赵括，导致长平之战45万赵军被坑杀的
悲剧；向暴秦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呐
喊的陈胜，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
起义，飘飘然称王，沉醉于王侯将相梦，忘

记了“苟富贵，勿相忘”的初心，弄得众叛
亲离，自身丧命；战功显赫的韩信，王侯将
相全干过，但意气用事，率性而为，招来诛
灭三族之祸，成为历史星空中一颗闪亮的流
星；诸侯王不受约束，权力膨胀，酿成人亡
国除的恶果；梁孝王刘武平定“七国之乱”
立下盖世之功，但居功自傲，忘乎所以，骄
纵过度，无法无天，结果郁郁而终等等。作
者从《史记》中拎出这些血淋淋的教训，摆
在太阳之下曝晒，宛如为今人后人擂响晨钟
暮鼓，惊心动魄，警示人们弃贪欲、开心
智，擦亮眼、走正道。

“随笔”营造出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
一般而言，历史文化随笔容易写得艰涩枯
燥，而文剑同志的“随笔”却别有天地。一
是笔触幽默。如作者在《大禹治水之外》中
写道：“虽然史载发生在商丘有少康中兴的
一段小辉煌，但司马迁竟忽略没记，不会对
商丘有意见吧，自是玩笑。”又如《说说嬴
政他爷仨》一文中写道“给秦始皇他爷仨分
别提点意见”：对秦始皇的一个意见是“一
批又一批派人出去寻找仙人不死的药，或者
让人炼长生不死丹，让那些方士忽悠得一愣
一愣的”；评说胡亥：“这货最气人，他爹干
正事的本事一点没学，瞎糊弄的本事全继承
了……”再如《“七国之乱”中几个主要角
色的荣辱人生》有言——吴王刘濞是“七国
之乱”这幕历史剧中当之无愧的“男一
号”，等等，文字自然生出些许诙谐来；二
是语言富含时代元素。高大上、起跑线、粉
丝、人肉搜索、潜力股、段子高手、刷屏、
洗脑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时髦词语，不时出现
在“随笔”中，拉近了今人同古人的距离，
缩小了阅读的历史隔膜；三是叙述语言口语
化。和稀泥、卸磨杀驴、靠山、套近乎、打
小报告、垫砖、枕头风、出恶气等鲜活的口
语，在“随笔”中俯拾即是，增强了亲近感
与可读性。沉浸在如此有意蕴、有趣味的氛
围中品读“随笔”，实在不亚于享受一席色
香味俱佳的精神大餐。

以 史 为 鉴 烛 照 人 生
——品读郭文剑“借书读史”随笔

□ 杨 石

1966 年 8 月，在所谓的“破四旧立四
新”运动中，我的新诗习作绝大部分被红卫
兵搜走焚毁，幸存的只剩极少部分。我把这
极少部分用细绳捆在一起，放在书橱一角，
从此不去管它。

时隔五十年，到 2016 年 10 月 1 日国庆
节，我把它们从书橱里取出来，解开绳子，
从头到尾地翻阅一遍。这使我感到非常亲
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生活环境，闻到了
昔日的气息，见到了那时的乡亲父老。

这极少部分新诗习作，从时间上看，上
自 1960 年 12 月 12 日，下至 1964 年 5 月 20
日，共计3年零161 天。从年龄上看，我正
处在 24 岁至 27 岁之间。从写作体裁上看，
有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合计 100 多
首。从写作题材上看，有歌颂中国共产党
的，有歌颂劳动人民的，有歌颂名胜古迹
的，而歌颂劳动人民这部分则占绝大多数。

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在农家，长在农
村，热爱农民，长期从事农业报道，对“三
农”怀有特殊感情。我以感恩戴德之心，以
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为素材，将饱满
的激情凝聚笔端，选取多种角度，运用多种
手法，为豫东劳动人民传神写照、大唱赞
歌，赞颂他们的高尚品质：淳朴善良、热情
大方、真诚纯洁、老实厚道、吃苦耐劳、克
勤克俭、助人为乐、热爱集体、热爱祖国
……

当年我身为共产党员、年轻干部，出席
过地区文教群英会，那时血气方刚，意气风

发，活力充沛，思如泉涌；同时又因知识积
累不多、实践经验不足、观察分析能力不
强、写作技巧不熟，必然会存在诸多缺点甚
至错误。但如果扔掉又很可惜。我常想：它
们占我多少时间，花我多少精力，耗我多少
心血！这些习作，是我对社会、对时代、对
人生的观察、思考和回答。字里行间跳动着
我的脉搏，活跃着我的生命，我怎肯忍心把
它们扔掉不要呢！不能！绝对不能！因此，
在我有生之年，趁我脑壳尚灵，当务之急，
就是对这些习作新诗重新修订！修订工作自
2016年10月1日国庆节开始，至今已有两年
零三个月了。

对习作新诗的修订工作，我总抱着咬文
嚼字、吹毛求疵的态度，从五个方面做起。

一是统揽全局，大处着手。首先审阅每
首习作，题材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主
题思想是否突出，内容是否充实，结构是否
合理，观点是否正确。一旦发现问题，马上
予以纠正。

二是增删改调，各得其所。增，指增
添，内容过于单薄、叙事不具体、说理不充

分、抒情不到位的，都要根据主题需要，适
当增添，使习作新诗丰实厚重；删，指删
减，删除那些重复累赘的字、词、句、节，
使之简洁明了； 改，指改正，把那些内容
不正确、材料不准确、格式不恰当、不通的
句子、用错的标点符号等，都要逐字逐句逐
节地清点，并要改对、改正、改好； 调，
指调整，要把次序、位置安排不当的地方加
以调整，做到各有其位、各得其所。

三是加工，打磨成品。诗歌是抒发人的
思想感情的，要求作者用词准确，以表现事
物的原貌，表达人的真情实感。而作者对客
观事物的认识并非一次完成，所以一次性写
出来的诗稿多是半成品，犹如毛坯，但还不
是成品。这就需要加工。因此，修订习作新
诗本身就是一个去粗取精、去芜取华的过
程。只有经过雕琢和打磨，才能让人细品深
嚼，受到启迪。

四是删除抽象，塑造形象。所谓形象，
即能引起人们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
姿态。在诗歌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
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

诗歌作品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为了
塑造形象，我在修订习作时，果断删去了那
些抽象的词汇，就是那些不能具体体验到
的、笼统的、空洞的语言，代之以形象化的
可感可悟的语言。

五、升华感情，以情感人。作者对事物
的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一个题材的
表现，在初级阶段没有认识到它的深度和广
度，随着思考和修订的进行、认识的深化，
思想感情便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时，
作者应该努力抓住它，及时修订，使诗情升
华。

关于新诗的表现形式问题，闻一多、臧
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极力提倡写作现代格
律诗。我在这次修订习作新诗的全程中，把
他们的相关文字誊在纸板上，置于案头显眼
处，当作座右铭，认真学习着、运用着。

每节行数：一首新诗，每首可写四行、
八行、十二行、十六行、二十行、二十四
行、二十八行，再多可扩展到三十二行。行
与行之间、节与节之间大致相称。

每行顿数：每行可以三顿、四顿甚至五
顿。每行最后一顿基本上都是两个字。

押韵：间行或连行可押大致相同的韵，
而且要有规律地押韵，最好一韵到底。当然
允许中间换韵，两行一换韵，四行一换韵，
八行一换韵。

中国旧体诗，讲究平仄的只是其中一部
分。在写作现代格律诗时，要像旧体诗那样
讲究平仄是很难做到的，也是不必要的。

修订习作新诗感慨多
□ 李景亮

每天入睡前，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
象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还没等她动起笔，把他
们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来，睡梦就袭来了。次日
早晨睁开眼睛，一个个丰满的故事人物，早已
在睡梦中灰飞烟灭，她双手抱头努力地回忆
再回忆，仿佛透明的空气，任她双手怎么努
力，都无法牢牢抓住，把他们汇聚成形显现在
她面前。

今天她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瞌睡
而缠绕，从傍晚就一直坐在书桌前饮茶，一杯
接一杯而且是浓茶。如她所愿，入夜她彻底失
眠了，可她又不知道该写什么好了。突然间她
想到了小说家，因为小说家说过:“不知道写什
么的时候，就从记录身边的人和事开始吧！”
她随即想到了她与小说家的第一次会面，这
次她终于笃定地拿起了笔。

今天她是第一次来拜访小说家，直奔他
的单位。她是在微信的文友群里关注他的，他
被群主拉进文友群以后，一直都很安静。她不
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天他在文友群里发公
告，说他刚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喜欢读小说的
可以给他联系，他会无条件地赠书并附签名。
突然间又唤起了她对故事的求知欲和好奇
心，她自报姓名主动加他好友，很快就通过
了，她才知道他是写小说的作家。

她喜欢读纸质的文章，小说是她的最爱，
左手轻轻捻起书页，视觉满足不了，就用右手
贪婪地去文字中触摸。她觉得自己记忆力不
好，这让她很懊恼，读过那么多故事，让她再
回忆，她只觉得她被故事人物深深震撼。心随
着故事里的他们去哭去笑，去对酒当歌，去谈
天论地,去穿越古今……时而百转柔肠，时而
花前月下；时而深情缠绵，时而悲壮惨烈；时
而平凡琐碎，时而荒诞不羁。

当合上书本后她会闭着眼睛去回忆，每

一篇故事中活生生的人物此刻就站在她面
前，可她又不能用文字完完整整地把他们描
述出来。这让她很伤心，她觉得他们只能活在
文字和她的心里。这种感觉会让她忍不住去
故事里翻阅更多，她想去故事里和性格迥异
的他们交朋友，用灵魂与他们对话。对于她来
说读不同的故事，就像开发了一款新游戏，这
让她不厌其烦不知疲倦地深陷其中。她很享
受这种感觉，对鲜活人物的狂热让她不能自
已，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小说家的笔下跳出来，
时而活跃时而安静，时而奔放时而忧伤，让她
如痴如醉。

这就是小说家工作的地方，小说家笔下
勾勒出来的鲜活的人物形象，难道就是从这
个嘈杂的环境中产生的吗？她感到不可思议，
与她想象的世外桃源的模样相差甚远。他的
办公室在二楼，楼梯很宽敞，楼梯两旁整齐地
码放着盛开的菊花、绿得逼人的绿萝，跨过最
后一级台阶，映入眼帘的是“为人民服务”金
灿灿的大字在红底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虽然楼上几个窗口有零零落落的几个人
在等候办理业务，但那份平静终究输给在二
楼排队等候复印资料的人们。不停地有人在
一楼至二楼的楼梯中间来回穿梭。就这样她
一边环视着一切能目测到的地方，一边安静
地坐在大厅走廊边的椅子上，耐心地等候着。
在这之前她从书的简介中对小说家有了大致
的了解，他以前当过教师，现在是某行政部门

的领导。
她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那些温情的文字，

与这里的喧嚣联系在一起，可这里的确是他
工作的地方。在等待中她努力地想象着他们
初次见面时的场景，那是一次文友共迎新年
的聚会上，他们竟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人很
多，他们入座的距离很远。现在她还能从记忆
里清晰地描绘出他的大致形象来。她记不清
他衣服的颜色，也忘记了什么款式，只记得他
的着装很得体，干练不失儒雅，话不多谈吐却
内敛。

这时她一转眸，却看见小说家正迈着轻
盈的脚步从她的面前经过，径直地朝他的办
公室走去，她失落地望着他的背影想，他对她
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哪怕他朝她看一眼，哪
怕只是轻轻一瞥也好，都没有。也许每天坐在
她这个位置等候的人太多了，多到数不清，他
不想知道他们是为谁而来，又为什么在此等
候，也许他根本不想关心这个。

当他伸出手去推门的前一刻，她终于在
他的背后紧张地喊道:“老师请留步。”此刻她
在想:如果他的身影从那扇玻璃门里消失后，
她再也没有勇气抬起手。他转过身表情愕然，
眼神却清澈明亮，一闪而过的蹙眉中夹杂着
思索与探究。他终是没有想起她。他用柔和的
声音说:“等了好大会了吧！快请进喝杯茶。”门
里的画风竟然是另一番景象，一张半旧的办
公桌，就放在不太宽敞的办公室中间，桌子上

一台电脑，电脑的右边角整齐地码起着很高
的一摞书，大概有十几本，除去正对电脑的那
张椅子空出来以外，能坐得下的地方都有人。
有男有女年龄却参差不齐，当小说家出现在
他们面前时，他们的眉眼里难掩惊喜，纷纷站
起来打招呼。小说家习惯性地露出含蓄的微
笑，示意大家赶快坐下，并亲自动手为大家沏
茶。

办公室里的确拥挤得让人无法抬脚，她
不能硬塞进别人的世界，那样的话她更不知
道该说什么了。当小说家把自己的位置让给
她坐时，她觉得更无地自容，看着等候的他们
手里拿着的资料，她知道他们有很多公事要
谈，而她却是为了小说家故事里的鲜活人物
而来。

她觉得她是该赶快离开，于是她很艰难
地开口说:“没什么重要的事，不用麻烦，我拿
着书就走。”这时小说家很熟练地拉开左边的
抽屉，一本书就机械地交到了她的手上，她只
说了句:“谢谢！打扰您了！”转身就逃也似的离
开了。她能感觉到在她离开的那一刻，小说家
朝门外多走了几步，站在门口又略停顿了几
秒钟，可她不想去思考他在想什么，也许出于
礼貌，也许是想出门来透透气，也许是又在构
思他的下一篇作品了。

其实她有很多问题想向他请教，因为她
想知道他创作的灵感从哪里来？除去忙碌的
工作外，他的业余时间都拿来创作了吗？那么
多的文字从键盘上敲击出来，得花费多少时
间、透支多少精力……她还想对他说她喜欢
张爱玲喜欢海明威，现在她更喜欢读他的作
品。终究无法说出口，可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一直都在故事里寻觅个性鲜明的人物
形象，这一次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却反过来
被她跃然写在纸上的故事里。

故事里的人物
□ 雪 人

自 序

生 活

诗 人

一
一群群白色蝴蝶
翩翩轻盈身姿
在寒风的刀刃
展演柔美杂技
天公撒下的碎银子
大地悉数收集
等到来年春天
兑换青翠诗意

二
大自然按捺不住
创作的冲动
泼洒纷纷扬扬的激情
委托天公出版发行
洁白的写意
装饰着城镇 村庄
生动了田野 山岭
壮美了北国严冬
呼啸的北风
与飞雪联营
将冬的味道
腌制得很浓
性子刚烈的蜡梅
硬要与寒冷抗争
雪中挺起铮铮铁骨
怒放满脸粉红
多情的小河
把雪韵冰冻
等待着开春
化作流水淙淙
闲不住的老农
忙在雪野的塑料大

棚
棚里的蜜蜂唱着情

歌
成群的雪花赶来偷

听
呵 茫茫雪原

营造出童话般的意
境

给万物生灵
带来新美的希望与

憧憬……
三

这些洁白精灵
耐不住天上的冷清
向往人间仙境
成功策划了
大规模暴动
他们攻陷天宫
冲破云层 驾着

朔风
浩浩荡荡降落
村庄 田野

山岭……
为大地涂抹亮丽美

景
为冬天注入晶莹深

情
四

凛冽的寒冬
吹响了雪的集结号
天庭的白衣仙子
纷纷去人间报到
灵秀的身姿
轻轻盈盈舞蹈
鲜活的激情
扬扬洒洒喧闹
任凭朔风的利齿
把柔软胴体撕咬
她们全然不顾
急切投奔大地怀抱
圣洁的情愫
滋养冬眠的细胞
短暂的生命
融入新春的绿潮

雪韵(四首)

□ 蔡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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