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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炼雪淬的诗思
——张新泉诗作赏析

□ 蒋涌（自贡）

逐日曾家山
□ 曾庆渝（广元）

篱笆

象征性而已
不在乎你看我晨练
——肌肉还赳赳
马步有点罗圈
一头耀眼的白发
我叫它万古雪，千岁寒……

至今没有登过长城
又高又厚的石篱笆
里里外外，都曾是
谁谁谁的江山

面对金杯、花环和绶带，首届鲁奖得主、
中国诗人张新泉始终不失一份布衣诗人的
内敛与谦卑。他给自己定位“在低处歌唱”，
他知进退，懂分寸，暗忖“站在墙头打鸣的
公鸡，毕竟是少数”。他像一位拭汗锄禾的
耕夫，其旷野嗓门与“爱上层楼”甜腔存在
差异与疏离：

“我想我注定是民间土著，离垄沟最近，离
宴席很远……”

立足民间，张开凡眼，把岁月拉长，让霸业
缩短，一首《篱笆》不改诗人的本色，真音，融诗
歌、故事、图画于一体，乐观豁达地似轻描淡写
又笔力千钧地娓娓道来，一个晨练老人的血性
与淡定跃然纸上。

作者观今鉴古，自嘲一番，诗笔往大地
的边际遥遥一点，说起一些不挨边的事情，

“至今没有登过长城”，没靠近“又高又厚的
石篱笆”，不知道“里里外外，都曾是\谁谁谁
的江山”。是的，几多姓私的朝代的帝王霸业
已灰飞烟灭，留作一段茶余饭后的谈资，远
不及一个烤薯、一碗烧酒更合胃口，更宜于
居家度日。

张新泉把诗写得像邻里的面孔，熟得不能
再熟，添一字多，减一字少，浅白蕴含深邃，轻松
暗透力道，铺陈与凝炼，俱是恰好。

某牯牛

像某人，或者某个火药桶
说话的是饲养它的老农
说它曾经将炸雷吼成哑巴
瞪眼时，吓退过大风
除了帕瓦罗蒂，它瞧不起
所有文化人。纵是你给它
一车青草加一首获诺奖
的诗歌，它宁肯打喷嚏
也决不张口朗诵

母牛说，它做爱时
也怒气冲冲

这是一首充满情趣的绝妙好诗，它的象征
意义可以辐射古今远近，诗人以调侃口吻道出
某类个性，套到畜生身上，套到某人头上，都一
定找得到“对号入座”的活灵活现的某一个对
象，说它像某个物件就是某个物件，像某只畜生
就是某只畜生，像某条汉子就是某条汉子。

脾气暴躁得如一碰就响的“火药桶”，无知
无畏又低得不能再低的欲望，高得不能再高的
嚣张，真是把某类自以为是的倔强揭示得入骨
三分，一首诗的容量大过一部叙事精彩的长篇
小说，几乎句句、段段令人过目不忘，张口“将炸
雷吼成哑巴”，瞪眼“吓退过大风”，无知傲视有
知，唯我独尊地目空一切，诗人笔下字字搞笑又
处处悲悯。

结尾一句，援引最亲近者的一番最可信的
数落，点亮一个“诗眼”，使读者捧腹之际环顾四
周，尽可手指面前某某直白：“像他！”写实，不写
僵；写虚，不写飘。精当的夸张，合理的想象，诗
人大展翻云覆雨手，藏巧于拙，变拙为巧，俨然
集“诗星”与“笑星”于一身。

刘光棍小记

古镇棺材铺守夜人

包吃住，无底薪
店里有地铺，冷
他便把棺材当卧榻
打鼾之余，也哼小曲抒情
某夜小偷进店光顾
撞见他出棺小解
被当场吓晕……

刘光棍最后无疾而终
资深棺人，躺得合辙押韵
老板顺水放舟，棺随人去
鉴于身世不详，有名无姓
便用白灰刷九字于墓前：
刘光棍睡此，妇女勿近

诗人写人物传记，才高八斗，冷笔墨，热心
肠，苍生的寒微与悲怆，世事的无奈与无常，寥
寥数笔，斑斑泪滴，胜似万语千言。

守夜人，而且是守棺材铺，睡地板，冷；睡棺
材，霉。冷暖之间，饥饱之间，安危之间，权衡轻
重与得失，命运重轭下别无选择的选择，连小偷
也后怕的一幕，被诗人信手拈来，化作一柄刺破
道貌岸然、戳穿信口雌黄的尖刀，那些伪善的话
语与严酷人生两相拼配，好比一团包不住纸的
萤火。

诗人充当了一位深入现场的神探，丝丝入
扣地推诗解谜，如林诗派中，张新泉创造一个风
格独具的传奇，诗作叙事与抒情同为一体，抒情
隐于叙事，叙事传递意绪，假使司马迁握的是一
支写史的诗笔，那么，张新泉则是写诗的史笔，
他以诗驭事载史的达意，仗义为身无一文、一
屋、以棺御寒与寄宿的卑微者立言，而不为缙绅
豪门之侧目所左右。

《刘光棍小记》妙语连珠，交代刘光棍身世
——“古镇棺材铺守夜人”，身份——“资深棺
人”；形容老板天良未泯——“顺水放舟，棺随人
走”，白灰刷出墓志铭——“刘光棍睡此，妇女勿
近。”

一首诗歌的高下，实质上是检验语质锤炼
的功夫优劣，张新泉以一纸冷幽默，显示出笔头

的硬与辣，一个乡土史典的另册也攀不上的卑
贱身，张新泉捧出一个诗侠的贞诚肝胆，给予他
生之悲悯、死之庄重，将其平生的穷困潦倒如拂
尘收灰囊括诗中。

风在吹

许多朝代都趴下了
尘世太脏，还得使劲吹
把众多纸做的泥做的冠冕吹破
送鳏夫寡妇入洞房
让不朽与永恒统统作废……

我含着的这缕风
是专门给箫和埙的
天低云暗时，替一些人和事
唏嘘，流泪

张新泉常常默默闪开，任那些推搡他人、抢
登台阶的去占据舞台中心，独立于喧哗与骚动
之外的寂静带，他的书写每每是“不存在”的“存
在”，“不在场”的“在场”，以诗笔的干净去抵御
车马扬尘的肮脏，以不参与“破事”“烂事”的“不
作为”，去展示步入高傲诗境的“作为”。

《风在吹》借助箫和埙乐手口含的一缕风，
寄托出一种扫室、扫道的高旷志节。逝波滔滔，
千载以远帝都迁徙，霸业流转，草没古道，多少赫
赫威名已销声匿迹，何况那些自命不凡、不朽的
说词，及其自制、自戴的冠冕呢？一个人，间或一
个诗人、艺人的洁癖，本质上是自爱与自惜，然
而，面对苍茫大地、无垠宇宙，一缕口含之“风”又
有多少能量呢？唯有被各路无常搅得“天低云暗
时”，徒劳无功地“替一些人和事唏嘘，流泪”。

一己之功，一诗之力，甚微，但对美好的“人
和事”的期待，却是辈辈代代无穷已。诗人之悲
慨，亦可“瞬间”进入“永恒”。当年“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今日“送鳏夫寡妇入洞
房”的张新泉，隔代之痛，隔代之盼，如歌如诉，
异曲同工。

在曾家山看日出，是人生最兴奋的时刻之
一。

初冬时节，黎明时分，群山万壑如波涛般
在眼前起伏，蜿蜒的峰峦像巨大的拉链，把天
地缝合在一起，苍天大地浑然一体，脚下的山
川在朦胧的曦光中似睡非睡，迷离恍惚。清晨
的寒风阵阵吹过，疾走赶路又骤然停下的身体
还在呼呼冒汗，冷热空气的急剧交流使身体有
些发抖，好在终于在日出之前到达这龙神阁观
景台。一声声鸟鸣像吊嗓子的歌唱演员婉转的
歌喉，用清亮悦耳的鸟语呼唤晨曦。远远的高
山把霞光藏在怀中，只抛洒些薄薄的云朵，镶
着金边，静静地装饰着有些发亮的天空。渐渐，
远处天空逐渐鲜亮起来，一片橘红的霞光染红
山头，一道猩红的圆弧弹出山顶，一页大红的
扇面渐次展开，一轮火红的太阳跃出山巅，圆
圆的太阳，红彤彤，金光四射，鲜艳夺目，山川
大地，熠熠生辉。久久守候的人群顿时欢呼雀
跃，“太美了！”“太壮观了！”“运气好好哟！”大
家纷纷拍照摄影，恨不得把太阳拉进心中，兴
奋喜悦的感情让清冷的空气变得炽热起来。所
有的艰辛赶路都值了！

为了看日出，昨晚入住曾家山地龙坝。今
早5时30分起床，寒气逼人，四野漆黑，清除车
窗冰霜后，驱车直奔龙神阁。山路起伏转折，路
上冰雪残留，担心车轮打滑，汽车只好停在路
边。指路牌上标注去龙神阁观景台只有两公
里，并不远，那就步行吧。天昏地暗，一行人踩
着残留在路上的冰雪，打着手电摸黑向龙神阁
前进。周遭的大山森林黑黢黢，像一面又一面
墙壁竖在眼前，黑暗深不见底，脚下是冰雪残
留的道路，数米开外一片黑夜沉沉，呼哧呼哧
的喘气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脚下是

冰雪到处设下的溜滑陷阱，每一步都不得不小
心翼翼，弯着腿，试探着向前迈进，嚓嚓的脚步
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太阳升起的时间是 7时
15分，心中着急，生怕错过太阳升起的时刻，我
们是在和太阳赛跑呀！尽管双腿沉重，还要奋
力向前，浑身发热，气喘吁吁，连伙伴的心跳都
听得见，“咚咚咚”！天色渐明，一个又一个山
头被踩在脚下，天边已经出现霞光，估摸着
早已经走过两公里路程，怎么还看不到龙神
阁踪影呢？难道路走错了？不可能吧？弯弯的
道路在崇山峻岭中绕来绕去，心中的疑惑和
焦急越来越强烈。“转过那个弯肯定就到
了！”伙伴大声呼喊，给自己鼓劲。可是转过
一弯还有一弯，迈过一山还有一山，龙神阁
始终不见踪影。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已经越
过 7 点，目的地还是看不到，心中焦急万分：
太阳可不会等我们的，万一错过太阳升起的
时刻，昨天上山、今天早起就都白忙活了。是
否停下来，就在眼前这座小山峰将就看看日
出，权当安慰？但心又不甘，毕竟龙神阁才是
最佳观日点。双腿已经打颤，心跳已经超速，
呼吸非常急促，太阳可不等我们，东方天边
的红云已经在扩散，此时只能拼力前进，绝
不能停止。又转过一个山头，终于看到龙神
阁的飞檐斗拱，心中狂喜，时不我待，已经 7
时 10 分了，三步并着两步，与太阳展开赛跑，
终于在太阳升起的时刻站上龙神阁，接受第
一抹阳光的洗礼，此时所有的劳累和疲惫都
被灿烂的曙光带走，浑身的热汗在欣喜的欢
呼中被冷风吹干。我们与太阳一起登上山
顶，我们胜利了！

太阳冉冉升起，群山万壑沐浴在温暖明
媚的阳光中。清晨的曾家山从睡梦中苏醒过

来，一道道山崖笔立连绵，如一道道屏风渐
次展开，大自然的妙手丹青无与伦比。金黄
色的阳光涂抹在山水之间，一切都灵动起
来，森林在微风中鼓掌，小鸟在树林间歌唱，
人们兴奋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天地人
和，物我两忘，欢呼的人群与巍巍群山被阳
光抚慰，人在景中，景在心中，身轻如燕，差
点羽化登天。

听友人说，曾家山看日出的地方还有很
多，比较著名的有望远山。观日出还要碰运气，
有时兴冲冲地赶去，云层太厚根本看不见太阳
本尊。最好是头几天下雨，地面潮湿，雨后初晴
观日出最巴适。日出山头，云雾弥漫，潮湿的雾
气淤积在山间，形成大片的云海，山峰成了漂
浮的小岛，树木成了摇荡的水草，红红的太阳
与白白的云雾相互偎依，犹如神话中的仙境，
如梦似幻，飘渺神奇，老少陶醉，天上人间。

中国人对太阳有着特殊的感情，远古的夸
父，追着太阳跑，累死也不惜，那份对光和热的
向往，激发着华夏儿女的好奇心。日出的场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常不过，人们早已熟
悉，但仍然有许多人对观赏日出充满兴趣：峨
眉山观日出，泰山观日出，人山人海，成为胜
景。曾家山观日出，正在成为一种气候，每一次
早起的守候，都有不同的经历和遇见，每一次
太阳的冉冉升起，都带给人无比的喜悦和激
动，心中的太阳和眼中的太阳总是那么炫目，
那么生机勃勃，带给人活力和朝气，带给人希
望和憧憬。

看日出，必早起。追着太阳的脚步，登高望
远，置身天地生辉的刹那瞬间，就是人生最快
乐的高光时刻。

朋友，记得哦，约起去曾家山看日出！

故宫游记
□杨梅（成都）

“一入宫门深似海，三千佳丽可怜人。”真是一语
道尽了千百年封建王朝无数宫娥的幽怨。在那深宫禁
城，皇家别院中，不知有多少辛酸血泪！

盛夏七月，我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游览。站在故
宫门前，我忽然想起了一百多年前“国破山河在，城
春草木生”的北京，想起那时逢乱世、烽烟四起的故
都……

今天，站在这里，仿佛看到昔日皇宫里的一切繁
华皆是匆匆过客，那皇上、那大臣、那嫔妃……从紫禁
城里走出，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导游的小喇叭里传来阵阵呼喊“往前走，往前走，
不要走散了……”我回过神来，看到高高的朱红色城
墙上的碧瓦楼阁，分明还是一座世间仅有的琼宫仙
阙。

再往前走，便是故宫的正大门——午门。午门，乃
四大门之首，取居中向阳、位当子午之意。迈进午门的
那一霎，我仿佛遁入了千年历史的深处。

炽热的阳光静静地照射在朱漆大门上，一半光，
明媚着，一半阴，平静着。我想，那半明半暗，是否就是
故宫逝去的曾经的辉煌？抑或是当年曾有过的惨淡的
光阴？

城墙高大，城门巍峨，威严壮观无比。走过金水
河，河水清澈流淌，一直以来，河水兢兢业业地守护着
皇城，真是固若金汤。登临午门，如同遍阅千里江山。

穿过午门的另一端，仿佛听见一个幽远的声音
——“来人，拉出午门斩首！”哦，这里也曾是皇权至上
时严惩犯错大臣的通道。从导游喋喋不休的解说中，
我知道了在明代，皇宫里“廷杖”刑罚为数颇多，且是
由汉代门阀制度演变而来的。到了前清时期，午门被
列入国家科考及第、极具仪式感的地方，皇帝钦定殿
试前三甲才有资格从这里经过。享有来自皇权赐予的
那份殊荣，无上荣光。

去往前方大殿的路上，中间光滑的路面，有些微
微拱起，是汉白玉石铺成的御道，只有天子才可通行。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此时游人并不多，环顾有
些空旷的四周，偌大的院坝显得有些落寞寂寥。

继续漫步前方的殿宇，映入眼帘的太和殿是故宫
的中心位置，金碧辉煌，俗称“金銮殿”。檐牙高啄，雕
梁画栋，气势恢宏，真是美轮美奂，独具封建王权的建
筑风格。当年皇帝登基、大婚、册封、命将、出征等仪式
都要在这里举行，那盛大的“三呼万岁”的场面，可谓
太和至极。

沿着中轴线的大殿前行，我分别游览了保和殿、
中和殿、乾清宫。驻足乾清宫，想起皇帝上朝时的情
景。那“正大光明”匾下的皇帝和群臣，是否都做到了

“正大光明”？康熙帝为何在盛怒之下把该殿更名为正
大光明殿，是否有要让群臣从此光明磊落之意？莫不
是——“要我走向光明/身也光芒闪烁/如你从黑暗中
走来/月辉相映/心明赫赫”？

故宫内的主要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
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内廷有乾清
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如果说前面的三大
殿是朝廷的公共办公区，那么后面的后三宫及御花园
等区域，就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皇帝、后妃们居住
的地方了。至于各宫各院的功能和尊卑之序，我想除
了慈禧太后居住的储秀宫为西宫之首外，东宫以下的
尊卑之位，也就自然明了了。夕曛之时，嫔妃们都在盛
装等候皇上驾临自己的寝宫，真可谓“一肌一容，尽态
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

可是，在这深宫里，后妃们的期盼又有多少能够
实现？也许直到佳容尽失、生命终老，也只能与青灯为
伴度过漫漫长夜。或许就算有个别嫔妃有幸集万千宠
爱于一身，但到最后也逃不过悲惨的命运。

尤物犹在，而人非也！踩在那些青砖之上，苍凉之
感油然而生：如今的故宫，仍是雕栏玉砌在，只是朱颜
改。

回望那一重重朱红大门，一座座金碧大殿，一阶
阶白石台基，我看见历史在这里缩影，智慧在这里闪
耀。

冬野亦春
□ 宋扬（成都）

冬的田野，反倒比秋时多出几分生命的色彩。
红的长萝卜露了小半截粗壮的身体在外头，

张扬着鲜艳的色泽。小叶胡萝卜则矜持了许多，
把暗红的块茎紧埋在泥土深处。蚕豆花和红油菜
花是此时仅有的会开的花儿。蚕豆花瓣羞赧地蜷
缩在一起，有浅浅的粉色，永远只开在大片的蚕
豆叶儿的底下，被覆盖，被荫遮。俯看只是成片的
绿。红油菜顶着黄黄的小花。花儿并不舒展，试探
着开了，零零星星的，似乎不急于如开春后那样
火急火燎地绽放。青油菜是懂得韬光养晦的智
者，还不想在这个季节有所作为，只默默地把叶
片往邻居家延伸。大家都这样想时，青青的油菜
便失去了窝距的概念。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于是，
一大片的青油菜铺陈出碧绿的地毯。等到来年三
月，定又是满地菜花流黄金。绿葱一排排笔直地
挺立着，谁说不是宫廷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小葱
自由得多，被随意点播在土地的角落，也如佛的
千手，葱头唯一，无数葱叶乱举。那一丛佛手瓜
（兔儿瓜）藤蔓缠绕着什么支架？原来是一棵小
树。佛手瓜不是八月成熟吗？走进细看，还有嫩嫩
的小果躲在叶子底下，真有兔嘴一样的外形。这
可爱的小果是被八月遗弃的孤儿还是在十二月
的寒气里傲时逆生的精灵？这一佛手瓜丛崛起的
腰背在高楼夹缝里像踊动着的生命的兽脊。

我仿佛看到冬与一个城市的图腾。
城市的图腾是红的萝卜，是青的油菜，是绿

的葱叶，是褐的土地，更是一锄一锄开荒的人们。
人们来了，放下手里的麻将，关掉聒噪的电

视机。他们把目光聚焦于城市里这一小块已征
用但尚未被开发的土地。薅去野草，捡走断砖，
买来种子……一片荒置几年的宅基地又有了生
命的气息。没有水，去附近的小河挑。无法蓄水，
找废弃的浴缸、木桶。这片土地的老主人也来
了，也许只因放不下住了几十年的老家，来宅基
地转转，种下一点蔬菜，就如同家还在这里。这
片土地又多了一些新主人。大家用断砖拦出田
界，共同开荒种地，相安无事。姗姗来迟的人在
望地兴叹后，奇迹般地在凿不开的混凝土上填
土成田，居然也像模像样，自成体系。他们种下
的生命种子正在一个城市的角落悄悄滋长……

美丽的“小钉子”
□ 贺欣然

周末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去观察了美丽的植
物朋友。

在漫山遍野的花海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一种
小小的、可爱的花朵。放眼望去，紫花地丁如同一
片紫色的海洋，一阵风吹过，淡淡的清香飘进鼻
腔，让人身心愉悦。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忍不住
跑了过去，仔仔细细地观察着。

紫花地丁的茎好细好细，如针一样小巧可
爱，不仔细看的话很难发现它。如果远远望去，看
到花朵摇曳，一定以为花被施了魔法，飘了起来。
走近了，看到这细细的小小的茎，就忍不住用手
轻轻摸了摸，毛茸茸的，十分舒服。

随着视线慢慢下移，我看到茎的下端长着一
片片绿油油的小叶子，活像一个个胖胖的乖娃
娃，顶可爱！

说完了茎和叶子，当然要说美丽的花朵了。
有的展开了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女孩，用手
挡着脸，不让人发现；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在枝头
翩翩起舞；有的还是小花苞，看起来就像一个个
可爱的小水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它们也会盛
开的。

千姿百态的紫花地丁，像小钉子一样十分引
人注目。我突发奇想，轻轻地摘了一朵花放进嘴
里，想要细细品尝。“呀！好苦啊！”我连忙吐掉已
经嚼烂了的花朵，皱着眉，大叫道。这时，妈妈走
过来，笑着说道：“苦吧？紫花地丁其实是一味中
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良药苦口，自然是不太好
吃的。”哇！没想到美丽的小花花还是一味药，这
么厉害！

最后，在妈妈的催促下，我恋恋不舍地离开
了这片紫色的海洋。

（作者系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四
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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