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得暇，夜读《文论》。诸篇论

及“文气”，览卷抚膺，似有意趣，故拟

誌之。

“文气”，既指作者的个性气质，

又指作者个性在作品中具体的体

现。“文气”说，强调作者的个

性差异，个性气质不同，决定

了作品风格的迥异。在作品

中，“文气”又体现在两方面：

从道德修养方面讲，文章内

在逻辑力量，是形成文气的

根本因素；文章材料布局和

音韵辞句语言等，是作品文

气的外部因素。

古时曹丕在《典论·论

文》中提到：“文以气为主，气

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

致。”刘勰《文心雕龙》论文讲

气，像《养气》《神思》《体性》

《风骨》诸篇，认为人的才气

品性，是形成文章风格的主

要因素。唐代韩愈认为：“气

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

皆宜。”清代桐城派从技巧着

眼，姚鼐认为，“有气以充之，

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

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意指作

家内在情绪是通过文章的气

势语气表达出来的。方东树

认为，主旨是灵魂，材料是血

肉，结构是骨骼，语言是外

衣，而文气是血脉和气息。“气之清浊

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人的品性气质

决定作品风格，故“鲁郭茅”文风殊

异，秉性使然矣。朗读吟诵，理其机

杼，可推知人之才情品性。然亦不尽

其然，纵观历史长河中璀璨文坛，也

有文人学士竟阳刚阴柔兼收并蓄，两

种不同文气集于一身。诸如苏东坡

笔下，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流人物”的铿锵千古绝唱；又有“笑

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

哀婉柔情；也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

阴晴圆缺”的落寞感慨。

文气，不但因人的个性气质而不

同，也因物象、文体而迥异。古人著

文，向来注重“选义按部，考辞就

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陆机《文赋》），“寻声律而定墨，窥意

象而运斤”（刘勰《文心雕龙》），指依

据客体事物而选择恰切文辞来

表达。《文赋》纵论畅谈“碑、诔、

铭、箴、颂、论、奏、说”不同文体

的撰写，阐述文气因物象、文体

之别而殊异。古人谆谆告诫：

“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故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吟

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

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诗苑花絮，以及苦

吟诗人埋头琢磨“推敲”、一头

误撞京兆尹的文坛掌故轶事。

抑扬顿挫，朗读吟诵。分

辨平仄骈散，揣摩遣词匠心，

体会义理辞章，鉴赏意境意

象，方可品味华章文气。韵句

促气势迫急，犹令三秦彪悍壮

士引吭高歌，慷慨激昂；辞句

娓娓语气舒缓，宜邀江南清俊

女郎软语低吟，情深意切。正

如古人所云：“柳郎中词，只合

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

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

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

‘大江东去’”。“醉不成欢惨将

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同是天

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

行》转到惆怅伤感处必改用仄声韵，

倾诉学子士人去国怀乡之幽情。现

代文《科学的春天》热烈奔放，《我与

地坛》凝重苍凉，《谁是最可爱的人》

语缓句长情感深厚，《长江三日》谋

篇布局讲究蓄势，盘马弯弓故不发，

时机成熟一泻千里，淋漓突发气势

磅礴。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

自华。”学海无涯，书山有路。朗读吟

诵名家经典，领略品味诗叶华章，揣

摩体会墨客骚人匠心，大抵亦可推知

人之才情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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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爽的金山

我与《唐诗三百首》

迎“七一”（中国结）彭军芳

AA44

爽爽的金山，绿意清凉，海风微

拂，城区真爽，街巷真爽，滨海真爽，

渔场真爽，田园真爽。

金山，在不一样的夏天，有着不

一样的清爽，有海疆的护佑，城廓惬

意，百姓心畅，生活富足，天色湛蓝，

甜蜜的时光就在身旁，看得见摸得

着，让人心生向往。

我喜欢爽爽的金山，迈着悠闲

的脚步，到“醉”美的大街小巷、里

弄辖区、社区居委、庭院回廊、田野

河畔、林地溪旁，感受夏意凉凉，体

验海风爽爽，用深情的拥抱，揽过

爽爽的金山和绿荫里的“家”，寄情

千里，捎书万家，捧出金山最美的

底色，与君同醉，与君前往。金山

如画，温馨爽爽，诗和远方，心情爽

爽。

爽爽的金山，夏风和畅，天蓝日

朗。幸运赶上一场小雨，在细雨中目

睹金山大道的车来人往，眺望杭州湾

上的烟波绿光，感受雨中情，雨意爽

爽，诗意爽爽。

雨住了，风停了，我在初现的彩

虹中寻觅探访，寻找抛开俗尘的地

方，是龙泉港公园的海棠岭，或是荟

萃园的假山荷池……

观山，阅水，读风，赏雨，拓宽的

道路四通八达，直达远方，城镇发展

带动乡村振兴，“四好农村路”提档

升级，让最美好的梦想在这里点石

成金。

我站久了，看向远处，放飞想

象，深感金山是绿绿的，蓝蓝的，甜

甜的。我久居的地方，都是我欣悦

享受的。金山所有流动的气息，都

是我沉迷醉倒的天堂。我要一次次

地拥揽金山，为的是多看绿意一眼，

纯蓝一眼，为的是欣赏日出东方、晚

霞辉映、归舟飞浪、垂钓池塘、梧桐

满街、杜鹃绽放、水榭楼台、廊桥幽

长……

我在新城路寻觅仙迹，我在蒙山

路环视八方，我在学府路感悟历史，

我在万寿路捧酒吟唱，总感觉金山是

个好地方，一切都和和美美，一切都

谦恭礼让，一切都清清爽爽，一切都

笑语飞歌笑脸飞扬。

我眷恋金山，徜徉在金山的怀抱

里，找回童年稚嫩的时光，找回成年

奋发的过往，找回晚年不老的期望。

我把金山当作星辰阳光，陪我不离不

弃不散场，永远牵情，初心不忘，永远

感念，记忆流长。

爽爽的金山，不论暖风还是细

雨，我都欣悦接受，我都愿意让爽爽

的金山在我的心里永远微拂，惠风流

淌。

爽爽的金山，真得礼尚爽爽，厚

德爽爽，美善爽爽……

□沈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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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问过自己，年轻时因为什

么萌发了写诗的兴趣？认真地想了

想，那时因为一本书。

那是在 1966 年的夏季，由于那

场“运动”的突然发生，我就读的中

学停课了，才 16 岁、读初二的我无

书可读了。我从小喜欢读书，突然

停学，人就像丢了魂似的，整天百

无聊赖。后来我在被封闭改作他

用的学校图书馆一角，发现一本

《唐诗三百首》，随手翻阅、默念了

几页，竟立刻被那优美的文字和高

深意境吸引，原来唐朝还有这么多

灿如群星的诗人诗作！于是，我悄

悄向认识的图书馆老师打个招呼，

借回家悄悄读了三天，还夜以继日

地抄了下来。

奇妙的事发生了。就这么三天，

因为和《唐诗三百首》朝夕相处，我领

略到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巅峰，产生了

情愿用一生追求文学的浓烈兴趣，而

这一切，后来影响了我的人生和命

运。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通读这

本手抄的《唐诗三百首》，不断学写古

体诗，独自徜徉在诗歌的原野，不亦

乐乎。记得我最早写的诗里有这么

一首送别诗，是安慰、鼓励一位去浙

东乡下插队落户的女同学的《游女

吟》：“春深月色入闺房，梦里乱云愁

断肠。孤旅浙东频回首，眼量须比路

途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上海总工

会组织发起了颇具声势的赛诗会，客

观上给当时萧条沉寂的诗坛带来了

一丝春意和生机。我代表老单位某

机械厂，参加了各级赛诗会，因赛绩

突出受到表扬，还担任了机电一局赛

诗队队长和卢湾区工人诗歌组组长，

并加入了上海市工人诗歌创作组，有

幸得到一些著名工人诗人的亲切指

导。从 1973 年起，我陆续在报刊上

发表了一些诗作，因此受到单位领导

的肯定，于 1975 年被提拔当了宣传

干部。

唐诗宋词，熏陶了我的胸怀与

气质；文学爱好，决定了我的人生旅

途。改革开放后，我选择参加中文

专业的自学考试，选择从事文化宣

传方面的工作。我先后担任过厂宣

传科长、电视台专题部主任、网络传

播公司经理和企业文化总监等职

务，几十年里发表了三百多篇诗歌、

散文和电视专题片。每当我不堪重

压、身心疲惫时，是陶渊明的“不言

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激励我抖擞精

神；每当我遇到挫折坎坷时，是李白

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斤散尽还复

来”鼓励我从头再来；每当我面对金

钱贿赂时，是杜甫的“烈士恶苟得，

俊杰思自致”警醒我自清自重；每当

我回顾自己几十年的职业生涯能够

始终结合兴趣爱好，便会感到无比

的庆幸和慰藉。

退休以后，我不改初衷，继续创

作诗歌散文作品，给自己的老年生活

平添了许多快乐。我常想，假如在五

十多年前，我没有邂逅《唐诗三百

首》，我的人生轨迹还会这般有声有

色、令人欣慰吗？

□唐红宝

因工作需要，“金山潮”投稿

邮箱变更为 jsb_701@163.com，

望投稿作者及时变更惠存，踊跃

投稿。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邮箱变更启事

万众一心（篆刻）盛兰军

书法（扇书）娄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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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于 6 月 25 日上午在世博中心

隆重开幕。李强同志代表中共上海

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报告。

“这是一份‘对标看齐、高举旗帜

’的报告；这是一份‘凝心聚力、定向

引领’的报告；这是一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报告；这是一份‘面向全

球、服务全国’的报告。《报告》充分彰

显了市委对上海未来发展的前瞻性

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

性推进。”走出会场，党代表、区委书

记刘健倍感振奋。

刘健说，回望过去的五年，《报告》

客观总结了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成绩

有目共睹、变化广泛深刻、影响持久深

远。尤为可喜的是，五年来，四个中心

基本建成，科创中心形成基本框架，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

尤为可敬的是，今年3月份以来，全市

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历经三个多

月的艰苦鏖战，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

铸就了坚信与坚守、自律与互助、拼搏

到底与敢于胜利等可贵品质，为今后

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增强了

底气和力量。

刘健表示，面向未来的五年，《报

告》系统描绘了令人向往、充满希望

的发展蓝图，思路清晰、措施明确、路

径可期。联系金山实际，感受最深的

是，《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中心辐

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

空间新格局。其中，“南北转型”是继

2018年 5月 7日李强书记调研金山时

提出“两区一堡”战略定位之后，对金

山发展的再一次把脉定向。前几天，

市政府已出台市“南北转型”实施意

见和政策体系，为推动金山转型发展

注入了动力、增强了信心。金山将紧

扣转型发展这一主线，按照“智造集

聚、文旅赋能、门户枢纽、生态宜居”

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三个转型”金

山新发展、加快打造“两区一堡”战略

新高地、全力塑造“三个湾区”城市新

形象，成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主力

军、传统工业地区转型的样板区、实

体经济筑基的压舱石、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引擎，努力为上海未来发展构筑

新的战略支点。

刘健介绍，未来金山在转型工作

中将重点围绕三方面发力。

一是以产业转型为核心，转出区

域发展的“加速度”。《报告》指出，形

成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经济结构是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中之重，强

调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业态结构、

动力结构。《报告》要求金山，建设先

进制造业重要承载区和乡村振兴先

行区。

“承载区”建设方面，将牢固树立

“四个论英雄”的导向，加快推动传统

产业“脱胎换骨”和新兴产业“强筋壮

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就是推

动化工产业朝着精细、绿色、高技术、

高效益、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与两大

化工基地共同推动“炼油向化工转、

化工向材料转、材料向高端转、园区

向生态转”，加快转型成为世界级高

端绿色化工产业示范区。广泛运用

新兴技术、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更好促进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

营销模式变革。新兴产业“强筋壮

骨”，就是大力发展新材料、智能装

备、生命健康、信息技术四大产业集

群，更好推动制造业从“基础性”向

“战略性”跃变；全面做好科创赋能、

数字赋能、文旅赋能三篇文章，更加

注重新赛道布局、新赛手培育、新赛

场建设，高新技术企业五年翻一番，

加快推进市级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

基地建设，全力推进上海乐高乐园度

假区、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两大

文旅高峰项目，更好推动服务业从

“配套性”向“特色化”升级。

“先行区”建设方面，将按照“三

个百里”要求，更加注重彰显乡村的

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充分

释放“接二连三”的产业融合乘数效

应，努力以农业高质高效支撑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示范引领上

海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以空间转型为支撑，转出要

素集聚的“强磁场”。《报告》强调，要

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成果。金山作

为上海西南门户，将统筹推动外部、

内部空间布局重塑，（下转A2版）

市党代表、区委书记刘健：紧扣转型发展主线

全力塑造“三个湾区”城市新形象
本 报 讯 （记 者

冯秋萍 鲁学静 通讯

员 王萍）6 月 25 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

十二次代表大会隆重

开幕。李强同志代表

中共上海市第十一届

委员会，向大会作题

为《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 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 加快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报告。报告内容在

我区引起热烈反响，

社会各界纷纷表示，

要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人民情怀，锤炼责

任担当，激发奋斗热

情，全面服务上海高

质量发展，为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贡献金山的智

慧和力量。

山阳镇杨家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陈春花，作为金山

村级建设发展的代表

现场参加会议。陈春

花表示，报告中提到，

五年来，全市乡村振

兴全面推进，而这也

是她的切身感受。基

层支部堡垒更坚强

了，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凸显，党组织力量

更扎实，党员学习干

事氛围浓厚；金山村级经济壮大了，

坚持“输血”和“造血”并举、盘活村级

“沉睡”资产和资金、转型发展，推动

村级经济稳步发展；环境越来越美

了；村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和

盘活村级资源资金资产，提升村级

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做好党务

村务公开，使账务规范公开透明。

深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文

旅+农业’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

乡村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助力社会

主义国际化大都市中繁荣农村的建

设。”陈春花说。

廊下镇友好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戈晓莉表示，报告中说，两年

多来抗疫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大上海

保卫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是

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

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历史会记住

为这座城市坚守和付出的所有人。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戈晓莉与志

愿者们奋战在抗疫一线，深刻感受到

国家制度的优势和人民群众的力量。

（下转A2版）

从沪杭公路往东走，看到一座 6
米高的瞭望台，就知道到金山嘴渔村

景区了。这座瞭望台屹立在海塘已

有六十余载，见证了渔村的变迁。今

年 61 岁的鲁忠花是土生土长的渔村

人，据她回忆，小时候瞭望台是当地

标志性的建筑，“里面有个小扶梯，我

们就爬到顶上去玩，还可以观察潮

水，看出去捕鱼的船什么时候回来。”

说起瞭望台的由来，金山嘴渔村

游客接待中心主任周秋兰介绍，解放

初期，金山嘴地区原本驻扎着部队，

并建造了陆军、海军营房。当时虽然

已经解放，但是对岸的舟山群岛依旧

被国民党军占据着，为方便监视海

面，防止敌人从海上偷袭，便于 1951
年在护塘上建起了这座瞭望台。周

秋兰表示，如今的瞭望台已失去了它

原有的作用，现在是渔村国防教育基

地，“它时常警示着我们，今天的美好

生活来之不易，是前人不惧艰辛所换

来的。”

城市由一栋栋建筑组成，一栋栋

建筑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历史。经典

建筑“开口”讲故事，不仅可以让外来

游客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也可以让

本地市民享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亭林镇地下文物埋藏十分丰富，

亭林遗址公园由亭林公园、亭林书院

和顾公广场三处景点构成，集历史文

化、生态休闲、名人文化于一体。顾

公广场东侧读书堆是南朝大学者顾

野王撰写《舆地志》的地方，《舆地志》

是一本关于古代地理学的文集，共 30
卷。读书堆现存土山高 10 米，历经

千年，树木葱郁。在顾野王诞辰 1500
年之际，亭林镇改造顾公广场，并竖

立顾野王铜像，让更多的市民了解顾

野王的一生，传承历史文化命脉。

亭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工作人员吴花介绍说，在亭林公园

里，有一个葫芦池，曾出土大量良渚

文化时期陶、石、玉、骨器等，现在为

上海市文物保护地点。“园内篮球场

的地下文物埋藏也十分丰富，未来将

改造成亭林文化遗址的展示区，市民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文物，近距离感受

良渚文化。”吴花说。

据了解，自 2018 年起，上海市大

力推动“建筑可阅读”工作。2020年，

“建筑可阅读”从 2018 年的六个中心

城区向全市全面推广，吸引更多市民

游客“走近”“走进”建筑。目前，金山

已有 40 余处历史建筑纳入了“建筑

可阅读”开放名单。

记者 冯秋萍

金山已有40余处历史建筑纳入“建筑可阅读”开放名单

建筑“开口”讲故事，更有助于人们感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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