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树昭亭一岭风，生花妙笔见奇功。如梅傲雪冰天
灿，似雨滋田果实丰。浪漫萦怀心绕梦，真诚盖世气吞虹。
诗城创建辛劳付，更把豪情天下融。”这是众多诗贺新著《低
吟潜唱》出版发行的其中一首，可谓代表了广大诗词同仁、
亲朋好友、同事领导、邻里故朋等的赞誉心声！用如此形象
而生动、准确而到位的律赞，绝不仅仅因为该著作者张阳旭
同志身任宣州诗词学会副会长、身肩宣城敬亭山诗词学会
常务副会长、身系安徽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更主要
的，是她身有真心实意、真情实感、真才实学、真拼实干等诸
多“真货”，这些由正知、正念、正行之“正能量”，知责、履责、
尽责之“三境界”，专心、专注、专业之“绣花功”以及谦恭、谦
和、谦逊之“仁慈心”等综合元素组成的“真货”，才是赞律诗
真正的“底韵”。

张阳旭走过的人生，道路坷坎、阅历丰富，饱经风霜、
坚毅从容。她出生江南地，辗转北大荒，城市、农村，地方、
部队，她都苦旅过，机关、学校，社团、工厂，她都奋斗过。
下过放，务过农，当过教师，做过工人，长期履职科室，曾经
重任厂长。15年前，她被组织安排出席全省高级政工师培
训——可以想象她思政教化的功夫；16 年前，她荣获宣州

“十大女杰”——可以想象她在环保战线付出了多少汗水；
17年前，她荣获“全省文明家庭称号”——可以想象她大德
敦化释放了怎样的德馨温暖……她在书的“后记”里写道：

“六十为一循环，值此时间节点，总觉得应该弄点儿什么以
作纪念”。于是，她开始整理诗稿，决定出一本诗集，如马
克思所说“通过油墨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按理，无论从哪
个角度，她都应该把诗多出些，把书出厚些，可她还是那
样，低调谦虚，羞涩出场，从众多诗稿中精选出500首，分列
成家国、贤业、山水、唱和、感悟五个篇章，并谦曰“低吟”和

“潜唱”。
家国情怀心绕梦。爱国颂党，她有如海的恩情；持家和

亲，她有绵柔的温情。我有心观察到，“家国篇”置五篇之首
她是发自内心的。大自中华复兴的“国梦”，小自天伦之情
的“家梦”，这种无限的“梦爱”始终心绕在“家是最小国、国
是千万家”之间，读来首首精彩，品之句句感人。这些精彩，
这些感人，不是凭空虚拟，而是来源于她心灵深处的情愫。
从爱的大类看，国梦绽放出多条彩虹。如颂党，她有“政治
清明家国顺，铜墙铁壁固中坚”、“东方龙气腾腾，华夏尽欢
颜”等大量铿锵之声，是因她有着数十年党龄并经历了入党
挫折的顽强考验；又如爱国，她有“美丽中国，环球瞩目惊
愕”、“几度昏殇，几度沧桑，旋韵寰球盛世昌”等连篇饱满之
爱，是因她出生7个月之后即带着襁褓之音随母由江南水乡
来到北大荒——吉林西北的一个小镇，接受父亲东北军旅
的长期熏陶；还如敬仰毛主席，她有“东方日出满天红，五卷
雄文思不穷。饮水当知谁掘井，双眸噙泪默毛公”等多首崇
拜之吟，是因她打小就心生一代伟人偶像，出现能朗朗熟背
大量毛主席诗词等诸多崇尚敬毛的奇景。另外，从“紫荆花
绽物华新，香港回归适党辰”的香港回归喜庆，到“倭寇兴风
钓岛霾，风云怒激港和台”的钓鱼岛感怀；从“五环旗帜飘
起，华夏俱欢腾”的申奥成功，到“八一红旗猎猎，魑魅魍魉
纷惊”的朱日和阅兵；从“太空一吻凯旋还，辽阔草原承晓
辉”的航天神威，到“西子凌波舞盛秋，风云际会在杭州”的
G20峰会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热情歌咏，均溯源于她
成长的环境、特殊的经历、自身的修为、心底的坚守、精神的
信仰等因素而释放的汹涌激情。从爱的情感分，“家梦”流
淌出数脉伦亲。这些伦亲的流淌，有“深知父爱如山重，立
命安身尽孝廉”的严父之爱，有“馨香淡雅品高端，孤芳物外
等非闲”的慈母之育，有“如许天真何烂漫，开心那笑透皮

顽”的孙女之乐，有“锡婚喜铸中坚力，叶茂枝繁果满园”的
儿媳之寄，有“孤坟衰草景凄凉，姐妹花单倍感伤”的亡姐之
念，有“英年何不测，入土可曾安”的幺弟之忆，有“一叶秋风
知冷暖，两层老屋记危安”的老屋之祭，有“元序家邦庆盛
隆，宵灯辉映舞春风”的新舍之欢……这些伦亲的流淌，其
实是她“全省文明家庭”画的一支暖流，暖行于辈嗣三亲，穿
行于地北东南，落脚于孝悌慈善，和谐于人间社会——因
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风气的一分子。

贤业劬勤果实丰。爱岗敬业，她有无比的豪情；履职
践责，她有火热的激情。我坦然意识到，“贤业篇”列入数
最多她是合符情理的。早在2002年初，她赋诗七律《“八骏
图”有感》刊登在省委机关刊《安徽工作》上，以“八骏日行
八万里，一生殚尽一千才。何以劳什立画意，驰骋纵横不
徘徊”默默自勉。为何说全部诗稿中“贤业篇”所占篇幅最
大（159篇）是合符情理的呢？因为这不仅是她人生主战场

“日行八万里”的奉献轨迹，也是她长期求索“何以立画意”
的精神写照，读之能给人一种心胸开阔的豁达感，坚毅前
行的拼搏感，作风正派的公道感，率先垂范的楷模感。让
我们撷取几朵闪光的浪花吧：在教师岗位上——她“孜孜
不倦灌春苗，修剪枝灵事业高。心血深根基础树，汗滋理
想沃英豪”。不论青涩的 19 岁下放农村做民办教师，还是
日后进工厂任子弟学校园丁，以朝朝暮暮融入“声阵阵，意
融融。莘莘学子梦同童”的“汗滋”，换来无数次组织的表
彰和孩子与家长们噙泪的感激。兼任城建妇女主任时
——她“九月丹枫情似火，风流一脉竟相来”。以水的柔
情，火的热情，奔赴工地上下问卷，勤于思考分析总结，写
出多篇调研文章在市、区主流媒体发表，其中《切实加强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一文，在省级6部门抽查中获得一致
好评并通报表彰。难忘环保岁月里——她有一颗“城市风
清靓丽，光荣熨展心田”的境界。她认为，只有低看自己，
才能高看人民，如果自身伟大，任何工作都不会渺小。所
以才有她对街道清扫工“职业谦虚志不卑，胸怀大帚气扬
眉”的高赞，有对垃圾清运驾驶员“苦脏岗位我当先，穿巷
过街轮辗转”的颂扬，有对环卫残疾工友朱小木的“满身灰
垢唯心净，一别尘寰有泪无”的哀婉，有对参加退休环卫工
友一年一度团聚的“步步登高扶大笑，年年重九胜春光”的
欢吟。其实，5年垃圾厂厂长兼环卫处副主任履职，消纳处
理 5 亿多吨城市垃圾以及由此萦绕的奔波汗水，何不也有
力地证明了万千个像张阳旭这样“高看人民”而又“自身的
伟大”。诗市诗乡申创中——白日她和大家“鸟唱青山转，
云飞彩练悬”，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夜幕经常是“桌上
书纷叠，枕边卷常临，灯前电脑映丹心”地熬至三更甚或丁
夜。在无尽的忙碌中还兼任着“三版两编一财物”（省、市、
区三级诗词网版主和市、区诗刊编辑及宣州财务），默默克
服家事之繁重与大家“脉相承，共襄良举”；殷殷辛苦多项
之兼职，齐心“梦相依，沥胆见衷肠”，戮力为“诗市”“诗乡”
的创成“泼尽丹青韵锦章”。

山水诗韵一岭风。爱山喜水，她有别样的钟情；吟花颂
草，她有饱满的抒情。我怡爽体会到，“山水篇”所选优美诗
她是极具考量的。细细品读，发现这些考量嫣然出诸多赏
心之美。一谓山水宣城多彩美。不仅有各地山水草木特色
之欢笑，而且有时代奋进拼搏崛起之状描；不仅有澄江月
夜、北楼远眺等“宣城十景”之点缀；而且有全球唯一“文房
四宝”之傲歌，张阳旭有三篇代表作，其中有两篇即《望海
潮·多彩宣城》和《沁园春·争创省级文明城感赋》都是饱赞
大宣城的，正如她《水调歌头·“三月三”呈敬亭诗会》所写：

“山水诗乡里，处处颂宣公”。二谓敬亭诗山紫红美。在她

诗里，作为地域标志
性 诗 山
—— 敬 亭
山，既有自然风 貌 的 独 特 艳
美，也有从千年历史一路走来并正踏着时代节拍走
向未来而焕发出的发“紫”的红，在全部主题中所写最多，在
抒情描绘上用辞最美。写尽了山间的亭台楼阁，写遍了山
中的花草鸟木。她一年中有“三上”，一次写有“十吟”，早晚
有感诗，白昼有咏词，可见她对敬亭山的情有独钟，真的是

“恰有骚坛，吟哦浪漫，一片生机墨绿中”。三谓乡村振兴气
息美。“土芹芽，本鱼虾。万顷果蔬，麻鸭稻香车”，这是她乐
见宣州五星乡的“江城子”，“时菊金黄，藕榭凝霜，古镇寻幽
入画廊”，这是她情洒绩溪千年尚村的“采桑子”。近年来，
近土的榧里宗村、红旗水库、东华山、龙泉洞、莲花峰、青弋
江、小胡村、大张村，呈村、杏花村，远地苏、浙、豫、鲁、吉等
省的不少新农村景点，都有她“智慧中华城镇宏，乡村美若
图画中”的满腔诗赞。四谓名胜古迹幽灵美。从敬亭怀英
亭始，经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丫山、采石矶、黄山、齐云山、庐
山、甘露寺、京口北固亭，到黄鹤楼、张家界、玉龙山、圆明园
及至兵马俑等等，“一路畅怀诱我咏，感吟赋诗心房宽”。与
家父凭吊“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时，她“怒发直冲冠，恨凶顽
蒋匪”，圆明园断壁前她悠悠叹息：“中华多少文明恨，立照
留存记国殇”，临京口北固亭，却“云波浩淼情怀壮，接引英
雄追远鸿”，登甘露寺多景楼，又“胜境如常临，清凉气自
留”，横空张家界，惊“石怪如葩依景绽，风奇若蕊尽滋蕃”，
登临玉龙山，感“独立苍茫亿万年，粗犷雄浑掀巨澜”……除
此四类，另外还有大量的歌咏荷、梅、菊、瓜、果众多个性植
物生态美，描写春、夏、秋、冬四季时景变化美，赞颂宣酒集
团、尊贤集团、广德安泰、古南丰等一批明星企业创业美，轻
吟小区、小院、看雨、观湖之幽微庭径烟月美等。

唱和诗意天下融。爱诗重谊，她有挚诚的真情；尊师谦
朋，她有天然的亲情。我直观感觉到，“唱和篇”特独立成篇
她是贵友成金的。因为勤奋，她几乎唱和了所有诗事。市、
区历次大会，诗社诗教活动，申创历次迎检、诗友频繁沙龙、
诗友新著发行、外地诗典庆贺等；因为谦虚，她几乎回和了
所有诗赞。她赞别人，同时她的诗也引来纷纷点赞，此时，
她总是以“更敬一尺”的姿态回敬，以此不断掀起诗网唱和
高潮；因为真诚，她几乎盖和了熟知网友。这是多么难能可
贵啊！上至李文朝、陆世全、哈余庆、朱恩三、杨玲等，下至
吴浪风、江湖客、肖礼堂、耿青、黄宝平、偏南风、敬亭山风、
云阁小舍、小荷望风、忧舞、程家林、徐志平、海沙沙、碧云空
……这些都是高频唱和最熟悉的名字。何处不逢春的一首

《桃花恨》，虽是长达116字的长调“摸鱼儿”，但因涉“彩礼害
命”的重大主题，善良的她扼腕步和，及时发出了“为逝者
惜，为伤者痛，为俗者懑，以期人们觉醒”之声的正能量好
词，赢得一片热赞。《信念》一绝虽然短小，但气势宏阔不同
凡响，获得众多诗友点赞，于是她将赞者网名全部嵌入形成
长篇给予回谢。担任省、市、区三级诗网版主时，她是率先
身份置顶（将军）的极少数之一，可以想象她付出了多少心
血，一度食指重劳成疾并手术，长时间不能上网，大家怜情
纤纤心里难受……马克思曾说：“友谊需要用真诚去播种，
用热情去浇灌。”对张阳旭来说，生活是一支歌，她是用心在
弹唱，家庭是一幅画，她是用爱在描绘，友情汇聚成诗，她是
用情在抒写。19年前的1999年5月15日《皖东南日报》刊发
了她《忆母亲》一文，开篇说：“怀念母亲，不仅因为她是我生
命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她以中国妇女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
影响着我的生命历程。我为普通母亲有清贫、平和和真诚

的 心 境 而
骄 傲”。她母亲曾

是白天“大跃进”劳动，夜晚编制芦
席缝制皮革壁毯不停飞针走线，抚

育5个孤儿成长的天下好人，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这或许是
她如此善良真诚的源泉活水吧。

感悟真谛见奇功。爱思善悟，她有惯学的深情；引哲
破识，她有高超的才情。我敏感认识到，“感悟篇”诗书作
结是很富有寓意的。该篇量虽不多却能让人感受到，善学
的勤奋融入“思”以致思接千载，心灵的饱满明于视以致视
通万里。主要有二：一是苦学丰盈才情。诗文中读史随
想、除夕倏想、望月随想、岁月感怀、七夕感怀、雨中秋怀、
中秋有题、临湖偶感、临坛观贴、吟草自嘲、新年自检、人日
有记及至叹，一系列意味隽永寓意深刻的感悟篇，皆是建
立在勤奋苦读深厚才学之上的。张阳旭虽然机遇多舛高
考阴错阳差，但读书从未止息，笔耕绵延不断。1975年7月
1日党的生日这天起直至现今，15600余天坚持每天日记不
间断，平时大量笔记经典诗文的毅力是很少见的；为能写
好诗，不满足 1988 年即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于繁重家务挤
出时间上老年大学的决心是不多见的。多面的才情和风
格溢满整个诗文，既有豪放，也有婉约；既有严谨，也有幽
默；既有深邃，也有浅白；既有笼括，也有细察；既有哲理逻
辑，也有形象思维；既有经典化用，也有古典拿来；既有久
长熬句，也有即席口占；既有美字巧叠，也有极致阵排……
丰富多彩，其味无穷！二是德才洞开感悟。如做人她有

“风姿隐逸香飘远，自好洁身吟万年”之莲喻自律，在熟人
眼里，她就是那种不和你多走动但能体谅你良苦用心、不
和你套近乎但能积极配合你工作、不关注你生活隐私但能
帮你排忧解难、不当面恭维领导但能帮助组织树立威信、
不向你表态但能高标准完成工作、不爱表功但能踏实工
作、不爱提个人要求但能表现积极、不愿给在职领导烧香
但却愿给离职领导送暖的正宗老实人；谦让她有“未靠玉
树荫盛夏，当随芝兰暖寒秋”之感悟仁行，一次转干机遇，
她圭臬《论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理当公受却大
义让人，以致可能出现机关工作如此优秀何故身份未转的
疑惑；低调她有“小巧玲珑凭低调，俗儒相济愈繁昌”之荸
荠感赏，一贯反感那些做事如小河流水哗啦啦——事不大
动静大的人，一贯好感那些做事如大海流水静悄悄——事
不小动静小的人，讨厌那些做事如夏天的知了——无论何
时都在高喊，喜欢那些做事如地上的蚂蚁——无论如何都
在低处前行；惜时她有“敲盘按键老新痴，雾漫厨房蒸汽
弥。不得了来冲进去，珍珠顺璧滴成诗”的感记故事；反腐
她有“名以吹牛出，官因拍马迁”的陶潜《饮酒》感怀，横眉

“月月酒楼狂灌，天天茶座穷喝”的“醉生”，冷对“三更梦里
尽情歌，享受千金一刻”的“梦死”；幽默她有“热血甜心点
墨香，清风快意秀文章。洋洋洒洒人称道，若遇松梅更激
昂”的狼毫感描；读史她有“徒抱虞姬泪，乌江浪剑魂”的项
羽感嗟；哲理她有“有爱人生知爱广，无情岁月懂情深”的
情爱感思，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循着赞律诗广袤的空间和深邃的内涵，作为新
著作者张阳旭的崇敬者之一，尤其是良姐诗友之厚谊，让
我怀着浓郁的感情和兴致，走进她诗的天空，步入她韵的
海洋，通篇全览，悉心醉读，间或循着有趣的轨迹，去一同
寻找、感受诗词背后那岁月的沧桑和人生况味的酸甜苦
辣，以期通过读后感的方式，一则愉快赏学，二则试图将赞
律诗作适度外延并尽力诠释，好让更多人知晓这个大德大
才的人间好人。

· ·
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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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馨灵慧 才气化诗
——读张阳旭《低吟潜唱》

● 陈东风

《红楼梦》刻画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
等大观园里无比精彩的生命奇观，也呈现了贾
珍、贾琏、贾蓉等俗不可耐的庸人生态，同时又
塑造了刘姥姥、贾芸、张道士等一大群卑微人
物的鲜明形象。在几百个人物之中，曹公不吝
文字，浓墨重彩的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活泼、机
智、幽默、滑稽、世故的“丑角”——刘姥姥。刘
姥姥的故事，犹如一篇精彩的寓言故事，富有
哲理性，饱含着曹公从“锦衣纨绔”和“饫甘餍
肥”的大繁华到“茅椽蓬牖”和“绳床瓦灶”的大
荒凉后的深刻忏悔意识。

《红楼梦》第六回写到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她进荣国府的缘由是因为家里生活支撑不下，
她进荣国府的借口是女婿狗儿祖上“因与荣国
府略有些瓜葛”，她进荣国府的心态是“倒还是
舍了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也
大家有益。”总而言之是迫于生计，万般无奈。
刘姥姥到荣国府后，经周瑞家的斡旋，见到这
时掌管荣国府内务的王熙凤，王熙凤从未见识
过刘姥姥，肯定也从未听到过有刘姥姥这一

“连宗”的亲戚。王熙凤给刘姥姥的施舍是二
十两银子，这二十两银子足以让刘姥姥一家经
营一些小本生意，安于度日。凤姐的这次出场
似乎有些反常，因为她有一万个理由不待见刘
姥姥。这个凤姐可是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是
杀害贾瑞和尤二姐两个无辜生命的凶手。凤
姐无论是为了大户人口的面子还是为了仅存
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她的行为终究帮助刘姥姥
完成了一个“乞讨者”的角色，让刘姥姥全家的
这个冬日不再寒冷。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开始写刘姥姥二进

荣国府，直到四十一回。临走时带着百两银子
和整车吃穿用度。曹公在这里用心地描写了
两个细节，一是巧姐因在风地里吃了一块糕
点，就发起热来。刘姥姥道：“这也有的，富贵
人家养的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再他
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
奶少疼他些就好了。”把孩子娇生惯养，这种保
护就是剥得了孩子们与生活对话的权利，就是
剥得了孩子们在生活中自然生存的能力，这种

“剥得”对孩子是一种伤害乃至是戕害。刘姥
姥此语，不仅在几百年前，在当下不失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二是贾母因带着刘姥姥游玩
大观园的劳累而欠安，事实上刘姥姥和贾母年
龄相当。与贾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姥姥的
精神矍铄而无一点劳形。由此可见，养尊处优
和众星拱月并不能带给人幸福，甚至是苦闷和
无聊。幸福来自于刘姥姥这一个为生活四处
奔波的庄稼人，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羁鸟还
林、池鱼归渊的田园！

如果我们说刘姥姥第一次进荣国府扮演
的是乞讨者角色，第二次是滑稽小丑角色，那
么，《红楼梦》第一百十三回写到刘姥姥三进
荣国府和第一百十九回写到刘姥姥四进荣国
府则是拯救者角色，她拯救了王熙凤和她的
女儿。一个母亲最大的夙愿肯定是女儿的终
身大事，一个女孩最大的幸福肯定是找到一
个好的婆家，尤其在那个年代。巧姐是七月
初七出生的，她的姻缘命中注定就是要从深
宅大院回归田园自然，回归男耕女织。刘再
复先生认为《红楼梦》贵族女子的复归之路有
两种路向，一是林黛玉式的向“天”回归，“人

向广寒奔”，奔向三生石畔灵河岸边的灵魂故
乡。一是巧姐式的向“地”回归，回归乡野和
故土，乡野和故土是每一个现实中人的生活
故乡。巧姐能回到那里，是曹公的精彩之笔，
是巧姐的完美归宿。林黛玉和巧姐都是“质
本洁来还洁去”，只不过是不同的形式，即异
曲同工，殊途同归！如此，王熙凤因为刘姥姥
一进荣国府时仅存的一丝“悲悯”，犹如一线
划破黑暗夜空里的光亮，隔着时空，投入到漫
漫长夜后的黎明，并让无限朝阳照射着这个
大观园内最年轻的女子——巧姐。巧姐的再
生，是刘姥姥给予的，也是王熙凤给予的。人
生的给予，就是通往美妙境地的阶梯，就是绝
处可逢生的出路。所以说出路是自己铺就
的，只要有耐心和善意。

《红楼梦》中描写了很多谙于世故的卑微
人物，如刘姥姥、贾芸、张道士和王一贴等。
世故，是自私，看似照顾他人实则为了一己之
利；纯真，并非一定要慷慨，但需要很大的勇
气和牺牲精神。曹公晚年，陷入了“举家食粥
酒常赊”的境地，在第一回的自叙中也说到

“半生潦倒之罪”和“我之罪固不免”，人越是
在身陷囹圄之际，越是容易反省自身之罪，越
是容易悲悯卑微人物的生活际遇。所以小说
中的刘姥姥等卑微人物，为了生计，为了讨一
点豪门贵族府邸的残羹冷炙，他们的世故是
生活的本能和技巧，曹公对此给予了最大的
宽恕。对他人的宽恕，就是对自我的拯救。
因此，《红楼梦》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人
生是忏悔和救赎的一生，唯有此，才是人生的
严肃态度和清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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