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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路上一“白丁”
□ 许岚（眉山）

清河镇有福。因为一位叫“白丁”（本名罗闯）
的诗人，就出生在这里。

我也有福。结识了这位差不多年长我三十岁
的忘年交大哥！

说他“白丁”，那是他心系脚下这片土地，情系
这个时代，谦虚自嘲而已。

一位集书法、诗词、文赋、篆刻为一体的文艺
家，一位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四川省林技校副校
长、《中国林业教育》杂志编辑，岂能是“白丁”？

认识白丁大哥，起于一年半前，缘于诗兄王
小菠。她说眉山有一位擅长古体诗的老诗人想
见你。我心里愣了一下，对于古体诗和古体诗诗
人，我一直是心怀敬畏的。尤其是我作为一位长
期深受东坡文化熏陶，在东坡文化皇城根下学
习和工作的现代诗歌书写者，更是需要一颗敬
畏之心的。

接到白丁大哥电话时，我在三苏祠做驻馆诗
人。

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家里。健谈，善速记，
通园林美学，爱摄影，喜篆刻，长书法，工诗词，却
一点没有诸多老教师身上的“酸气”。一杯功夫
茶，在他的手指间游弋，在我的舌尖打转，在时光
的品味中芬芳。他，给我最初的印象：随和、风趣、
厚实。

在宋家饭店，我们以酒佐诗。不一会功夫，各
人面前三瓶郎歪就下肚去寻找诗歌情人了。我有
些惊叹，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竟有如此的酒量，
而且桩子很稳。其实，我很少与写古体诗的老诗人
交往的，白丁大哥是第一个例外。

我是个不说真话就要命的人，所以在诗歌圈
内不太受人待见，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坚守着
对诗歌的真诚，对生命的真诚。作为忘年交的白丁
大哥，和我居然是如此的相似，好像芸芸之中迟来
的相遇、相知。

一来二往，我们见面的时间多了起来。品茗，
品诗，品生活。虽然，他写古体诗，我写现代诗，但
我们对诗歌的意趣是一致的，对诗歌的意象新奇、
意境美的审美要求是一致的，对诗歌的热爱与痴
迷程度也是一致的。

前不久，他说想将他的诗文整理、自印成一个
集子，算是给人生一个念想。我说，好啊，还是找一
家好的出版社出版吧，给诗歌一个交代，给生命一
个寄托。

于是，白丁大哥嘱咐我给他的诗文集写一个
序。我一直诚惶诚恐，迟迟不敢动笔。一是他年长
我近 30岁，应该亦师亦友才对；二是这部他几十
年的心血，交给我这个诗词门外汉来作一个开篇
导读，不能不说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挑战！所以，除
了品读，还是品读！

其合集《麋鹿集》，并非他所说的“四不像”，其
实是诗词赋与杂谈的一个融合，且每种体裁皆精
彩，独具“白丁”特色。

不管是律诗、绝句、词、古风，还是赋，在注重
传统音韵美、平仄美的基础上，他更注重一个“意”
字。在此，谨举几例格律诗以赏析。

一是意境。境是纸墨，意是妙笔。让思想在
一个奇特的心境、语境中，去吐露一个诗者对
生命、生活的从容。如“奇文能使刘伶醉，似酒
如茶伴老夫”（《七律·立冬》），“我言胆壮乾坤
窄，无胆心宽寸地舒”（《七绝·初秋欲做胆囊
手术》）。

二是意味。意是风，味是花蕾。让年轻的思绪
在蓦然回首之时，怦然心动，去捕捉一个眼前场
景，让美好向往顿生百媚，回味悠长。如“雏鹰掠水
涟漪乱，春燕穿云菡萏羞”（《七律·百鸟闹春》），

“流莺孤月寻新侣，紫燕群楼绕旧梁”（《七律·倒
春寒日间即景》）。

三是意趣。意在趣中行，趣在意中藏。让意象
与雅趣浑然一体，让豪放与婉约共美，心灵与天地
共生。如“撒下诗篇成锦缎，巧将美景细裁缝”（《七
绝·冬夜入梦》），“莫叹风霜摧旧梦，余生且作少年
游”（《七律·立秋》）。

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者、书写者，白
丁大哥本身就是一首诗或词，值得我们走心去读，
去品。和他相处，和他的诗词对话，是一件多么愉
悦的事情！

诗词，使我们更加热爱古老与现代以及未来
的中国。诗词，使我们年轻，活得更有力量、更鲜
活。这是共性，也是价值所在。

真心祝愿诗无白丁的白丁先生，诗路无垠，诗
爱如花，诗心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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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帝故里觅蜀魂
□ 余勋禾（成都）

珠穆朗玛峰顶的雪
□ 陈小蘩（成都）

雪，飘落。从天而降的雪
飘洒在珠穆朗玛峰顶
落在冰川上的雪花，一刹那成为凝冰
漫天飘落的雪，层层雪花堆积
覆盖
冰壳包裹住山峰，亿年积雪
冰山在日出时闪亮
冷且尖硬，悬垂的冰凌透明、锋利
凌晨，在珠峰大本营，在梦中我感受到
锥心的冰凌，刺入心脏
苍茫长夜，我唯一能看见的
珠穆朗玛峰顶的雪
刺目的白

在这静默中

在这静默中，虚无的空间
生命悄无声息地掠过
一些经历，哀伤
和短促的幸福
一些白衣、灰衣天使
和不可知的事物
突入其来地缤纷
在无人的时候，在隐秘的时候
中断我的思绪

我无力起身驱赶这些神秘
轻盈的翅膀
它们始终高悬头顶
当我张开双臂试图模仿飞行时
我寻觅着你的目光，你赞许
如童年父亲鼓励的眼神
灵魂终将脱离引力和全部习俗
成为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
今后的日子里，飞，或许取代眼睛
进入目光所不能闯入的虚空
无边的黑暗袭来
我不会恐惧

白云苍狗
□ 青岩（山西运城）

头顶虚无
期冀 大块的云朵
是母亲心悦的棉垛
我 不能透露她的心事
如 秋后连阴天那些腐烂的棉桃

喜欢坐上石碾子说起他的庄稼
麦子，比我熟悉他的影子
那佝偻的生活居然他不离不弃

终生疾苦的父母守着漏雨的老屋
总有一些暗疾 如风 拍响环
院里的狗狂叫不停
我不敢回家，怕它忘了我的童年

谢幕

把牛赶进圈里。
炊烟，开始笼罩村庄……

柏油路代替了乡间小道。
庄上的小学，倒塌了几间教室。

一群四散的麻雀是童年的伙伴。
此时，独居斗室。抽烟。

辗转反侧，夜
梦，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的童年！

立秋。落叶……
一支呜咽的唢呐
哭疼，落日。

采气的人飘起来
□ 张义先（成都）

终于感觉到了进入 彻底的 更深的
荡漾 通透的夏天 清爽和燥热
雨一直没有下 龟在脚边一动不动

可以肯定的是理想 采气的人 飘起来
中国2019 高调抖音 用一个很大的词
灵魂轻颜 安抚衰老和褶皱

此刻 车过动物园 想起熊猫
感觉它比我们周围的人都值钱
再往前是天龙大道 两边是菜花地

乌云聚集在天边 层层叠叠
神秘和虚无 不易觉察的移动
偶尔有蓝 很蓝的蓝 在云层深处若隐若现

初生的玉米和熟透的水蜜桃 香 乘着风
阵阵吹来 混合着腐朽的皂角和枯枝的味道
满地都是三叶草 粉色的花 午后绽放

现在睡个回笼觉是极好的 暗渡陈仓
乘古老梅拉伦湖巨大的木头漂流①

与死神擦肩而过《1Q84》② 他们确实是高人
注:
①斯德哥尔摩
②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长篇小说

（外一首）

（外一首） 《庐山》和《题西林壁》简析
□ 刘道平（成都）

为复活一段远古历史，我们受邀南行到望
帝故里云南昭通，既怀着神圣的责任感，又像
祭祖归宗走亲戚一样，来完成这次追本溯源的
神圣之旅。

车过四川宜宾市，横跨长江第一城不久，
就进入云南省昭通地区的水富县了。这里山清
水秀，灵气氤氲；山为乌蒙山区，水名横江之
水，山顶常常飘逸着云气，有心出岫的她们，晃
若仙女的裙裾，轻如纱，薄如玉。横江绿水如
带，山环水绕，碧波不兴，清幽幽，冷冽冽，助人
思路清晰。可喜的是一入云南，蜀地的炎热便
已成过往，而滇国的凉意，纵然在秋季，也如沐
春风一般惬意。

到云南昭通的山路或高或低，或弯或绕，
总是旁着谷底的横江溯源而上。水的走向服从
山脉的安排；山脉的态势，来自地壳运动；地壳
的形成，又拜托近代板块漂移学说……中国古
代道家哲人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有人相信这个法，有人视而不
见，而更多的人仿佛并不需要。

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吟唱道：“蚕丛及
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
通人烟……”诗人认为蜀国首位先王蚕丛，曾
经是那样遥远的存在，远及洪蒙时代，未解钻
木取火，还处于茹毛饮血的蛮荒。然而谁知道，
比老子更加遥远的年代，新石器时代初始，昭
通就从神话的舞台走入现实。这里古称朱提，
处蜀国南陲，在天荒地老史诗般的朦胧阶段，
这里便迎来文明的曙光。

我们还是根据扬雄的《蜀王本纪》，来还原
那段历史吧。书中曾说：“蜀之先王名蚕丛，后
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
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按族属划分，
三人都是羌族之后，生活方式为“居无常所，依
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以上文字脉络清晰，含量丰富，已勾勒出
三位先王的代际与流变，是一份难得的参考材
料。我们知道，蚕丛来自岷江河谷，这是被历史
学家肯定的。《茅亭客话》卷九，也是这样介绍
第一位古蜀王的：

“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

致市居，此之遗风也。”这句话里的“民无定
居”，符合当时人们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模
式。然而他们对服饰的需求，已不仅仅限于兽
皮的御寒了。审美意识的苏醒，源于轻盈华美
的丝织品，它们更受人们的青睐。那时蜀地气候
温和，森林广布，三星堆发现大量象牙，即是有
力的佐证。从文中看，蚕丛倡导百姓养蚕取丝，
他走到哪里，都以传授养蚕技术为己任，并在当
地形成蚕丝交易集市。孰料黄帝的夫人嫘祖，也
是古蜀国人，她发明了纺织，前提应是蚕丛取丝
之艺的推广。可以说蚕丛和嫘祖二人，促进了中
国服饰的多元，激起了“人想衣裳花想容”的浪
漫追求，由此被后人推崇、怀念。

第二位蜀王柏灌，也是蚕丛的后裔，据说
彭州海窝子古城为“瞿上”（另说双流县南十八
里牧马山为“瞿上”），关于柏灌的生平，遗憾的
是文字记载甚少。

第三位蜀王鱼凫带领他的族人，逐渐向东
南进入川西平原以求发展，《蜀王本纪》说“王
田猎于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于湔。”这里的

“湔”即指彭州关口湔江一带。那时他们的生活
方式，仍以打渔捕猎为主。以后他的“仙去”，实
为对他应享生活的愿景罢了。值得一提的是，
公元前 1057 年，鱼凫王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
争，有了“商”的称呼，“蜀”也就可以名正言顺
了。我们知道，一个族群愈是希望定居，就愈要
有充足粮食作保障，因此那时的男女，已经有
了明确的分工。妇女们开始从采集野粟野稻为
食品，进而培育种植，开始初涉农耕了。

让我们从《蜀王本纪》中继续寻找答案：
“时蜀民稀少，后有一人名杜宇，从天堕，止朱
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
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
民往往复出……”

这位杜宇是天降朱提的神人，完全是个异
类，与前代从西北方入蜀的三王相比，他是掌
握了更多农耕技术的先贤。这一优势应用于昭
通这片水草丰茂、等待开垦、改沼泽为田垅的
坝子，几年下来，就凸显出农业成就。杜宇先在
这里种粟，后又试种水稻，皆获可喜成功。他将
昭通看作农耕实验区，变游牧方式为稻作生

活，为这里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精通
农耕技术的杜宇，并不满足于现状，为实现开
疆拓土的更大理想，他带领一伙兄弟顺横江而
下，出石门关到长江，并渡江来到蜀地南沿。经
过一路北上地传授技术推广农业，有一天，终
于来到了沼泽密布的川西平原。正如谚语说的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要开发茫茫天地得有
人助。杜宇在这里得到了爱情，与一个“从井
中”出，名叫“利”的奇女子结婚，果然得到“天
时”再加“地利”的融合之助。

杜宇一边建立国度自立为蜀王，号称望
帝；一边选址在青城山下设立治所，名叫郫邑，
搭好了国家的雏形。于是他继续指导大家改土
造田，进行稻作生产，还亲自参加播种收获的
劳动。他教民务农，倡导耕作，以暂不收税赋来
惠及大众。这样的好政策让人们趋之若鹜，使
得前朝曾经从事过农耕的遗民喜出望外，前来
投奔他而重操旧业，促成了“化民往往复出”的
盛况。望帝时，蜀国的疆域西南可达今天的芦
山、天全一带，东面大致以涪江作为与巴的分
界线，南方则间接影响着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
南北部。

杜宇治蜀时，约在公元前七世纪，这期间，
川西平原曾经遭遇过一次大洪水。治水能人鳖
灵“决玉山，民得陆处”，杜宇便“委国授鳖灵而
去，如尧之禅舜。”《蜀中广记》卷五十九说：“望
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至春则
啼，闻者凄恻焉。”杜鹃鸟又名子规。那时蜀人
二月听见子规啼鸣，都会感念：“我望帝也。”

鳖灵继位，号曰开明。史书记载开明帝传
十二代，遂为秦所灭。

历史车轮从古至今，碾过崎岖不平的道
路，也为我们产生了包容性很强的传统文化，它
的张力让我们充满了自信。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是我们强国的根本，这要拜托秦代“书同文，车
同轨”政策。云南昭通地域的石门关，还有好长
一段秦代“五尺道”古迹，我们为它自豪而高
歌。我们要继续修出更美好的“丝绸之路”。

今天四川作家怀着崇敬之心，踏着古道前
来拜谒“望帝故里”，就是为了不忘“蜀魂”初
心，走向远方，“兼善天下”去播种文明。

窃以为，山者，有诗则名。庐山亦然。自
古骚人墨客，游历庐山，诗性冲动，佳制流
芳。北宋东坡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最具代表性。

前人写庐山佳作叠出，后人超越实难。本
来，诗人陶武先，亦当如李白“眼前有景道不
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但他以自己独特的眼光
看庐山，写出前人未道之语。其诗作《庐山》写
道：“层峦叠翠雾萦峰，洞府丛林道不同。要识
匡庐真面目，还须出入此山中。”措语通俗，质
朴无华。第一句短短七字便描绘出一幅山水画，
翠黛层次分明，岚烟缭绕奇峰。第二句洞府深
隐，丛林密布，幽径相连，坎平相接，百转千 ，
人之欲达，其道（路）不同。第三、四句巧妙化用
东坡语。东坡将因果复句倒装，即“不识……只
缘……”，而武先则用假设复句“要……还
……”，新意便出。为诗，往往是，如果题同词
异，意境维新。武先深得其法。更重要的是，诗
贵言外之意。诗中令人玩味的是，“雾萦峰”亦
世事朦胧；“道不同”即承载万事万物之“源”
之“理”千差万别，告示为人处事要谨记“道法
自然”“遵循规律”。“出入”乃诗眼（高昌语）。
何也？出则可“旁观者清”，入则便释“当局者
迷”。反复“出入”便可克服“片面、孤立和静
止”地认识事物。作者曾是具有丰富经验的领

导干部，更具理性的哲学思维，深谙看问题必
须“全面和动态”，深谙“出入”之理。“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实践
—总结—再实践”，“学习—思考—再学习”等

等“道法”，在他的思路和实践中根深蒂固。也
许受东坡之启发，触及了他的唯物认知和辨
证思维，而喷发出可传之名句吧。既为名句，
更是警示！

我很喜欢一部电影，2014年上映的《星际
穿越》。我独自跑进电影院看了两遍，抛开科幻
冒险的内容，我只觉得《星际穿越》实际上在讲
一个父亲和女儿的故事。

父亲置身在时空错乱的太空中，争分夺秒
地去完成任务，他只是想尽快回家，兑现对女
儿的承诺。而女儿却用了毕生的时间寻找着父
亲的踪迹。父亲在另一个时空里，想尽办法给
予女儿指引。终于，在女儿弥留之际，父亲和女
儿相见了。是怎样强大的力量，让父女俩能突
破时间与空间的隔绝限制？

爱是一种力量，能让我们超越时空的维
度来感知它的存在。这种爱，让我在那个黑
暗狭小的空间里，几度落泪。我想到我和父
亲也有着这样一段双城“穿越”的故事，并且
这个故事在我成长成熟的很多年里，依然在
续写着。

我念大学找工作都在成都，七年前也彻底
地在成都安了家。父亲则一直呆在重庆。读书
那会，父亲来到我的大学只有两次，一次是开
学的时候送我，另一次是大学要毕业了，来成
都当面问问我工作实习的情况。

成都和重庆是邻近的省市，自然交通便
捷。读大学时，我就经常回去。有时候上午上
课，下午和第二天没课，就立马买一张火车票

回到重庆，在家呆一会就又回成都了。我就在
这两个城市之间来回跑，没有经济压力，不担
心没路费，因此来回“穿越”得乐不可支。如今
我成家立业了，要忙工作，还要忙家务，于是父
亲倒开始“穿越”起来。

父亲五十多岁了，事业也从一个顶点开始
慢慢地往下走。我知道父亲退居二线的那种失
落，但他却说：“空闲一点岂不是更好，有更多
时间来成都。”想想也是，父亲会有更多的时间
来“穿越”，周五下午买了动车票，周日又回重
庆了。父亲经常来成都，一个月好几次，每次都
给我提来大包小包的东西，有茶叶、香菇、土鸡
蛋，甚至还会提 20 斤重的菜籽油。某一天，我
去车站接父亲，看到他双手提着东西，还背了
个包，走路的时候身体向前倾，背是弓着的，像
一只大龙虾。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
想父亲是不是经常给我提太多东西就驼背了
呢？他把我的家当成了最终的依靠。

四岁的时候，我就跟着父亲，和《星际穿
越》里的墨菲一样，对父亲的那种依赖，不会言
说，缺乏表达，只在离别时才深刻感受到不舍。
成年了，愈发感知父亲的不易。一个正当盛年
的男人，要忙于事业，又要照顾家庭，并且还要
承担一个母亲的角色，就像《星际穿越》的主人
翁库伯，要照顾好两个孩子以及已故妻子的父

亲，要当好一个农场的农民，还要为了理想而
前行。

但世上难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当库伯选择
登上宇宙飞船，飞往未知太空拯救整个人类的
时候，他也失掉了同女儿一起成长的时光。于
是，他只能对女儿做出承诺：我一定会回来的。

当我的父亲，为了到达事业顶峰而奋力爬
行的时候，他也撇下了山脚下懵懂无知的我。
而他那执着向上的行走轨迹，也只是为了给我
创造一个更优越的生活环境。成年之前，我对
父亲多有怨艾。然而，待到我离开有他的城市
后，才发现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种时光流转也割
舍不掉的情感，是爱，是信任，是理解。我尝试
着走进父亲的世界，经常回去看看他，侧面了
解这个中年男人的困惑。大多时候，什么也不
用做，只是回去看看。

而我的父亲如今也会用他的方式来表达
对我深沉的爱，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渐渐地
融进我的日常生活。父亲的爱如同地表下的世
界，抬头看不见，低头似虚无，只有内心才能感
知到那一份厚重的温存。我的父亲愈发像《背
影》里的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头，我在想，这个老
头在月台上爬上爬下，在车站进进出出，在城
市间来回“穿越”,这一切，只是为了和他的女
儿相见。

双城“穿越”
□ 饭宝（成都）

雾萦庐山（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