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与美的徜徉
!!!论王猛仁的散文诗"下#

崔国发

三!自然胜境的主客应对

在王猛仁的散文诗中" 还有一种自

然的胜境#这种境界的营构创造"于主客

体相互应对中"实现了自然的人化$诗人

善于处理景%物!我三者的关系"将主观

内情与客观物境相互交织渗透" 成就了

一阕阕内涵丰富!意境深邃!实景与真情

高度汇通的锦绣华章$ 我曾经在评论家

陈剑晖的专著中" 读过著名散文家王充

闾&读三峡'中的一段句子"借用来欣赏

王猛仁散文诗中的自然胜境" 我以为非

常恰当$且看王充闾是如何感受三峡的(

)始读之" 止于心灵对自然美的直接感

悟"目注神驰"怦然心动#**再读之"就

会感到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景物交融

互渗"物我融成了一体$ **卒读之"则

身入化景"浓酣忘我"+冲然而澹"倏然而

远,"进入&易经'上讲的+天地氤氲"万物

化醇,的灵境"此刻该是+此中有真意"欲

辩已忘言,了$ -.王充闾(&读三峡'"转引

自陈剑晖&诗性散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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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又岂止是观照三峡

的三种境界" 诗人面对自然胜境时又何

尝不如此呢0所以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拜读王猛仁的自然题材的散文诗时"不

禁惊叹他感觉的敏锐" 以及人生体验与

心灵感悟之独到$)长满绿色的豫南平原

泛着一丝略带羞涩的红韵$

&

蓝天白云"

波光潋滟" 浸满期盼的眼帘$

&

清风徐

来"庄稼扭动着腰身"树木摆动着枝丫"

将微微动情的叶子毫不吝惜地抖落下

来"-.&秋日胜景'/" 这里是实写客观物

境"看得见摸得着"诗人对大自然作凝神

的观照" 大自然在这里成为一个描写的

客体$ 一句)在去往风景的路上"在去往

心中的路上-"便实现了从)实写其景-向

)内抒其情-的华丽转身")在这里"可以

呼吸到平凡的日子里沉潜于文字中的一

种孤独的气息"触摸到一种空旷的美丽"

拥抱着一份源自天中人的质朴与厚重$

&

因为"我骨子里怀有一种对自然虔敬的

心情$

&

我深深地%深深地将自己沉浸于

自然之中"顷刻间"我窥见自然微妙的心

灵"和自然微妙的自己$ -从)孤独的气

息-%)空旷的美丽-%)人的质朴与厚重-

上" 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心灵在秋日自然

胜景中的折光"看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

沉潜与虔敬"抒情主人公把自我融化进

大自然"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自然微

妙的心灵-与)自然微妙的自己-高度契

合 "人是有生命的自然 "自然是外化的

自我"二者所达到的和谐与同化"使)秋

日胜景 -变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 )秋日

胜境-" 诗人的感性体验与理性顿悟相

互牵手 "进入了一种 )化境 -"终于演绎

出这样一首)激情奔放的散文诗-$ 在诗

的世界里")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 旷野

与山岳能日夜喧谈"岩石能沉思"河流能

絮语"**风"土地"树木"都有了性格$ -

.艾青(&诗论'/$ )置身这样的境地"一颗

疲惫的心却显得那么轻盈%飘逸和洒脱1

&

在诗人相聚的日子里"总是怀着青春的

活力浮想联翩" 总是觉得在山清水秀的

某个方向必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

或

许会有什么东西使我们为之激动$

&

或

许会有一种罕见的力量激荡着我们的内

心**-.&薄山湖的记忆'/"不仅是如梦

如诗如幻的薄山湖" 极目远眺被诗意浸

染的山水画卷" 整个大自然都是这样的

神奇"她给我们展示)美的原始与厚重%

优雅而傲岸-"更能给我们带来激动人心

的力量与心灵皈依的栖所$ 诗人在长白

山的林中徜徉" 感受最深的就是踩在地

上的落叶" 这些能经受风吹雨打和冰欺

雪压的树叶"有的呈现金黄"有的呈现紫

褐"有的光怪陆离")风可以把树叶吹落"

但它不能把我们的心吹走" 不能将拥有

无数个强劲的树干吹走$

&

我知道"我已

不再只是一片任由风吹雨打的叶子"而

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是宇宙的一部分$

&

人生不是索求"而是拯救$

&

只有具有幸

福感的人"才深有感触**-.&我从地上

拣起一枚落叶'/" 从大自然司空见惯的

一枚落叶" 激发出一种全感官与整个心

灵的艺术感应" 诗人用敏感的心灵捕捉

能寄托自己情感的审美对象" 并从落叶

的萧瑟与心灵的强韧中造成一种情绪的

)张力-" 进而把自己的感怀推向更深层

的哲理思索 ()人生不是索求 " 而是拯

救$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

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做风

雨中飘落的叶子"而要像)强劲的树干-

那样自立自强" 幻化无穷的自然景观与

诗人心中燃烧的激情相遇合" 借落叶与

树干的意象" 凝聚了诗人深邃的心灵思

考" 使浓郁的诗情向着哲理一步步地升

华$散文诗中的爱与美"因为有了诗人的

厚植与深耕"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才呈现

出坚韧的长势$

总之"王猛仁的散文诗写作"表现了

诗人对爱情独特而真诚的心理感受"他

的作品在带给我们温暖和亲切的同时"

有着很强的情感冲击力2 他别具一双善

于发现美的眼光"作为著名书法家"对书

画和摄影充满着无限的热爱" 并透过灵

动的健笔去抒写自己心中的艺术理想"

他的诗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与无比丰富

的想象力2他以对大自然的虔敬之心"将

生命体验%内心感悟%主观情思与山川景

致%博物万象%客观现实高度融合"字里

行间透露着丰饶的诗意思考" 他的散文

诗也因而产生了一种深沉% 强烈的感染

力# )山和远方一起苍茫# 跋涉的路也许

很短"也许很长-"但我相信"诗者猛仁坚

韧不拔的探索脚步会一往直前" 久久不

倦**

此岸!彼岸
!!!品读董雪丹散文集$只有心灵才能抵达心灵%

毕雪静

一

看到书名的第一感觉是我要抵达#

站在此岸"我极力想象你在彼岸"闲时读

书品茶" 书香茶香浸润过的灵魂该是多

么让人心驰神往#此岸"你是女儿%妻子%

母亲%编辑"率真随和2彼岸"你是与文字

缠绵的女子"敏感%温婉却自信笃定# 你

的生命如一朵花" 清清雅雅" 摇曳着风

华#

我要去彼岸"去那白露横江%水光接

天的彼岸" 去那春风十里春水初生的彼

岸"驾一艘牛角般的船"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我的心已被彼岸填满#

我一定要去彼岸"因为我相信"此岸

与彼岸"只是一艘船的距离"只要用心就

能抵达#

原本"我只想寻找一朵花开的故事"

却不小心看见了一棵花树的绚烂#

二

你说"该出本书了"不管是为了自己

的虚荣%面子"要对周围的人有个交代"

还是为了这么多年从事的工作" 对自己

有个交代"你说"收集整理出这本书还有

个目的"就是寻找方向#

此岸是现实的冷"彼岸是心灵的暖"

你用悲悯的情怀把一路的风景缀成美好

的图画"让读到的人去分享#

你用很多文字写亲情%友情和爱情"

从女儿五个月大时就开始写她成长的点

点滴滴"字里行间是满满的爱怜%期许与

祝福# 在女儿那里"你做严母"只是希望

她是一个可爱的%有气质的女孩儿#在父

母那里"你是乖巧的女儿"对父亲深深的

敬仰"对母亲的热爱与依恋"浓浓的亲情

在文字里流淌"让人不觉莞尔或者羡慕#

知心知己的人在你笔下个个栩栩如

生"让人过目不忘(长着明星脸的阿慧"

头发扎起来像赵丽蓉"散下来像刘欢"说

话时的表情丰富"声调活泼"像一个调皮

的孩子2奇葩的芝连鞋子都会穿错"却念

念不忘追问缠绕在栏杆上的叶子会不会

被太阳晒疼2因为)孤独的漂泊者-"你从

豫东平原一路寻到大西北"因为一个人"

而爱上一个叫石河子的城市# 还有性情

率真%有些孩子气的艺人王六"远在乐山

的林雪儿**

写爱情"看似随意"实则用心# 爱上

爱情的波伏娃说" 等一个男人以他的智

慧% 学问和他的威信征服我" 我便会去

爱2罗丹的情人卡米耶对罗丹说"我希望

我从来也不曾认识过你2看完电影&樱花

盛开'"你笃定地说"只有心灵才能抵达

心灵**

写别人的爱情你满是理解" 写自己

的爱情只有满满的幸福" 那束玫瑰在心

头一直盛开"鲜艳夺目#

在随笔札记里" 你与穿着草鞋的庄

子走在秋水畔" 把一个人的河堤走成两

个人的河堤2有雨的夏夜"你听朱淑真絮

絮向你诉说&断肠词'"她的泪打湿了你

的枕2灾难来了"你告诉孩子"学校会有

的"一切都会有的2有人抄袭你的文章"

你却与她分享澄明的月光**用小女子

情怀"温暖着受伤的迷失的心灵#

你用文字搭成精神的驿站" 让读者

诗意栖居#

三

)有限的"却是深刻的-")竹子的心

是空的" 我的心也是空的-")有期待的

人生"才充满希望 # -在 &丹霞山 ()元 -

来如此 '里 "你用道家思想理解 )元 -"

让人醍醐灌顶"明白了大自然要苍生阴

阳结合"在相克相生中拓展生命的宽度

和深度# 只有在自然中感悟人情事理"

那瞬间的灵感闪现则是给人的意外惊

喜#

&夏夜"听李娜唱经'语言如诵经一

样纯美"让人眼中起雾"心境却如莲花一

样圣洁"月光一样幽静#我在初春的晚上

读你的文字" 心一下子仿佛走进秋日的

田野" 丰富喜悦" 又仿佛走向雪中的小

屋"纯净辽远#

李娜把结局唱给了谁0 谁是谁的牵

绊0谁又拿浮生乱了流年0人生到底是活

一回心境"看重者心苦"看清者洒脱"执

迷者迷"了悟者空"只有内心安静祥和"

才不会被外界左右#

在西塘"你的灵魂跟上了你的脚步"

我在你空灵优美的意境里跟上了你的灵

魂# 梁漱溟先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里

说"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首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 接下来

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最后一定要

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丰子恺

先生说"人的生活可分为三层"一是物质

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闲

暇之时"我们不妨自问(我怎样与生活和

解0 又在人生第几层0

慢下来"才能看清此岸的真实"才能

欣赏彼岸的风景#

只要你不急"你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四

你说"你是一个自由行走%随心写字

的女子"我更愿看你是一个淡淡的女子"

不骄不躁"有水的柔情万种"也有云的飘

逸"低眉抬眼间都是淡定从容"如夏天的

甘泉"清新舒爽"如冬日的阳光"让人心

生温暖#

你用时光来换取一些灵气% 一些智

慧"把往事装订成册#你让我想起一蓑烟

雨任平生的苏子" 他把流离的日子过成

淡泊2想起采菊东篱下的陶潜"把清苦的

日子过成诗意2想起独坐幽篁里的王维"

把平淡的日子过成闲适# 你用简宁的心

看花开云飞"我站在人生的渡口"此岸的

边缘"满眼是彼岸旖旎的风光"在你纯净

的文字里沉迷#

你一定也看到了此岸的我" 却只是

静静地微笑"不愠不言"像一本微香的经

书"再一次把警示深藏#

祝福 !"岁
徐萍

高中阶段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灿

烂的青春年华" 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

岁月#高中学生就像初升的朝阳"放射着

万丈光芒2 高中学生就像刚刚绽放的花

朵"散发着怡人的芬芳#

作为一名高中教师" 每天陪伴着充

满朝气的学子们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畅

游"我感觉自己青春不老"永远年轻1

作为一名高中教师" 陪伴着一届又

一届的学生度过这高中时代的最美年

华"我深感荣幸1

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我们学校

为全体高二学生举办了
!'

岁成人礼仪

式#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在这个令人

心潮澎湃的时刻" 看着一张张青春洋溢

的笑脸2 看着老师们亲自为他们戴上成

人帽2看着他们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充

满自信地跨过成人门2 看着广阔的操场

上空放飞的彩色气球2 听着慷慨激昂的

背景音乐2 感受着整个校园里到处洋溢

的激情"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同时"我心

里也有很多话想对我的学生们表达#

首先"我衷心地祝贺你们1 祝贺你

们
!'

岁了"昔日满脸稚气的小小少年长

大成人了1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不谙世

事的孩童" 你们已经正式加入了成年人

的行列# 你们已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年公民" 这也意味着你们从此开

始不仅仅享有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和自

由" 同时也要承担起法律规定的责任和

义务#所以"你们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

和担当精神# 担当起对自己%对家庭%对

社会的责任#

其次"我真正地羡慕你们1

!'

岁"朝

气蓬勃"英姿勃发2

!'

岁"如花似玉的最

美年华#

!'

岁"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似

玫瑰一样鲜艳芬芳#

!'

岁的年轻人拥有

火热的激情和美好的梦想2

!'

岁的年轻

人对人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神

秘的向往#

!'

岁的你们用火热的激情点

燃梦想"用青春的岁月放飞希望1我真的

好羡慕你们1 羡慕你们拥有如此美好的

青春年华1 希望你们惜时奋进" 勇攀高

峰"努力拼搏"学有所成1

最后"我真诚地祝福你们1祝福每一

位女孩越来越高尚优雅" 每一位男孩越

来越成熟儒雅1 祝福每一位学生早日成

才"光明的未来美好如画2祝福每一位学

生学业有成"广阔的成功之路四通八达2

祝福每一位学生前程似锦" 都能成为人

生的赢家1

五一文化广场颂

姜玉海

锣鼓丝竹遏行云!

时逢周末过把瘾"

地作舞台天作幕!

日月同辉天地春"

五一广场大舞台!

看戏听歌乐开怀"

铿锵盘鼓震天响!

声如万马动地来"

葫芦丝语润心花!

唢呐声声乐万家"

妙龄美女荡旱船!

弱冠男儿跑竹马"

嗡嗡空竹一线牵!

虎头壮汉炸响鞭"

少林小子展绝技!

八卦心意六合拳"

夏练三伏汗湿衣!

凤舞龙驰疾如飞"

银枪挥舞龙出水!

刀滚剑劈虎猿啼"

八旬老翁太极剑!

七旬大妈唱银环"

妹妹坐轿红裙舞!

哥哥放喉南阳关"

憨憨小丫更出彩!

两岁能演花木兰"

梆子越调和道情!

南腔北调乐翻天"

唱者如痴听者醉!

自娱自乐谱诗篇"

广场文化惠民生!

男女老少乐融融"

中原风情展画卷!

沙颍扬波唱新声"

你的声音!外一首"

卞彬

像风一样轻

像水一样柔

像云一样飘逸

像花一样鲜美

你的声音被水洗过

你的声音被蜜泡过

你的声音被剪刀裁过

你的声音被梦装饰过

它轻轻地 轻轻地

从远方飘来

仿佛来自天堂的音乐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可我却不知道你的声音

是用什么做的

唢呐声响

唢呐声响

如花的乡下妹子身着洁白的婚纱

缓缓走进花轿

唢呐声响

花轿起动

我看见很多人的脸

笑成了一朵花

唢呐声响

花轿像一只小船

缓缓驶出村庄

驶出我的视野

我忽然发现

那花轿走过的

那并不太长的乡路

就像一把刀

一下子割去了

乡下妹子纯真的少女时代

一下子把我的心

划得鲜血淋漓

唢呐声响

响在空荡荡的村庄

响在我梦的深处

午后
王伟

寂静的午后

我独自端坐在沙发上

孩子上学去了

妻子上班走了

小狗跑到屋外去了

我关掉

电视 电脑 手机

捧着一杯茶

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

远离了喧嚣

灵魂得到解脱

让身体与心灵对话

让时光停止

放慢匆忙的脚步

告诉自己

拒绝那种快节奏生活

沙颍河畔晨练有感
李艳春

!!!!!!!!!!!!!!!

一

一湾绿水绕人家!

数点榴花悄映笆"

谁个碧波轻戏浪!

岸边犬吠惊朝霞"

二

堤上金瓜真可爱!

停车招手欲买来"

价钱谈好人欢喜!

却把瓜儿忘摊台#

杨和寺的桃花!外一首"

路雨

杨和寺的桃花充满了灵性

一朵朵娇艳欲滴的桃花

是一个个情窦初开的山野村姑

纯真 朴实 善良 热情 浪漫

含羞地站立在春天的路口

告诉人们她们就要恋爱了

杨和寺的桃花

注定是我前世的情人

为了一个久远的约定

她会墨守成规地痴痴等待

她相信我一定会来的

她一直在等待着为我绽放

我来了

嘤嘤嗡嗡的蜜蜂就跟来了

我来了

成群结队的蝴蝶就跟来了

我来了

杨和寺的桃花就开了

置身于万亩花海之中

俨若置身于后宫的三千粉黛之中

我就是主宰她们的风流帝王

一朵朵桃花

在春风中纷纷为我打开了身体

露出了娇艳粉嫩的肌骨

春风一度

这些被我宠幸了的桃花

这些被我爱得缠绵悱恻的桃花

纷纷挣出了我温暖的怀抱

一夜之间

就幸福地登临枝头怀孕了

去杨和寺看桃花

三月二十八日

杨和寺的桃花

被风的柔指轻轻一点

花的灯盏

就照亮了整个村庄和田野

让每个杨和寺人的脸上

绽放出满脸的喜庆

朵朵桃花较劲开

开成了杨和寺

最盛大最热情的节日

难以抵挡桃花的诱惑

和好友相约

去沾沾桃花的灵性

沐沐桃花的喜气

沿着花盏染香的阡陌小路

徜徉在万亩花海

听蜂鸟唱鸣

与蝴蝶步步相伴

心突然被桃花撩拨得

异常亢奋

远处是谁在喊

要走桃花运了

要走桃花运了

夕阳渐远

桃花依旧

坐在农家茶摊旁

朋友突然大胆决定

他要留下来

他要招赘给一朵桃花

招赘给杨和寺的一朵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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