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世之人作古体诗，很容
易陷入两种窠臼，其一者，过于
崇古、拟古，以古为师，以古为
界，声律、用韵、平仄、对仗，皆
用古法，首颔颈尾，丝丝入扣，
谨严固然值得肯定，然而，多少
也给人一些削足适履之感，堪
称新时期的新“八股”；其二者，
则是另一个极端，对于古体诗
的“创作”表现得过于随意与放
松，诗词歌赋，俯拾皆是；“律诗
绝句”，信手拈来，甚至一些名
噪一时的新闻事件、文化现象、
友朋杂耍等，不加精择，亦然入
诗，如此一来，不免就陷入了游
戏或曰“打油”。

以我之见，今人书写格律
诗，亦应做到古为今用，张弛有
度，善于拟古，而不拘泥于古；以
古为鉴，又非按图索骥。若以如
此的尺度衡量，诗词家陈伯仲先
生新近出版的诗集《心似玉壶
冰》，不失为一部精良之作。事
实上，对于当今时期的格律诗写
作，陈伯仲先生自身就有着大有

借鉴意义之见解，诗人在诗集后
记中如是阐述：“语言是不断发
展演变的，现代人完全一成不变
地按古汉语去写格律诗，很难适
应现代汉语的语言环境，也不会
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为了让格
律诗走出少数文人的书斋，走向
社会大众，对格律诗进行改造是
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譬如押
韵，应该打破古人诗韵韵部的束
缚，而采用更为宽泛的新韵部
——现代汉语韵部。”

在诗集《心似玉壶冰》中，
真人真事，真情实感，充溢字里
行间。言之有物，不做无病呻
吟，既是古往圣贤的教诲，亦是
所有佳作之必须。陈伯仲的格
律诗，涉猎甚广，题材丰富：感物
抒怀，壮游河山，诗友畅聚，儿女
情长，时令景致，怀古咏史，皆能
录于笔端，化作涓涓诗情。

兼创作与研究于一身的著
名学者叶维廉先生，在探讨中
国古典诗歌与英美诗歌的美学
异同时，曾有如下论述：“中国

诗要读者融入自然的律动”，
“诗的目的不在说教，诗的目的
正是要使事物的气韵生动地呈
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陈伯仲
先生的格律诗中，我们很容易
感知到诗人通过文字传达给读
者的那种“自然的律动”，事物
的气韵跃然纸上，扑面而来。

在七言绝句《傍晚骤雨》
中，诗人如是写道：“长空万里
碧无云，二月夕阳犹灼人。许
是苍天起怜意，风生云合雨纷
纷。”这是诗人出游澳洲之时，
创作出的众多诗章中的一首。
诗作浅白易懂，从表面上看，仅
仅是异域风光的一个片段，而
仔细体味，我们便能发现，叶维
廉先生所推崇的“自然的律
动”，在这首短短二十八字的小
诗中，有着很好的体现。在这
短短的四句诗中，我们可以清
晰地感知到自然风云的脉搏，
感受到异域泥土的气息。长
空、夕阳、风、云、纷纷落下的
雨，这些在中国古典诗文中极

其寻常的意象，即便是远在数
万公里外的异域他乡，依然“本
色不改”。

以怀古咏史为主题的诗
作，亦是诗集《心似玉壶冰》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作
品，诗人夹叙夹议，叙议结合，
从史实出发，升华至为人处世、
生存哲理，诗作之中，屡屡可见
诗人的真知灼见，对于读者而
言，读诗观史，一箭双雕，启迪
智慧，庄严人生。

《秦始皇》一诗中，诗人写
道：“焚书坑儒发龙威，万里长
城天下羸。迤逦阿宫三百里，
谁知转瞬便成灰。”短短的四句
诗，便把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
概括于笔端。

“义不孤身东渡江，战神也
是痴情郎。香魂未远急追去，不
在人间做霸王。”这是诗人陈伯
仲慨叹西楚霸王项羽的一首诗，
可谓自成特色，别有洞天。霸王
别姬乌江自刎的故事，诗文歌赋
影视传奇都进行过无数次的演

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在
这首诗中，诗人陈伯仲看重的却
是乱世英雄的“情”字，若与李易
安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对照而读，则少了一些英豪气，
多了一些人情味；少了一些悲壮
感，多了一些儿女情……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诗集《心似玉壶
冰》亦是这样一个承载着诗人
情志、尘世观察、友朋欢聚、讽
谏刺世的复合型文本，对于读
者而言，可以观世事，可以通古
今，可以怡性情，可以明事理。

（彭进，青年作家，评论
家,发表诗歌评论及其他体裁
文学作品两千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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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岁月逐渐老去的缘
故，人到一定年龄，心里总会滋
生出对过往的怀念和留恋。总
有一些承载着某种精神寄托的
记忆片断从远去的时光里逐渐
逼近现实，如蒙太奇镜头一般，
屡屡回放在某个午夜的梦境
里。夜不成寐，目光透过窗外
月光，搜寻那些人和事。

终究是难以忘却那条河
流。

与大多数平原乡村一样，
有河之处必有人家，而且集聚
成村。不知道这种境况是不是
一种巧合。在诸多乡土文学作
品里，河流几乎成为不可或缺
抑或必不可少的角色。无论是
主角还是配角，均发挥着同样
的抒情功能。这是一种地理因
缘的必然呢,还是一种不约而
同的偶遇？让我牵挂的那条记
忆之河，围村而去，是两个村庄
的界河。地处沃野千里的豫东
平原，家家户户在庭院里打有

压井，人畜吃水不成问题。和
谐的邻里关系造就了和谐的村
际关系。这种淳厚的乡情，让
那条界河少却了因争水抢水而
衍生的诸多纷扰与是非。

河流并不宽阔，因地势自
东向西流。据说在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曾是一条运河，而且
留下了纤夫的足迹，后来，航运
逐渐衰落，直至废弃。自我记
事起，它便是一条安静的小
河。河水终年自上而下，潺潺
而泻，绵延百余里。即便汛期
涨水，也难以改变其静若处子
的禀性。这种气质，注定了它
是儿童的乐园。夏季戏水冬季
滑冰，始终让我们对暑假和寒
假向往得望穿秋水。及至后来
离开故乡外出求学谋生，在对
那天真烂漫的童真时光的屡屡
眷恋里，除了几个青梅竹马的
玩伴让人牵挂感念之外，最想
看到的，还是那满河的芦苇以
及漫天飞舞的芦花。

芦苇之于河流，如同荷花
之于池塘，皆为点睛之风物。塘
里有了荷，便有了动感的妩媚。
河因有了芦苇而萌生了一种神
秘之美。那些细直且高的苇秆，
一排排、一行行，沿河绵延东
去。夏季，挺拔的芦荡给河流穿
上了绿纱裙。碧绿连天，清流映
日。芦荡深处，无数的彩色蜻蜓
上下翻飞，引来不知名的水禽浮
浮沉沉，时有惊喜一片。水中世
界格外热闹。白日里，人是主
角；夜晚，蛙鸣四起。鱼虾逐波，
让我们品尝到了江南渔民的水
上生活。最为壮观的，还是秋季
芦花。经历了夏的热烈，葱绿的
芦荡在晚秋的冷风里，渐次白了
头。芦花如晨霜，在萋草斜晖里
飞舞。不几日，丰腴的河流便消
瘦下来。此时，儿童的心思远离
了河流，回到了课堂上。村庄里
的炊烟也因芦苇的稀疏而越发
高了起来。寒意渐浓，万物肃杀
里，芦苇非常沉默，非常骄傲；北

国的早冬，朔风阵阵，芦苇摇起
河里的涟漪，片片飞雪从天而
降，成就了一幅绝美的国画。

不知道这些芦苇是野生
的，还是人工种植的，它们的生
命很短暂，一如我们短暂的童
年。后来，忙于学业忙于生计，
在浮生里磕磕碰碰，为俗事牵
牵绊绊。身累心累忙里偷闲重
返故乡，沉醉、感动于浓郁的乡
情之余，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
的芦荡了。那条河流还在，只
是格外的窄小。水干河枯，河
床上种满了庄稼。那如霜似雪
的芦花，终是隐藏在儿时村庄
的淡月里。

河的名字我叫不出来，发
源于扶沟县城的贾鲁河——一
条流淌了两千多年的河流。据
考证，贾鲁河的前身就是楚汉
相争时的“鸿沟”。

多年以后，我在客居的愚
公故里——河南济源，在穿越
《诗经》的黄河湿地里，又见到

了久违的芦苇。时值初冬。坡
头镇连地村的黄河岸边,黄沙
合处，水自分流，形成了大片湿
地。浅浅的滩地上，生长着稀
稀疏疏的芦苇，很低矮，杂生在
荇草间，显然是野生的。走在
柔软如毯的沙地上，时而惊扰
了栖息在芦苇间的白鹭、灰雁
腾空而起，直冲云天。黄河沧
浪万顷，平如明镜，有白鹭等水
鸟贴水而飞，翻起浪花点点。
湿地上的浅草，很容易让人联
想起《诗经》里水之湄的那位伊
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央。”且行且观，就
走进了《诗经》里。在这样的境
遇里，我把异乡的黄河当作故
乡的小河，在那亦真亦幻的人
群里，找寻儿时的玩伴和自
己。彼时，若有野笛响起，该是
何等的幸运！

(姚永刚,青年作家,出版散
文集《那山·那水·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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