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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幕阜山
□王德保

浣溪沙

薄暮霏霏湿念眉。十年心事

与花知。秋初风露压枝低。

多劫生涯无寄处，不常梦境或

留谁。一城灯火影凄迷。

点绛唇

落叶零花，霜刀恣肆雕凊丽。

宾乡暮市，一例秋光寂。

水国归帆，点点行如蚁。茫茫

际，浮鸥起，渐释凭栏意。

少年游

中宵寒雨梦迟迟。倚枕思归

期。红莲花外，青云瀑畔，晴煖两

相宜。

剽尘一去音书绝，尽处似当

时。餐饭难消，粟眉无点，独呓旧

年诗。

一斛珠

寻 常 宾 雁 。 凭 栏 唤 起 轻 轻

叹。枫笺未肯留青眼。渐紧霜风，

应是重衣换。

流水无根成辗转。心香依旧

遥相伴。佛前祈愿千千遍。许我

来生，不剪朱丝断。

蝶恋花

初月溶溶清若子。花砌幽深，

初识他乡里。非是多情洇旧事。

缘香濡湿桃花纸。

潮涨深怀思未已。不是春风，

应是卿卿字。容易年年秋又至。

千帆过尽青霜起。

（湖北省来凤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 邢秀芳）

人生边上

□石继航

桃红了，柳绿了，皂荚与梧桐

也都先后萌发了新芽，校园里早已

是这里粉一簇、那里绿一片。

然而，就在整个校园的树木都欣

欣向荣之时，竟还有一棵粒芽未发的

树，光秃秃地站在校园的某个角落

里，真是大煞风景！

“都到什么季节了，怎么还不

发芽呢？”留意到那树的人，终于忍

不住在树旁指指点点了。

“瞧它那副秃样，还能发芽吗？”

面对人们七嘴八舌的质疑，那

棵枯皮皲裂斑驳的秃树选择了沉

默。一星期过去了，又一星期过去

了，那树仍在沉默。

再也按捺不住的教职工再一

次聚集到树前——

“那树大概真的已经枯死了。”

“让一棵枯死的秃树站在校园

里，肯定影响观瞻！”

“依我看，还不如趁早把它砍

了算了。”

听到这样的议论，我很伤心，

都盘口粗的一棵树了，肯定经历了

不少的风霜雨雪，众人这么一怒，

说不定真要把它给砍了呢。

可是，这都什么时节了，为什

么还迟迟不发芽呢？

有个性急的工友真寻来了电

锯和斧头，说话间就要动手砍树。

不过，一向老成持重的校长还是制

止了他。绕着树来来回回转了三

四圈，校长终于发话：“那树……暂

时还是不要砍！”

我趁机向前一步，说道：“校

长，那棵树就交由我来管理吧！”校

长笑了，目光里充满了期待。

领任后，我一丝也不敢懈怠，

先是搬掉了堆在树兜周围的乱石

和水泥硬块，给它培上一些松土，

又从我羞涩的囊中掏出点钱来，

给它喷洒了点农药，杀虫防病，又

动员一些学生时常给它施施肥、

浇浇水。

不知是我和孩子真诚的呵护

感动了树，还是那棵“冬眠”太久的

树终于长梦苏醒。两星期后，在一

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猛然发现，

那棵沉默已久的树终于长出米粒

般嫩黄的芽叶来。之后，又一嘟噜

一嘟噜地开满一树小黄花，惹来蜜

蜂嗡嗡嗡地漫天飞舞。

那棵几乎被判处死刑的树，终

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后经多方打听，我才得知那

棵芽叶迟发的树为檀树，是一种

多年生落叶乔木，在众多占春夺

夏的树木当中属于笃实迟钝的一

种。檀树既不像春桃那样粉艳，

也不像石榴那般妖娆，既不像白

杨那样争高，也不像香樟那般骛

远 ，因 而 它 也 就 不 怎 么 惹 人 注

意。不过，由于耐寒喜热，每年的

生长期短，它的年轮极为细密，木

质也极为坚硬，许多辘轳、车轴、

枢纽、枕木、房梁等，大多取材于

这种坚硬的檀木。

险些又损毁了一棵栋梁之树，

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张九龄那首

《感遇》：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诗中写的是橘树，但它的境遇

岂不与校园里的这棵檀树一样？

虽然芽叶迟发，虽然不为人所重，

却以坚实、坚韧展现了自己的顽强

和美丽。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武宁县鲁

溪镇鲁溪中学）

《《潭香闻芰荷潭香闻芰荷》》 广西昭平县木格中学广西昭平县木格中学 邓林翰邓林翰

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负暄琐话·唐才子传③

攀登幕阜山，是要几分胆量的。

伴随着一路的喇叭声，车子在山崖

上前进，每一次爬升，总有一种难耐的

煎熬感。幸好，一路阳光普照，温暖的

气息扑面而来。

要欣赏云的世界，必须靠近山顶。

轻盈的、厚重的云缠绵在一起，不由得发

出“我欲乘云归去”的感叹。天是蔚蓝

的，柔柔的风在吹拂，淡淡的云在流动。

群山悄悄地隐藏起来，水也渐渐地潜入

土里。至于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众

生，在云的世界里早已不见了踪影。

其实，山本就是有气势的。杜工部

游泰山时，曾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幕阜山一点也不逊色，它像一位

坐落高台的君王，接受臣民膜拜，充满

舍我其谁的气概。

只有登上幕阜山，才能感觉到山的

庄严。放眼望去，纵横交错的山峰连绵

不断，各有各的姿态。但从气魄上看，

这些山峰都要臣服于幕阜山，都在它的

威严下战战兢兢。幕阜山昂起头颅，气

宇轩昂地俯视着一切。

山顶的一块巨石奇迹般地“站立”在一

块小石上，总觉得轻轻一推，它就会纵身跃入

峭壁之下，摔得粉身碎骨。可它们爱得太深

沉，就这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吸纳天地的精

华、日月的灵气。我想，这石头也许就是一把

神人用过的斧头，它对准苍穹，运斤成风，斩

断混沌，成就了开天辟地的伟业。我更想，这

巨石像圣母的头颅，而小石就是她柔软的脖

子，她深情地凝视着天下黎民，凝望着千万年

的沧海桑田，心中不知有多少感慨。

李太白游幕阜山时曾感叹：“闻说神

仙晋葛洪，炼丹曾此占山峰。庭前废井

今犹在，不见长松见短松。”山越来越高，

当浮云渐渐散去，闯入眼帘的是那苍翠

的青山，拥挤地贴着大地。更远处有点

点白光，排成一线线、一列列，那是民居

的灯火。白光在闪耀着，如同黑夜中的

黎明之火，愈来愈多，愈来愈密。

细看幕阜山，我不想说老母殿的雄

伟壮观，不想说龙潭瀑布的一泻万丈，

不想说望仙亭的怡然自得……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在我心

里，幕阜山就是石与人的交融。石与

人，刚与柔，总在心里升腾，慢慢咀嚼，

这风景的真意才能体会。

伴着碧水绿树，鸟语花香，慢腾腾

地滑下山去，而心，却已经留给了大山。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岳阳县第三中学）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余锦标

陈子昂是初唐和盛唐间一个桥梁

式人物，他的诗风有点“反潮流”的味

道。初唐是格律逐渐定型的时候，但

陈子昂却大力提倡汉魏时的古体诗，

上官仪、沈佺期他们所推崇的七言诗，

陈子昂更是一首也不写。宋代刘克庄

《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

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

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

黄初、建安矣。”

陈子昂写过 38 首《感遇》，很像魏

晋时阮籍《咏怀》那种风格，其中最为

人称道的是这一首：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诗中写“幽独空林”的香兰杜若，

空自葳蕤芬芳却不为世人所知，眼看

秋风渐起，凋零摇落，潦倒无成，这其

实也是陈子昂一生的写照。

陈子昂是四川省射洪县人，家境

富裕，18岁前是个习武行侠、饮酒赌博

的浮荡子弟。后来偶尔进了乡里的学

校，看到别人读书的场景，突然觉得读

书最有意思，于是发愤读书，不久就

“精穷坟典”，学有所成。

21 岁那年，陈子昂来到长安城。

长安城里贵人如云、冠盖林立，哪有人

认识他这样一个外乡人？陈子昂四处

投递诗文，均无人理睬。某一日，陈子

昂看见一大群人围着看一张古琴，卖

琴者要价一百万钱，许多鲜衣怒马的

富家子弟议论纷纷，不敢轻易出手购

买。陈子昂见此情景，心下有了主意，

当下取了一千万钱，以远远超过卖家

所要的价格购下这张琴。大家惊愕之

余，都断定这张琴定是稀世珍宝。陈

子昂高声道：“这是上古宝琴，我最擅

长弹琴，想听其中绝妙之音的，明日到

我所住的宣阳里来，我置下酒席共同

欣赏。”消息传开后，陈子昂所住的地

方人满为患，陈子昂抱琴而出，将琴高

举过头，奋力向地上一摔，那张“古琴”

当场碎成数段。大家惊得目瞪口呆，

只听陈子昂朗声说道：“我是陈子昂，

自蜀地来到京城，我有妙文百卷，这里

是煌煌大都，竟无一人知晓。这张琴

算什么，能顶得上我的文章吗？抚琴

更是微末之技，我不屑为之！”说罢将

文章分发给在场众人，果然是“辞采飞

扬，识论高妙”，陈子昂也一日之间名

满都城。当然，上面的“炒作策划”只

是个引子，如果陈子昂的诗文没有惊

人之笔，就算能发到大家手里，终究会

像小广告一样被丢到路边。

陈子昂中了进士之后，被任命为

右拾遗，这是一个负责给皇帝提意见

的官。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人

屡屡进犯，武则天派他的侄子武攸宜

带兵征讨，陈子昂随军当参谋。武攸

宜不知兵机将略，陈子昂看不过去，请

求让他率一万人独自为前锋，但武攸

宜摆手不允。后来，陈子昂又多次指

出武攸宜指挥失当的错误，武攸宜恼

羞成怒，将陈子昂降为军曹。

被贬后的陈子昂百感交集，登上

蓟北城楼，想起战国时期燕昭王专门

修筑了一座高台，用以招徕天下贤士，

将一腔悲愤全都倾诉在那首著名的

《登幽州台歌》之中：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意境广袤无垠，浩渺悠远，

千古怀古伤今之情，于此篇可谓尽矣。

不久，陈子昂因父亲去世回乡守

丧，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

织罪名，将陈子昂关入狱中，并借机霸

占了陈子昂富裕丰足的家产。段简后

来更是为了杜绝后患，将陈子昂害死

在狱中。可怜陈子昂死时只有 41 岁，

正当英年！

陈子昂《感遇》诗的第 23 首，好像

提前写出了他自己的境遇：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

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

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诗中羽毛艳丽的翡翠鸟被人们四

处捕杀，只是为了装饰美人头上的首

饰和内室中的锦被。陈子昂如果不是

有出众的才华，只是安心在四川结交

当地权贵，何至于身丧囹圄？因此，元

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写道：“呜

呼！古来材大，或难为用。象以有齿，

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谓欤！”

英年早逝的陈子昂开拓了唐诗中

的昂扬之气，白居易赞道“杜甫陈子

昂，才名括天地”，韩愈称赞他“国朝盛

文章，子昂始高蹈”，张九龄因受其影

响写了以《感遇》为题的诗篇，李白的

许多古风也汲取了陈子昂的风格，正

如元好问诗中所写：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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