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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近来赋闲，重翻玉环诗刊；偶得妙
语，不觉眼前一亮。动我心，怡我
神；遂试记之，一家言之。与君分
享，不亦乐乎！

（1）
黄河壶口瀑布

颜志复
一壶集天水，三斧劈龙门。
欲快千寻跃，保辞万里奔。
苍崖记国运，雄瀑唤民魂。
多少兴亡泪，不须叹浊浑。

自注：壶口下游不远处有“龙门”，
传说鲤跃过此门即化为龙。下游更远处
有河南三门峡，相传为大禹三斧所开。
壶口为大禹几斧所开，则不得而知。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69期）
黄象春简评：起句化用李白“黄河

之水天上来”，表现壶口之水喷泻而出的
情状，势不可当；又巧妙将传说和典故
无缝对接，更显奇特。跃“千寻”，水速
之快；奔“万里”，水路之远。笔锋一
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国运民魂紧密
联系，突出主旨，也便有了“兴亡泪”
之贴切比喻，发人深省；尾句颇耐人寻
味 。

（2）
南塘人家

蔡圣波
日照青山塔影斜，小桥河畔有人家。
园林竹舞惊飞燕，农屋炊烟绕睡鸦。
窗外岚峰朦白雾，门前绿水满莲葩。
消魂应是黄昏后，稻浪轻风送落霞。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69期）
黄象春简评：首联以夕照下的河畔

人家为总领，接着分承。颔联“竹舞，
飞燕”、“炊烟，睡鸦”为动静映衬；颈
联“岚峰，白雾”、“绿水，莲葩”则远
近差参。既清新淡雅，又繁复明丽，似
一幅乡村水墨画。更美妙的应在尾联的
转合，“消魂”处，轻风为“稻浪”梳妆
送“落霞”，给人以黄昏后新的视觉冲击
力。

（3）
如梦令・节假日中的父母

陈淡云
昨夜遣荤排素，清早轻车快步，洗

煮上杯盘，唤取儿孙休误。休误!休误!一
桌天伦情愫。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0期)
黄象春简评：取材贴近生活，语言

简练通俗。用白描手法，不加渲染，不
藻修饰。节假日，父母为张罗这桌家常
饭菜，从提前计划到赶早采办、洗煮、
上桌，十几个字便将忙碌的情形刻画得
惟妙惟肖。“休误”叠韵，生动地表达了
长辈盼望团聚的急切心理，真实朴素的
情感表现得尤为浓烈，都为这“一桌天
伦”。

（4）
雨中文笔塔

星汉
红梅阁外雨如烟，收取心中润砚田。
此处我知文脉盛，长将宝塔写高天。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0期)
黄象春简评：烟雨滋润了心田，转

化为流润“砚田”；其源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结句“长将宝塔写高天”与宋朝
杨万里“尖峰为笔天为纸”《雨中春山》
有异曲同工之妙。气势足，意象新。“宝
塔”为笔，尖耸，雄健；“高天”为纸，

广袤，无垠。正因此地文脉之盛，故需
其大手笔也！

(5)
山城
林郁

岚雾遮玄瓦，云巅出女墙。
若非车笛乱，疑是到仙乡。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1期)
黄象春简评： 前两句写景，“玄

瓦”被“岚雾”遮掩，“女墙”从“云
巅”探出。置身其间，如入“仙乡”。第
三句如果顺着景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
不免蛇足。此句诗人笔锋一转，干脆利
落。“若非”，即如果不是。转出了新
意，诗人最想表达的情感效果就凸显出
来了。末句“疑”字，呼应了开头两句
的景物铺垫。

(6)
清明祭扫

邱婷芳
杜鹃泣血梦魂牵，又祭先人涕泪涟。
追忆音容情戚戚，重温教悔爱绵绵。
鲜花一束新风起，冥纸千张故习延。
后叹养时亲不待，何如敬孝趁当前。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1期)
黄象春简评：以景起兴，思亲怀

旧，感慨哀伤。“追忆”、“重温”、“鲜
花”、“冥纸”，都凝结在尾联的思想情感
中。文字朴素简炼，感叹子女尽孝时，
父母却已亡故。写出了“子欲养而亲不
待”的懊悔和遗憾，于是告诫：趁着父
母尚在，多给他们一份幸福与温暖，尽
孝从来不等人。叹曰：父母在，人生即
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7)
春节回乡路

邱士东
回乡千里路迢迢，雨雪茫茫满地飘。
料得亲人望穿眼，却逢封道堵车潮。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1期)
黄象春简评：实写春节返乡遭遇恶

劣天气，虚写亲人千里之外望眼欲穿，
这是虚实相生的两个意境，构思精巧。

“料得亲人望穿眼”，转笔写亲人在家盼
团聚的急切心情。“料得”，即估计到。
而不是想到亲人们正在欢度佳节。诗人
在末句写道“却逢封道堵车潮”，没料到
自己正遇“封道堵车”不能按时到家
了。这就是曲折有致，出乎常情，也正
是此诗的朴质之处。

(8)
西江月・元宵前稿毕

漫步校园即兴
杨叔子

赶罢三篇文稿，哪知春节多长?客来
邮往固然忙，心血全倾纸上。 漫步校
园尽兴，微风吹拂微凉。乍惊已是好春
光，处处山茶怒放。

注：正月初一(2月10日)至正月十四
(2月23日)赶完三篇约稿。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2期)
黄象春简评： 上片，写春节完成

“稿约”后的回顾，突出一个“忙”字。
为赶写“三篇文稿”，倾注一腔心血；其
间，还要接待客人，邮件来往。可谓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下片，写
漫步校园的感受，突出一个“惊”字。
出门才发觉，处处春光明媚，茶花怒
放。此诗语言浅近、不事雕琢、近乎自
然，就像武功练到极致，无须绚烂的技
巧，却让人感受到深厚的功力。

(9)
长相思・石夫人

邱婷芳
朝也望，タ也望。望断天涯已断

肠，夫人为爱殇。 雨凉凉，心凉凉。
恨等千年难见郎，懒梳憔悴妆。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2期)
黄象春简评： 触景伤情，情真意

切。朝夕远望，天涯无尽头；为爱情而
殇，能不“断肠”。千年翘首无果，希望
已成绝望，凝愁含恨；雨凉心更凉。末
句“懒梳憔悴妆”，化用南宋詹会龙《咏
石夫人》诗中的“绿鬓懒梳千载髻”诗
句，朱颜憔悴，本该梳妆却“懒梳”，

“有余不尽之意”。这首小令表现了女主
人公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

(10)
江南春燕
詹声仁

三月无村不绽花，楼台映水漾春霞。
枝头归燕连声问，人旧物新何处家?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3期)
黄象春简评： 三月，正是春耕季

节，新农村处处绽放鲜花，处处新建别
墅楼房。燕子归来，不是“愁不语。旧
巢无觅处。”（宋代李好古的《谒金门·
花过雨》）而是“人旧物新”旧巢无处
觅。只好连声向主人家发问，我想衔泥
垒家，何处可安家？生动地写出了燕子
的念旧情结，暗示了在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中如何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给
人以深思。

(11)
西江月・带研究生登鸣沙山，

设喻导之
星汉

风色频摇红柳，鼓声乱搅青天。登
高尘累已全删，静看云霞变幻。 感悟
沙山一粒，胜过书本千言。庄周秋水细
钻研，也是这般规劝。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3期)
黄象春简评： 上片，体验美景。从

“红柳”“青天”“云霞变幻”视觉、“鼓
声”听觉等感觉，亲身感受鸣沙山的自
然景致。下片，设喻规劝。借庄子《秋
水》典故，点拨学生怎样去认识和掌握
事物的变化规律。连绵的沙山与细微的
沙砾，从事物的相对性出发，感悟到大
小贵贱都不是绝对的。做学问，搞研
究，同样充满着辩证关系。

(12)
鹧鸪天・千年古樟

林郁
几度轮回万骨枯，光阴过隙入虚

无。听闻百里原沧海，举目方圆尽坦途。
尘景幻，梵音孤，为谁痴立证真

如？可叹老干空成谷，却有梢头碧似初。
注：真如，佛教语，比喻事物的本

真。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4期)

黄象春简评：首句化用佛经“几度
轮回几度人”和唐朝曹松 “一将功成万
骨枯”的诗句，感叹随着岁月的流逝，
多少生灵销声匿迹；时光又如白驹过
隙，空无所有。“几度轮回”、“虚无”、

“梵音”、“真如”皆佛语也，词人用禅
语，表禅心，写禅味。轮回千万次，唯
古樟坚守如一；历经沧桑，眼前便是通
衢；干躯熬成空谷，但梢头嫩绿如初。
托物寓意，流露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寄
寓美好的愿望。

（13）
鹧鸪天・京华天气偶感

何鹤
烟锁京华辜负春，车流塞处印愁

痕。西山遁迹霾兼雾，红日休眠晨即昏。
随我欲，感谁恩，管它身后地球

村。资源有限君知否？留片晴空给子孙。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4期)

黄象春简评：上片，“锁”、“塞”、
“遁迹”、“休眠”等动词，极其渲染在特
定时空下的特殊气候境况，不是阳光明
媚，姹紫嫣红，而是雾霾笼罩，沙尘蔽
日。下片，写了人为的随心所欲，长此
以往，地球村岌岌可危就不是危言耸听
了。末尾叩问，面对地球村有限的资
源，人类知道否，该怎么办？“留片晴空
给子孙”警策之句，值得深味。

（14）
春夜有寄

文金涛
独枕相思梦未成，几番风雨落花声。
西窗漫剪红笺句，且遣东君寄与卿。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5期）
黄象春简评：初读,首先想到晚唐李

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句；再读，主人公深沉
的思念和缠绵的情感，都诉诸于“独枕
相思”，“几番风雨”，“西窗漫剪”“且遣
东君”的意象中。该诗语短情长，阐发
了主人公孤枕难眠的境况和无法释怀对
爱妻的万千情愫。

（15）
云骨
姚金宝

远观云气度，近觑骨精神。
斤斧留痕旧，风烟过眼新。
倒悬一锥地，雄挺百寻身。
古柏知孤傲，千年做比邻。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5期）

黄象春简评：首联，采用拟人、互
文、对仗等多种手法，诠释点题，突出
其品格特征。颔联和颈联，展示外形之
骨力。斧削刀痕，以瘦笔刻画；锥之

“倒悬”，惊险；挺之“百寻”，危耸。尾
联，体现思想上的骨力。“孤傲”而不

“孤独”，“古柏”与之千年相邻，象征坚
贞不渝、共同守望的精神品质。诗人将
云之骨，石之魂的形象通过极简练的笔
墨展示在世人面前。

（16）
惠州丰渚园赏荷

星汉
相机留影未留香，幸有清风作主张。
花气吹来衣袖满，归家不忍洗行装。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6期）
黄象春简评：赏荷归来，相机留住

“影”像，却留不住“香”味，满足了视
觉，冷落了嗅觉；承句清风自作“主
张”，衔接紧凑，言在此而意在彼。与转
句“吹来”，立即凸显出特有的鲜活，

“花气”吹入“衣袖”，且满满的，这一
转，别出心裁，极具表现力，使人立即
联想到“踏花归去马蹄香”。结句“不忍
洗行装”，朴素自然，顺理成章。

（17）
就是缝衣那股线

丁渝山
当年师母补黄昏，针落星霜壮我魂。

卧雪爬冰邪不入，风餐露宿恙无痕。
军营操练心倾爱，国税躬耕梦报恩。
就是缝衣那股线，牵肠扯肚暖乾坤。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6期）
黄象春简评：一个“补”字，有味

外之味，补的不仅仅是一件或几件军
衣，而是对年轻战士的关爱。无论在冰
天雪地摸爬滚打，还是风餐露宿，有师
母缝补的衣裳暖身，“邪不入”，冻无
恙。正是：师母手中线，兵娃身上衣。
严寒勤苦练，暖意伴心归。如今，离开
艰苦的军营生活多年，而当年师母黄昏
缝补衣裳的“那股线”，却时时让我牵肠
挂肚，在我心中情牵梦绕。知恩图报，
贤者也！

（18）
鹧鸪天・泰顺三月三

农家乐晚宴
胡积飞

莫道山区石径斜，茂林深处是农
家。枫香古道铺黄叶，竹翠新楼沐晚霞。

鸡蛋酒，柳峰茶。融融主客乐无
涯。草菇婆饼畬乡味，野菜就来烩豆渣。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7期）
黄象春简评：上片，描绘山乡的自

然环境。茂林、古道、香枫、黄叶、翠
竹、新楼、晚霞，构成了一幅和谐统一
的山林春色图。下片，展示农家的特色
美食。鸡蛋酒、柳峰茶、草菇婆饼、野
菜为佐料的烩豆渣，反应了畲乡黎民独
特的饮食文化以及主客其乐融融的传统
节日气氛。词人把自己的情感融汇其
中，使情感美与自然美以及民俗民风互
为一体，令人赏心悦目。

（19）
江城子·邻女溜摇车

程宪政
邻家稚女溜摇车。势倾斜，蹬如

蛙。装模作样，滚动只些些。愤愤不平
埋怨道：“欺负我，细丫丫。” 连珠炮
里吐奇葩：“傻憨巴，懒娃娃。”鹦哥学
舌，“回去找妈妈!”爸爸连忙来示范：

“它更小，要夸夸。”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7期）
黄象春简评：幼童溜车，很平常的

一项活动，本意上很难成词。然而，平
常之中有不平常的写法。该词像剧本的
片段：有动作，势倾斜；有神态，蹬如
蛙；有对话，“欺负我……”等等。采用
白描手法，不事雕琢，不加烘托，写出
了童趣，刻画了性格，丰富了内容。一
个可爱的稚童、可亲的父亲、饶舌的鹦
哥等群像，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20）
巫山一段云·初冬

李有香
昨夜潇潇雨，今朝瑟瑟风。堪怜野

外老梧桐，绿叶失葱茏。怨菊颜消瘦，
邀梅色未红。一帘美梦醒无踪。心绪与
谁同?

（选自《玉环诗词》总第77期）
黄象春简评：历经一夜风雨，梧桐

残叶凋零，瘦菊抱枝，“老”、“失”、
“瘦”形容遭受风雨侵袭后凋谢稀少的状
态，而梅又未吐红。怅然之感，无奈黯
然。“一帘美梦醒无踪”是全词的精绝之
笔。美梦是什么？或许是看到一派暖冬
红绿的景象，或许是人际间的美好相
遇。自然引出了词人复杂的心绪，欲说
还休，留有想象余地。该词已景衬情，
含蓄蕴藉；篇幅虽短，意味深长。

诗词简评：
回眸偶得

□黄象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