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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牡丹（中国画） 王雪涛作

我没有去过洛阳，但是，我见过洛
阳以外的牡丹。

春节时，有朋友送我两盆暖棚培植
的牡丹，开得极盛。但是，不知是品种
还是因为反季节的缘故，那两盆繁花盛
开的牡丹没有一丝的芳香，让我甚至怀
疑它们是不是牡丹了。

花团要小一些，但是层层叠叠的花
瓣、大大小小的花蕾确确实实证明了它
蓬勃的生命。它们静静地开在窗边，丰
富了投向室外的颜色，也一次次柔软了
冬天寒冷而毫不通融的棱角。

我便忘了自己以前见过、接触过的
牡丹，也忘了它们的天然雅香。

5 月下旬的一个周末，阵雨初晴。
微信群里有人发布北戴河碣石公园盛
开的牡丹照片，五彩缤纷，华美典雅。
令人有了一亲芳泽的念头，于是亟不可
待地直奔而去。

碣石公园很好找，是一个开放性小
公园。在北戴河处处景观的对比中，门
口的那块题着“碣石园”的石头略显素
气。顺着石子铺就的曲折路径寻香而
入，那片牡丹完美地映入眼帘。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朵
朵孩儿面大小的花儿竞相怒放，白的如
丝，粉的若霞，紫的欲滴。花碗儿里是一

簇明黄鲜艳的花蕊，上面的花粉沙粒般清晰可见。
蜜蜂们忙坏了，小园里到处是它们忙碌的身影。耳边

是它们嗡嗡的歌声，小蜜蜂旁若无人地在花丛中尽情地舞
蹈，高贵的牡丹对蜜蜂敞开了胸怀。

蜜蜂和牡丹之间有着前世的默契，它们的故事风儿懂。
流连处，沁入心脾的芳香盈满了发间足下，游人如织，

噼啪的相机声不绝于耳，谁知道被定格的那一朵花与今生
遇见的这个游人曾经有过怎样的相契？

行至一座小桥，对面的草坪里迎面伫立着一座徐志摩
的雕塑。年轻而意气风发，飘飘的衣袂使那个上个世纪蜚
声文坛的大才子栩栩如生。呆立在那里，想起诗人的只言
片语：

我等候你。/我望着户外的昏黄/如同望着将来，/我的
心震盲了我的听。/你怎还不来？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
花。/我守候着你的步履，/你的笑语，你的脸，/你的柔软的
发丝，/守候着你的一切；/希望在每一秒钟上。

诗人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年轻岁月，他美丽的恋人必
定也已化身牡丹以花魂相伴。此时此刻，牡丹和徐志摩绝
非偶然。因为，缠绵的芳香依然记得前生的悱恻。

下午4点多，疾雨后的牡丹园散发着雨独有的清馨。新
浴后的牡丹娇艳新鲜，花碗和枝叶上的雨滴透着精灵般的玉
色。雨也对牡丹的秀色充满了热情，猝不及防地冲下来，对心
仪的牡丹给予热情的拥抱。生命因为一次次的动容而万分
精彩，它让人们有了活在当下、感动眼前的鲜活感。

此刻，国色天香的牡丹让我明白了它获得如此多赞誉
的理由。毫无保留地盛开，以最佳状态示人，以最佳的芬芳
怡人。花品高洁，人亦从之。

牡丹伴我一路香。

好一个悬，好一个空！因悬而妙，玄妙无穷，竟在一个
“空”字。

空相之空，非空之空。空中有物，物中有空。无空无物，
无物无空。物因空生，空因物活。物如火，空若焰；物如花，空
为香。因空生物，物便空；因物生空，空则灵。空灵何谓？“不
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是也。

空物空色，尽在空心。驱除烦恼心界空，留得空心盛白
云。佛家《心经》说，“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
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包括“受想行识”、“诸法空
相”，“空中无色”，包括“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如此，便

“心无挂碍”，灵魂超拔，以至“究竟涅槃”。
《论语》里有“空空如也”句，另有成语“空空无余”。《红

楼梦》里空空道人在青埂峰下读到一文“石头记”，遂“抄写
回来，问世传奇”，并“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
悟空”。无独有偶，巧为书缘，吴承恩将《西游记》里唐僧大徒
弟，那个手持金箍棒的孙行者即取名为“悟空”。而同为唐代
高僧的德山宣鉴，一日来到湖南澧阳，向一个卖饼子的婆婆
买“点心”。婆婆指着他的担子问 ：“你挑的是些什么书？”

“《青龙疏抄》。”宣鉴无心回答。“讲的什么经？”“《金刚经》。”
婆子：“我有一个问题，你如果答得出来，我就施予你‘点
心’；回答不出，你就挑着这些经书到别处去吧！《金刚经》里
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道
上座您要点哪个‘心’？”后来宣鉴悟到：“无事于心，无心于
事，则虚而灵，空而妙。”

生命之诗，书写在一呼一吸的韵辙里；佛之莲花，绽放
在有心无心天地间。有心，犹若春风吹时皱一湖绿水；无
心，真如清风拂过熨碧水无痕。“人心”即有心，“见性”乃“无
心”。有心，系观照红尘品察实相之新，无心，乃化解万事涵

容万物之心，是比大海和天空更博大的宇宙之心，是思接千
载、视通万里的无限之空。以有心化万事万物于无心之中，
以无心超万物于有心之上。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眼
界，是有心；历经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磨练，跃升到看
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心界，便是无心，便是平常心，便是无意
识界，便是《金刚经》“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
心。应无所住而生心”之境，便是“因指见月，得月亡指”之
喻，便是苏东坡“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
归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之体味。事如花，做事心切
花受伤，无奈有心栽花花不开；业若柳，去留无意柳随风，喜
见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作《红尘禅》一偈：菩提人间树，明镜
世俗台。凡心生莲花，迎风化尘埃。

天空何曾空？灿烂日月星。但因天空空，方有霓彩虹。天
空终究空，万物过眼云。

与云为伴，与鹰为朋；与山同体，与天恒久。依空而悬，
悬空而空；因空而悬，惟空而空。神哉奇哉，寺庙悬空。正是：

悬空古寺悬半空，空寺亦空亦不空。
经声佛音空中来，天籁甘露入心空。

悬空寺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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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圆圆的中秋
天上一个圆
水中一个圆
晃晃悠悠
挂在窗外的树梢

一个孩子
一个赤脚的孩子
一个胸前吊着书包的孩子
坐在树梢的圆里
借着清冷的月光
向他的土屋张望
向他的辽远张望

父亲
伛偻的父亲
扛着沉重的生计
扛着从地里刨出的坚强
吱呀一声
推门而入
疲惫的烟杆
撑住折腿的木椅

吐出呛肺的烟雾
在如豆的灯光里
晃来晃去

母亲
银发翻飞的母亲
拨亮灶堂的火苗
拨亮伸长脖子的眺望
把锅底的辛酸
炒得吱吱作响
半甑糍粑
一钵瓜汤
搅匀咕咕噜噜的唠叨
在扑鼻的香气里
晃来晃去

孩子

那个垂涎三尺的孩子
从高高的树上
从圆圆的月上
跳下来
扑进中秋迫不及待的餐桌
扑进童年一年一度的喜悦
把圆圆的味道
咬成月牙
而那半新半旧的小书包
还挂在圆月的树梢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呀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的父亲
晃着晃着
就不见了

晃来晃去的母亲
晃着晃着
就不见了
晃来晃去的小书包
晃着晃着
也不见了
剩下耳顺之年的孩子
独坐中秋的圆里
任那个圆圆的思念
晃来晃去

中秋啊
我圆圆的中秋
请你把清冷的光切过去
照亮父亲的坟头
照亮母亲的坟头
照亮他们慈祥的目光
端坐神龛的上方
看着跪地的儿子
在异乡
在魂里
与他们团圆

我还清晰地记得，1989年初，严寒季节的薄暮时分，我
和唐达成一起去协和医院干部病房探望患脑溢血的老作家
舒群。当时舒群处于危急状态，左侧偏瘫，说话已不太清楚。
他见到我们，颇为激动而又十分吃力地说：“医院大夫是机
械唯物论，不从实际出发，死活不让我出院，其实回到家里
会休息得好，恢复得更快。”自信心很强的舒群终于没能战
胜病魔，时隔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1952年初冬时节，我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门
槛时，舒群已从全国文联副秘书长、全国文协秘书长的位置
上卸任，我与他擦肩而过，无缘在他麾下当个小兵丁。但当
时专业作家与我所在的创委会是一个党支部，因此曾有一段
时间和舒群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1955年批判“舒（群）
罗（峰）白（朗）反党集团”时，我因为与胡风案的牵连处于受
审查的境地，自然也就没资格参与对“反党集团”的战斗了。他
被打成“反党分子”，打发回东北；我在“反右”后下放劳动，随
后调往河北，从此也就天各一方，杳无音讯了。

我与舒群交往较为密切是在十年浩劫之后。1978年作
协恢复工作，我们又先后从辽宁、河北回到作协。特别是80
年代初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虎坊桥甲15号，楼上楼下
互为邻居之后，见面交谈的机会就频繁了。至今我的眼前还
不时清晰地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当我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到
宿舍大门口，常常会见到舒群圪蹴在门前台阶上沉思默想，
或凝视街头风景。每当这个时候，他总要同我聊上几句，或
问起一些文友的近况，或议论文坛的一些热点和新鲜事。有
时他也约我到他书房里聊天谈心。交谈的话题极其广泛，可
说是无拘无束，无所不包，从30年代的“左联”到80年代文
坛的论争，从获奖作品的成败得失到他个人的写作计划，话
匣子一打开，往往就不容易收场了。有一次我对他谈起：我
很喜欢他 30 年代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
子》。小说所刻画的不甘当亡国奴的少年形象，他那苦难遭
遇和坚强性格，至今深深地镌刻在读者的心坎上。不少儿童
文学作家依然把它看作儿童小说的经典。当他的《少年
Chen女》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我真诚地向
他表示祝贺，称赞他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天真又敏感、忧郁
又倔强、自尊心极强的少年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在我看来，
舒群的作品都蕴涵着对生活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善于刻画
人物性格，并赋以鲜明的时代色泽；讲究文字语言，笔触洗
练精致，在以情感人上下功夫。正是这些创作特色，使舒群
的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

舒群信奉并践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颠扑不破的
真理。1986年春夏之交，年届73岁高龄的舒群对我谈起：最
近觉得身体状况还不错，有个“野心”，打算下去转一转，准
备到自己熟悉的辽宁本溪住一段日子，这样也许能写出一
点新作品。时隔不久，他又来到我的房间，颇为激动地说：粉
碎“四人帮”后，在同辈作家中，自己写得不算少，已写了中、
短篇30多篇。“我70多岁了，还要求下去，理应得到支持。可
是由于住宿费开支大等原因，有关部门似不是那么热情支
持。”他还说：“我下去既不住宾馆，又不吃山珍海味，当然也
不能去‘送死’，只要有必要的条件就行。”我当即表示支持
他到本溪去走走、看看。第二天，我与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作
协办公室商量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他：去本溪的旅差费包括
住宿费报销没问题，放心地下去吧，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

1932 年入党、1935 年参加左联的舒群，担任过延安鲁
艺教员、文学系主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亲历延安文艺
座谈会，是名副其实的老党员、老干部、老作家。但他从不倚
老卖老，没有一点架子。本来，在上世纪 80年代，他除了曾
一度担任《中国》刊物主编外，在作协没再担任什么行政领
导职务。可他始终关注文学发展的大局，关心作协的整体工
作。他多次与我、达成同乘一辆车去沙滩作协机关，参加全
体工作人员大会或处级以上干部会，有时坐硬板凳，从头到
尾一坐3小时。当我对他说，“你年事已高，有些会就不必参
加了”，他的回答是：“我也是普通一兵，不能置身于文学队
伍之外，来听一听，对我了解文学界实际情况也大有好处。”

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处处、事事以党员标准、党员行为
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党性很强。有一次，他和我同车去作协
机关参加作家支部的学习讨论会。他告诉我，今天学习讨论
党的十二大文件，他已做了认真准备，写了发言提纲。他说：
每次在支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都先写一发言提纲，至今
还把这些提纲保存在手边。1985年整党学习后，舒群极其认
真地填写党员登记表，一笔一画，写得非常工整。“简历”一
栏，他写了25行，留下的空白不够填，只好把近期的经历从
简缩写了。对此他还特别说明：希望组织上审查时注意这个
情况。对“收获和努力方向”这一栏，他也一点不马虎，真正
是费了脑子、作了思考，力求用简洁的文字概括而完整地表
达自己的看法和愿望。

1985年7月1日，迎来党的64周岁生日，作协机关党委
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16位新党员庄
严地宣读入党誓词。舒群作为老党员的代表在会上讲话。他
说：我们党经过挫折、失败，千锤百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进入半成熟、成熟期。邓小平、胡耀邦说要经过一百年艰
苦奋斗，我们国家才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讲到这里，
舒群十分激动地接着说：“良辰美景，我们这一辈是看不到
了，希望我们的后辈能看到，至少能看到良辰的曙光，美景
的影子。为此，我们要努力奋斗啊，使一百年缩短、再缩短一
些。”最后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舒群身上我们深
切感受到了一个富有崇高理想信念、向往美好未来的共产
党人的精、气、神。

舒群对后辈的关心、爱护，我更是感同身受，终生难忘。
1988年初我遭癌魔侵袭，舒群得悉后立即打来电话表示慰
问。他说，他已专门打电话给他的老战友、时任卫生部副部
长的黄树则，向他了解鼻咽癌的治疗方法。他希望我和家属
再多方面打听一下，在医疗上要有个总的计划安排。过了几
天，年届75岁、身患多种疾病的舒群又亲自登门探视。我们
所住的那栋宿舍楼没有电梯，他一级一级地登上我所住的
5 层楼已是气喘吁吁，面色铁青。由于患有体位性高血压
症，他一进门就蹲在地上，仔细了解我的治疗情况；并再次
表示必要时可介绍我和老伴去向黄树则请教请教，或请他
介绍最好的大夫来会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方面，思
想、情绪上无论如何要放松，想开了，无非是一条命呗，不要
坐立不安、心事重重；另一方面，对这个病又要认真对待，争
取时间，抓紧治疗，不要耽误。”他一席恳切的话语像一股暖
流涌入我的心房，增强我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我的老伴
也感动得几乎流泪。我们由衷感谢这位心直口快、古道热肠
的老前辈。

还没进入农历八月，我家就要打月饼了。
我说，别年年打了，买几盒去吧。孩子妈说，买
的月饼能吃吗，还是自己做的放心，省点钱是次
要的。我听了便没再阻拦，家中开始陆续出现
花生仁、核桃仁、芝麻之类。面粉、花生油、白
糖、葡萄干……各种材料一一准备妥当，明天一
早就要打了。我晚上熬了夜，第二天八点半才
睡醒，是被喷香的月饼味馋醒了。起来到厨房
一看，果然见三个纸箱里都码满了圆溜溜的月
饼，心里也愉快起来。傍晚，儿子带着孙子赶来
了，孙子抓起一个月饼就吃，好像在幼儿园里饿
坏了。儿子走时，搬去了整整一箱。还有几个
邻居和亲戚，也都是要给一些的，过中秋节，互
相送月饼尝月饼也是千年老俗了。

我吃着新月饼，就想起儿时盼中秋，盼月
饼，总嫌日子过得太慢。那时月饼是生产队里
统一按人口分，一人一个，不论老少。母亲总是
先把月饼藏起来，到八月十五晚上先上供，磕了头才让我们
吃的。有一年月亮上来得晚，我和弟弟在供桌前看着月饼
和梨枣馋得直流口水，但也要等到月亮露了脸。娘说，月神
嫦娥会做月饼，这是她传下来的，要先敬月神。于是我便在
无奈的等待中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枕边有半块月饼，
就问为什么不及时叫醒我。娘说你睡得跟死猪一样，就把
你抱到炕上来了。为什么只给我半个呀？叫你省着吃呢。
这时我看见二妹拿的是更小的一块。我咬了一口，那甜味
和香气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那种幸福的感觉让我回味终
生。但我也像弟弟妹妹一样，吃了一口就舍不得了，一点点地

品尝，不肯马上咽下去，这才叫珍惜哪！后来我发
现，门橱里还放着两个月饼，在花盘里那么显眼，
旁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几块。一问才知道，爹娘都没
有舍得吃，那几块小的是弟妹们让娘帮着存起来
的。娘指着盘子说，那半个儿的是你的。我便又把
手中的半个儿掰掉一块存到盘里去。娘一看高兴地
笑了。

现在谁稀罕月饼呢。可是商家的月饼广告铺
天盖地。年年都有月饼大战，价钱曾经几度扶摇直
上。一盒月饼 8888 元；还有月饼盒里装着金戒指
的；又有新闻说有一盒月饼超过 1 万元的，里面装
着一个购房优惠卡……传统的月饼变质了，成了推
销贵重物品的礼仪小姐。更何况月饼本身的质量
也屡屡出现问题。比如，由于食品厂提前半年就开
始囤积月饼，冷库降温不够，致使一些月饼长了毛
变了质，受到消费者的激烈批评。又报道，某食品
公司把前一年剩余的几吨原料用上，而且仓库里老

鼠成群。一看这消息就令人恶心，放了多少防腐剂、添加剂
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即便如此，过中秋看月圆，没有月饼
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

中国人出国留学、工作的越来越多，我便发现万里迢迢
寄月饼也时兴起来，这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万里寄相思、表
亲情。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月饼大战中发生变异，也在变异中
悄悄地延续着。传统是无形的，是不死的。即使爱吃西餐的
中国人，也未必彻底拒绝中秋月饼和大年的饺子。它是天上
明月的演化，是我们民族流传下来的一种吉祥物。它是一种
象征，是合家团圆、百事圆满的象征。

■纪 念

舒群舒群::““普通一兵普通一兵””的本色的本色
□□束沛德束沛德

唐开元间，江南分东、西道。江南
西道即为“江西”，亦称江右，自古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文明璀璨，素有“文章
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美誉。

丁亥仲冬，深幸有缘，受任江西，
分管旅游、城建诸务。行历江西山水，
考察史迹人文，不禁心旌神摇、魄动魂
牵。“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水则意浓于
水”。钟爱此方青山碧水、淳朴人民、厚
重文明。经年累月，浸润其间，受之熏陶，
承之滋养，感铭倍增。一草一木，一境一
遇，无不情为所系，心为所依。虽走马观
花，得其梗概，然目动心驰，处处萦怀。间
或有暇，于途间或寝前，将感悟心得，草
录成篇。日积月累，集而有成，遂得小帧。

滔滔赣水，奔涌绵绵深情；茫茫群
山，翻腾切切心声。鄱湖浩渺，歌不尽
心底波澜；匡庐雄峙，唱不完心中赞
叹。英雄城，激荡凌云之志；红谷滩，抒
写飞舟之兴。巍峨井冈，红霞盈天，染透
敬仰情怀；蜿蜒罗霄，碧霭遍地，萌发斑
斓思绪。纵借我庐陵之文、临川之笔，书
不完心头念想，道不尽一往情深。

江西山川秀丽，仪态万端，誉满九
州。面荆楚而邻三湘，接百粤而毗八
闽。赣江中分，纵贯南北。两岸群山，缀
玉串珠。倚淮阳而携罗霄，引武夷而探
五岭。诸脉环抱，交通东西。万顷田畴，
织锦铺绣。绿水青山，诗画难足。

江西人文鼎盛，风流千古，青史常
留。文脉纵横，俊才云蒸。庠序兴旺，书
院密布。赣文化古老而本色，渊厚而纯
真；客家文化承中原传统，融赣南风
情，独标一格，影响广远；庐陵文化、临

川文化，睿智深宏，显扬宇内；佛教文
化、道教文化、理学文化、堪舆文化，玄
秘机妙，流播四海。江右才俊，灿若星
河；人文盛景，熠熠生辉，真可谓“江右
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江西古色，粲溢千秋，更有红色文
化享誉中外。秀山丽水，成就中国革命
之摇篮、人民共和国之摇篮、人民军队
之摇篮；壮志豪情，孕育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风雷激荡，传扬
皇皇英雄伟业；气贯长虹，铸就巍巍圣
地名山。泽惠千代，芳留万世，令人追
慕无已，景仰至深。

庚寅金秋，兼任赣州，满怀崇敬，
履职圣土。赣州历史悠久，文明斐然，
被誉为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红色故
都、世界钨都、稀土王国、脐橙之乡、生
态家园。章江、贡江、赣江，犹慈母乳
汁，丰润南赣大地；罗霄、武夷、南岭，
如严父肩臂，护佑芸芸子民。山川之磅
礴，江河之浩荡，育成客家之品质，酿
就一方之风情。百姓敦厚，淳朴善良，
勤劳坚韧，热情好客，大度豁达，甘于
奉献。红土厚重，物丰情浓，因之爱挚
意切，耿耿萦怀。

“吃水不忘挖井人”，曾受教于蒙
童，于今刻骨铭心。红土情愫，似火焰
灼烫于胸。慨近世战争创伤、自然局
限，赣南食指众多，至今窘困。几多不
眠夜，眼前羊肠小道，勾连山村野廓；
百年破屋，仄庇百万黎庶。短笠长蓑，
雨中寻春；铁锄犁耙，深土觅食。鳏寡
孤独，饥寒欠助；老弱病残，困顿待援。
留守儿童，受业于祠堂；谋生青年，揾

泪于他乡。苍松向日，翠竹待月，枝叶
关情，心忧如裂。每思百姓疾苦，深知责
重如山。追苏区振兴梦想，绘同步小康
愿景。夙兴夜寐而不辞，呕心沥血苦亦
甘。虽力有不逮，然人民幸福可期，亦欣
然以赴，无怨无悔。

苏区振兴，终成国家战略；赣州发
展，得遇千载良机。松明照夜之千年山
寮，今已明灯闪烁、光华夺目；崎岖曲
折之小径乡村，今已车水马龙，道阔人
欢；雨透风漏之百年土坯房，今已砖墙
黛瓦，飞阁流丹；浑浊苦涩之山塘水，
今已流淌甘泉，涌入新厨；窗破桌残之
学校，今已成温馨宽敞、电化施教之乐
园。山乡日新月异，老表扬眉吐气，城
市高楼林立，街衢古雅兴隆。干群鱼水
相亲，嘉宾八方来游，禁不住心花怒
放，百感交集。每于乡村道途，耄耋老
人喜泪来拥，大娘携孙欢颜相迎。递纸
烟、敬擂茶、塞鸡蛋，张张笑脸，句句心
声，如久别至亲之欢，顿觉胸中良愿，
化为融融春光；心血汗水，凝成群众笑
靥。每念及此，常思诸位同仁，朝朝夕
夕，甘苦与共，并肩奋进，甜酸苦辣，皆
成和煦春风。

光阴荏苒，过往无痕。自踏上江右
胜地，目之所寓，耳之所闻，心之所感，
口之所吟，皆触景生情，因情致爱，由
爱兴歌，历时五载有余，于今辑印成
册，曰《行歌江右》。因常为事所牵，不
能卒章，意断思连，难以全篇；四声八
病，炼字锤句，亦多缺陷。今诗集付梓，
心存惶恐，不赧遗笑大方，诚欲表一时
心迹，求教同好，以请补益。

触景生情触景生情 由爱兴歌由爱兴歌
□□史文清史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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