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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动于中而感于外者。满心而
发，肆口而成。可兴，可观，可群，可
怨，先圣孔子之诗教也。“观风俗，知得失，
厚人伦，美教化”，中国传统诗教之宗旨也。
我邑桂林，秀甲天下。古今诗哲文贤歌咏
之，唱叹之，品赏之，赞誉之，不禁使人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矣。洋洋乎乐在水，巍巍乎
乐在山，浩浩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
幼，尽皆乐于山水之间耳。

世纪之交，时运隆昌。改革开放，名
城喜迎四海五洲之宾朋；发展旅游，旧邑
新着姹紫嫣红之衣裳。碧簪滴翠，罗带散
绮，山容水貌，烨烨生辉。

市长金早，群策群力；以身作则，与时
俱进。振雄风于群山怀抱之处；绘蓝图在众
水萦绕之间。泼墨挥毫，殚精竭虑，欲让
山城添锦绣，先于“水”字作文章。两江
四湖旧城改造环保工程浮出水面，四面八
方名胜建设精兵强将汇集桂林。披星戴
月，历时三载。宏图现，彩霞飞，群龙翘首，
凤凰来仪。盛世开新宇，明珠辉映新世纪异
彩；文化耀古城，诗联要写划时代辞章。

“一肩担两湖，阳沐中山通南北；三
载承千代，桥衔碧水鉴古今”——— 金早先
生题阳桥联也。对仗工稳，大气磅礴。行
间字里，透出一股拔山扛鼎膂力；意内言
外，涌动万般继往开来气象。真乃：大厦
需梁栋，委派斯人来桂地；英贤出壮语，
遂教旧貌换新颜。

至于诸家诗、词、楹联，皆有可观。
有总揽两江四湖旖旎风光而生叹者：“喜
簪山带水，新妆更靓；美都令誉，寰宇飞
扬。洗尽嚣尘，富饶生态，多少游人系梦
长……”有专注于建筑布局而状能工巧匠
之神工者：“桥型艺术果非常，细致之中
见大方。素色栏杆蕴敦厚，条形花圃吐芬
芳……”有咏工程规划借他山之石开辟桂
林旅游新境界者：“装点此名城，巧借他
山扮桂林。不管阴晴烟雨色，欢迎。宾至
如归别样情。”有咏新桥而激昂狂放者：
“桥送桥迎感慨多，金桥十九架天河。千
姿百态精雕巧，助我清狂发浩歌。”有游
湖忆旧，今昔对比而触动诗情画意者：
“唐时桂邑，水道纵横，长年可通舟楫。
墨客庭坚系舫，榕荫留迹。前清杉湖十
子，泛游船、赋词挥笔。沧桑变、惜水污
无奈，望湖叹息。

壮志雄心今日。牵漓水、由江入湖重
出。十六新桥，岸树堤花美极。良宵环游

市景，映华灯、兰舟似鲫。争赞叹：这风光、
真个要得！”大处着笔，遐想千古，由唐至
今，细数桂林人文历史；从湖到桥，盛赞新
城迷人生态。命意宏敞，运笔从容，结处以
俗为雅，以淡出奇，妙趣横生，令人玩味。

雨萍先生诗云：“名城代有丹青手，点
染江山韵墨新。”良有以也。《诗联选》一册
在手，墨香盈室，如春风扑面，叫人神爽气
清。区区徒假笔墨，焉能道得其中妙处于万
一？概而论之，可铭而记者有三：

一曰“时代气息”。无论诗、词、楹
联，入选者皆能笼万象于笔端，吐真情出
肺腑，歌咏新城、新貌、新景象。如：
“古树婆娑，榕杉竞翠双湖秀；阳光灿
烂，桥厦争辉一市新。”又如：“经济腾
飞百业隆。岁月峥嵘。都市繁荣。春风点
翠雨花红。丽日融融，情意融融。”读之
令人神观飞越。清词丽句中，洋溢乐观自
豪、政通人和的安详与富足。诚可“观风
俗，知得失”矣。

二曰“构思新颖”。“两句三年得，一吟
双泪流”，唐代苦吟诗人作诗之状也。虽法
不可依，然作诗构思觅句之艰苦，由此可以
想见。《选》中诸作，虽非篇篇皆真珠宝玉，
然片羽吉光，亦弥足珍贵；更何况其中妙
言趣旨，不绝如缕。捧卷细读，可见作者
用功之勤，用力之深，用笔之细，用心之
苦矣。如咏玻璃桥风光谓“蜃楼非渺渺，
海市此相逢”者，接想天外，造境朦胧仿
佛，似真似幻，如醉如痴，真得“人间仙
境”之神韵也。又咏古榕双桥“榕声竹影
漫平湖，白玉双虹望眼舒。若使系舟人尚
在，愁怀应也霎时无”者，将大家熟知的
历史人物黄庭坚化入诗中，在历史与现实
的醒豁对比中，缅怀古人，歌唱今世，含蓄
幽雅，诗思绵邈，诚探得诗中三昧也。又题
信义桥云：“雅境常来忧郁少，人生信义笑
声多”。作者于似对非对的流走韵律中，巧
妙将桥名嵌入，灵动智慧，耐人寻味。又“过
桥知信义，临水识风波”一联，洞明世事，感
慨人生，凸显中华传统美德贵在“信义”二
字，趣高而意长。题解放桥联云：“跨一江春
水，连通解放自由路；展八桂宏图，担起伏
波象鼻山。”气势恢弘，状难写之景如在目
前；构思奇巧，写时代之意现于笔端。形象
生动，意旨超拔，非人人笔下能有也。

三曰“形式多样”。形式乃外观，然
诗歌形式是诗人灵魂之载体。无形式，则
诗歌失去最突出表征，如美人失却漂亮之
衣裳也。《诗联选》有诗、有词，有楹
联；诗有绝句、律诗、五言、七言；词有
长调、中调、令曲；诗联之变体有嵌字、
折腰、回文……可谓众体朋备，琳琅满
目。作品形式之多样，既显示桂林诗坛人
才之格调风采，又表明两江四湖美景之丰
富新妍。多种多样的体制，展现作者多才多
艺的天赋；多姿多彩的美景，突出桂林多效
多能的生态。江山助人之豪兴，时运假我以
文章。文人触目兴怀，感物写意,国运通则
文事举，事业宏则壮思飞。欣然命笔，浮
想联翩，自然文思泉涌，诗情如瀑矣。

赞曰：
两江四湖，美我桂林；水绕四面，桥

俊八极；凤凰临空兮宏图彰显；群龙乘雾
兮神州腾飞；运我灵思，着我彩绘，描摩
美景，呈献宏辞；诗词楹联兮颂我中华，
先进文化兮复睹于兹。呜呼！壮哉！

名城胜景裁佳句
炎黄盛世铸华章

□沈家庄

书评

本报讯（通讯员陆仕臣 刘训
荣）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传统文
化，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推动城乡文
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灌阳县文化馆于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 日在灌阳县非
遗中心三楼排练厅免费举办了 2019
年彩调培训班。来自全县各村屯 50
多名文艺骨干参加了培训。

培训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老师言传身教亲自演示和指导基本表
演技巧，通过分步讲解、重点示范等
方式，耐心指导学员练习彩调的基本
步伐、唱腔运用、彩扇的使用等。培
训过程中，学员们认真学习，踊跃提
问，积极练习，在短短的五天学习时
间内，初步掌握了各种角色的唱腔、

表演技巧，学员受益匪浅。中国音乐
家协会会员、广西戏剧家协会理事、
桂林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国家二级演
员谢艳春受邀到现场给学员们授课。

通过此次培训，提高了农村业余
文艺队文艺骨干的演艺水平，为更好
地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彩调俗称调子、彩灯、哪嗬嗨等，
是广西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属灯戏
系统，源于桂林地区农村歌舞、说唱
衍化而成的“对子调”。它由一对男女
对舞欢歌，男舞花扇，女挥方巾，表现
彼此相爱的喜悦心情，演唱内容多为
赞美大自然或歌颂爱情，所用曲调都
是民歌、山歌和小调。

灌阳：彩调培训又开班 城乡传唱“哪嗬嗨”

11 月 1 日，来自赞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
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家的卫生官员组成亚非
国家疟疾防控专家团到崇华中医街考察，并与桂林市
卫健委有关领导座谈交流。

考察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信和信·桂林国际智慧健
康旅游产业园（大中华养生谷）的产业规划、项目建
设、体系完善情况，对信和信集团融合医疗、健康、
旅游、教育、科研、生命科技等内容，依托桂林生命
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崇华中医街、信和康复医院、
中医养生小镇、生命科学研发中心、生命电子博览园
等六大项目，以及医疗、护理、优质生活管理三大服
务体系打造的大健康产业综合体表示赞赏。

在崇华中医街，考察团详细了解中医药文化传统
形成过程和现代应用创新等情况，对针灸、艾灸、拔
罐等中医保健技术以及中药种植、炮制，中医骨科等
表达强烈的兴趣。参观期间，适逢甘肃省名中医、甘
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中心主任魏清琳教授带领
团队举办“真气运行中医养生”培训班，并在崇华中
医街上练习中国传统养生保健运动八段锦。考察团成
员纷纷加入练习，一招一式认真学习八段锦。

考察活动结束后，桂林市卫健委有关领导与考察
团座谈交流，双方分别就中药的传统和创新，中西医
的协同发展，中医在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支持力度，

中医在非洲的传播培训等展开友好交流。当得知将
来非洲国家的卫生官员、卫生从业者、大学生有机
会在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崇华中医街参
加中医药文化技术相关培训时，考察团的成员都十
分开心，纷纷希望尽快启动工作，他们将大力给予
支持。

考察团表示，此次考察让他们感受到了桂林市
对非洲国家卫生事业的关心和厚爱，感受到中医药
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对中医药传承和创新的重
视。考察团成员同时对崇华中医街在中医药传承和
创新、尤其是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取得的成绩表示赞
赏，希望今后能通过崇华中医街这一面向世界打造
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帮助更多非洲人了
解、体验、学习、掌握中医，为非洲的人民健康提
供更多的帮助。

信和信集团始终致力于发展健康旅游产业，做
好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为中国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基地，信和信·桂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
业园的发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除了全国各地
的考察团，今年以来吸引了美洲、非洲、欧洲，及
亚洲的韩国、日本等地的考察团前来学习考察，成
为桂林市对外展示健康旅游产业、传播中医药文化
的重要窗口。 (李旭斌 文/摄)

亚非国家疟疾防控专家团到崇华中医街考察交流

▲亚非国家疟疾防控专家团的卫生
官员在崇华中医街参观了解中医药文化

亚非国家疟疾防控专家团的卫生
官员在崇华中医街练习中国传统养生保
健运动八段锦

本报讯（记者张弘/文 通讯员林
虹伶 周雪瓴/摄）今年是唐代伟大的
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去世 1200 周
年。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1 日，由中国
唐代文学学会柳宗元研究会与广西师范
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九
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举
行。来自海内外 40 多所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 80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就柳宗元
思想与事迹研究、柳宗元作品版本与
文献研究、柳宗元诗文艺术与唐代文
学及地域文化关系研究、柳宗元与当
代文化建设及其他与柳宗元相关论题
研究展开深入交流研讨。会议收到学
术论文 70 多篇。

“柳宗元思想的主体是中唐公羊
学。”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真伦
表示，柳宗元完整接受了啖助、赵匡、
陆淳“立忠为教，以大一统”“以权辅
正，裁之圣心”“民为国本，观民定
赋”的国家治理学说。通过对社会、国
家、权力的起源，国家制度建设以及治
国之道的讨论，建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
国家学说体系；通过对“经”“权”的
内涵及其边界的界定以及具有理论性和
思辨性的剖析，构建出一套“大中”
“大公”“大和”的理论体系，为啖、
赵、陆的主张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基伦在题为
“柳宗元文本的主题意识探究”的报告
中提出，以外在时空环境和对内在作品
本身的理解，进行主题学的分析，发觉
以儒家学说为本，建立“利安元元”的
“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心中恒有的主
题意识，他以此为人生行为的准则。故
而柳宗元的儒学思想含有浓厚的经世用
意，他对经书有创造性的注释，主张儒
学为本，始终有回返京城的心愿，山水
游记也有反应现实人生的意义，往往在
暂时解脱认同地方的空间中挣扎过日
子。

广西特聘专家、漓江学者、广西师
范大学文学院莫道才教授在题为“柳宗
元对桂林‘甲天下’山水形象的建构”
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柳宗元是最早发现
了桂林山水之美的。“桂林山水甲天
下”的形象构建虽定型完成于宋代王正
功，但是对桂林这一形象的最初建构最
大贡献者是柳宗元。在柳宗元之前，对
桂林山水的认识是模糊和零散的。柳宗
元将桂林山水置于“天下”的观照视野

下，对桂林甲天下山水形象进行了
构建。在《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
记启》中提出了“今是亭之胜，甲

于天下”，由此构建了桂林山水的定
位，发现了桂林山水的独特价值。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南开

大学文学院教授卢盛江表示，唐诗
之路的命题，揭示了唐诗发展的一
个重要现象，对其进行研究，有
助于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唐诗发
展和创作的面貌。“粵西唐诗之
路，作为全国唐诗之路中的一
条，与柳宗元关系密切，应该从
粤西唐诗之路的视野，来考察柳
宗元的诗歌。”他说。

“湖湘路在唐宋时期多为文人
南贬的道途，柳宗元、刘禹锡两次
南行湘水分赴贬地，元祐文人亦随
之南下，可以说这是一条文化的甬
道。”台湾东华大学教授张蜀蕙表
示，唐人杜甫南行避乱、元结隐
居、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文采与遭
遇，使得湖湘之路具有浓厚的逐
臣情感与文化氛围，成为文人逐
臣的贬途。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齐聚
訾洲公园柳宗元雕像前吟诵柳宗元
《訾家洲亭记》，以此纪念柳宗元
去世 1200 周年。

纪念柳宗元去世 1200 周年

海内外专家汇聚桂林作学术研讨

《桂林两江四湖诗词楹联选》

▲广西师范大学莫道才教授在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大会发言。

▲在訾洲公园柳宗元雕像广场，广西师大古代文学研究生与洞
箫演奏师曲佤哈文一起表演诵读柳宗元《訾家洲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