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伟明

八台雪歌

巴山峰头逼天街，天街之上有八
台。八台四万八千丈，雨雾霰雪常不
开。双河谷口风夜吼，八台直向云中
走。长冰结岩牙参差，古栈石磴压雪
厚。锦江青灯庞眉客，风雪独上八台
北。气蒸眉睫旋作冰，两耳欲堕指脱
节。八台冻云何崔嵬，雪山万重扑面
来！千年老鳌凝江底，山君战栗鹧鸪
死。山中松柏直如桴，琼枝玉叶银珊
瑚。青帝猎罢赏骑射，轻撒八台万斛
珠。我登八台望四面，前江后江皆如
线。我家应在西南隅，雪云迷茫看不
见。正是八台飞雪时，千里赴任多佳
思。如此江山如此景，大笑痴儿来何迟！

村饮

有山则可不须名，有酒便倾何必清。
巫峡行云殊恍惚，荒村流水也娉婷。
旋烹赤鲤犹疑跳，才泡黄瓜略带生。
饮罢凉床扪腹卧，悠然大字向天横。
注：川东农家多蓄凉床，露天设置

之，以供乘凉之用，故可向天横。

■周啸天

张将军故里

黛瓦青砖宅，素壁山色里。门前高
速路，煞此好风水。咄咄观光客，娓娓解
说妹。张公一言决，地方慎请示。让道
于建设，休倚将军势。还顾揭竿日，天地
玄黄际。岂必失业徒，颇有富家子。宁
为稻粱谋，信仰在主义。闻风默之久，我
敬肃然起。复嗟煮鹤人，未解奉迎事。

注：张爱萍故里在达州凤凰山麓，
视野开阔，风水极佳。唯高速公路贯穿，
殊碍视线。解说员云：本拟绕道，请示于
张将军，张云：“一切为经济建设让路，故
里也不例外。”

行香子·八台山日出

巴山绵亘，八叠为峰。几千转、跃上
葱茏。气违寒暑，服易秋冬。竟霎时雾，
霎时雨，霎时风。雀呼起早，目极川东。
浑疑是、开物天工。阴阳一线，炉水通
红。看欲流钢，欲流铁，欲流铜。

注：贾谊《鵩鸟赋》：“天地为炉兮造
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孙仁权

田家吟

五月乡村人倍忙，清晨刈麦午插秧。
心忧日脚西山去，扯根藤藤拽太阳。

庄子梁吟

忙里农家谁带娃，打工父母走天涯。
竹箩一个田边放，装着孙儿吮晚霞。

■廖灿英

回老家

疾步若狂摔一跤，桥边老柳把头摇。
弯腰伸臂欲相挽，好个当年淘气包。

犁田

春天来到犁耙上，汗播西畴耕事忙。
昨夜一镰秋穑梦，手头还有稻花香。

■谭顺统

野渡

船泊枫桥下，未知何处投。
江风半堤草，雁字一天秋。
叶落无人问，花残有客愁。
嶕峣孤嶂外，谁个牧青牛。

放舟明月湖

蓊郁山噙翠，云肥不失妖。
才刚风淡淡，忽又雨潇潇。
诗句松间取，船歌水上飘。
更添鸥一曲，尘虑顿然消。

■安全东

银杏

冬日寒流望处深，寻梅访鹤到园林。
眼前一树三千丈，尽是西风劫后金。

观黄河壶口瀑布

黄河自天来，苍茫但一气。涌流入
壶口，戛然收其势。乃作夺路争，跌落俱
玉碎。訇若晴天雷，声震数十里。或如
苏门啸，或如胥涛起。山河有余悸，晋陕
忽昏昧。乾坤既入彀，轮囷转未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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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诗
人节（端午节）
前夕，巴山诗
社在四川达州
正式成立。这
是中华诗词立
足巴山、面向
全国的一件盛
事，有利于繁
荣诗词创作与
研究，有利于
打造地域特色
的“ 巴 山 诗
派”，有利于建
设 巴 文 化 高
地。创社社员
主 要 来 自 达
州，兼及泛巴
山地区。现以
社员年庚为序
每人选择 2 首
作品刊发。

半溅雪霰，雨雾蒸壶底。巨石何岩
岩，浪割不稍废。其宽容一牛，其
窄嵌一指。乃知禹凿功，所贵志不
馁。决绝向海门，莽荡从此始。汤
汤母亲河，精魂固无死。我来方及
夏，日头红间紫。厕身危岩畔，但
觉电殛趾。喷沫挟风来，游客皆走
避。忽见河之央，霓虹架半晷。仿
佛手可触，可以摘作珥。却怪长峡
中，静流涵清此。疑兆圣人出，得
窥唐虞纪。游目既不暇，啧啧叹观
止。两岸连山高，列伺如傀儡。壶
口一何壮，造化钟於泚。君不见瀑
流喧虺束九派，洗天浴日煮如醯；
又不见红尘百丈走元元，斯须磨灭
坠浑滓。不如醉眼斟酌向斯壶，任
尔长云来去风过耳。

■胥健

卜算子·春游

一夜舞东风，两岸桃花闹。水
媚山蒙百鸟鸣，共报春来早。览景
趁今朝，莫负春光好。踏遍泥泞兴
更高，笑洒羊肠道。

巫山一段云

翠岭藏山寨，玉湖映碧峰。瀑
飞深涧出霓虹，山水画图中。林静
子规急，春深花露浓。犀牛高卧浴
霞红，朝夕品松风。

■李荣聪

夜眠乡宅

醉眠乡宅梦回家，醒倚孤窗看
月斜。

一树清辉应不重，三更压落紫
桐花。

西江月·游八台山栈道

头上鹰旋松挂，脚前壁立廊
空。绝崖万丈走长虹，踩得风惊雾
纵。曾是秦巴锁钥，今成游旅迷
宫。凭栏一唤众山从，任我吆龙喝
凤。

■邓建秋

春游龙潭

龙潭龙去只余潭，春日重来兴
也酣。

涧水缘山穿峻石，兰舟分柳入
轻岚。

香浓香淡花千百，衣紫衣红人
二三。

林下农家呼客坐，新茶滋味似
曾谙。

宿飞云温泉酒店

久已身心两枉劳，暂依客馆避
尘嚣。

半帘青映连宵雨，一院红迷夹
竹桃。

泉滑池中人懒起，风凉枕上梦
犹高。

凭窗借得烟霞气，来听巴山云
水谣。

■萧雨涵

浣溪沙·八台山晨起

唤醒巴山几户灯，卧听檐溜到
天明。隔窗负了小空庭。 忧己
梦追忧国梦，打鼾声伴打雷声。奈
何高处转阴晴？

浣溪沙·渠县汉阙

垅亩残荷剩几家，清溪漫向路
边斜。秋凉萧瑟老蒹葭。 雨岫
偏遮巴月色，烟村深锁汉风华。当
年社鼓起神鸦。

■何革

八台山独秀峰

嶙峋如瘦骨，千尺耸云间。
纵使风吹倒，何曾寻靠山。

凭窗有感建筑工人冒雪劳作

一窗相隔两重天，我沐春风他
冒寒。

往日偏怜雪花美，今朝何忍用
心看。

■李宗原

咏元稹纪念馆

登台开境界，一揖拜斯文。
林下同牵手，风流逊几分。
除非元白派，莫作唱酬云。
且学拈须状，弹衣效不群。

泛舟明月湖

长堤柳下半湖烟，吹雨斜风满
客船。

停棹飞歌惊白羽，临波掬影浣
心莲。

抛开俗累云乡近，识得清凉境
地偏。

借力直须撑到底，一篙点醒水
中天。

■何阳义

皮革城见狐皮大衣有作

天寒上架正稀奇，少女老男皆
适宜。

遥贺野狐成正果，兽皮从此作
人皮。

初春登鸿恩寺

危径悠悠识物华，行行直向老
僧家。

摘除枯叶风无手，咬破春山草
有牙。

拨竹偷窥画眉鸟，捉枝长嗅海
棠花。

一湖如鉴谁为主？借与青天
装落霞。

■何智

阳台小坐

檐头小雀喧，邻壁争执久。
沸水漾清茶，徐徐抿一口。

田家塝李花之观景台

一望忽如江倒流，繁英直上九
峰头。

风来满目银波漾，楼宇依
稀荡小舟。

■蒋娓

喝火令·挤公交车

晓 日 辞 凉 月 ，街 灯 盼 驻
轮。匆匆来去几行人。一阵路
尘轻卷，吞吐往来频。礼让空
间紧，谢他一寸珍。此时恨不
瘦腰身。挤痛西装，挤痛石榴
裙。挤痛书包背篓，关不了车
门。

鹧鸪天·春闹小园

晴日暄风入小园，欢声笑
语任喧阗。光头稚子抓“坏
蛋”，丱角丫头放纸鸢。莺恰
恰，蝶翩翩。黄红紫绿斗娟
妍。等闲热闹由他去，容我春
阳底下眠。

■冉长春

老兵

解甲已多年，山中二亩田。
新闻南海事，五指又成拳。

太平村

柳线参差拂小塘，门前大
片菜花黄。

鹅儿一路东风里，也学山
翁踱夕阳。

■张青云

川江号子

巴峡十二滩，嘹亮声已醉。
但说号子佳，孰知纤夫泪？

杭州曲院风荷口占

冷香隽处舣诗槎，十顷平
湖菡萏家。

曲院支筇趺坐久，素心人
对白荷花。

■李冰雪

甲午九月九日（新韵）

巴山九月野菊黄，雨打风
吹分外香。

但恨双亲先后去，至今不
敢话重阳。

夜宿龙潭河

岸柳新芽催旧枝，旧枝长
满客心思。

龙潭浩月拂帘卷，恰是思
君夜半时。

■杨云

金沙遗址

王都剪影幻如迷，谁揭面
纱古蜀西。

一自陆沉埋碧玉，还从商
蹶辨黄泥。

归来日夕羊牛饱，怅望烟
销禾黍萋。

帝力于今何所有，春风陌
上杜鹃啼。

金缕曲·花朝

未向东君说。一花开、一
花零落，天涯相接。兼有朝朝
昏昏雨，只把春寒重叠。算又
是，一枝空折。廿四番风谁会
得，认阶尘，无那新愁结。花与
月，成虚设。流年如幻云明
灭。也曾记，萤灯清影，青春笑
靥。回日抽鞭心情懒，弹鋏长
歌欲别。冷淡了、鸿鹄声切。
抛却几人青白眼，到此刻，梦笔
翻成铁。谁共我，诗肠热。

■符毅

游百里峡

豪士漂流远，幽人更向前。
密阴昏野径，群涧响春山。

云鹤独出没，岩猴互扯攀。
留连心未厌，又坐古潭边。

登笔架山

老去孤怀愈不群，登高兀
自带残醺。

飞禽下面江山小，落日关
头昼夜分。

顶上大风掀白发，眼前无
路接青云。

几人解此苍茫意，忍对东
边一片坟。

■郑清辉

卜算子·八台山独秀峰

晓 雾 远 濛 濛 ，遮 断 巴 渝
岭。闲数寒鸦三两声，隐约孤
峰影。川路奈何长，盘道西风
冷。伫望千年人未归，雨霁烟
村静。

清平乐

霓虹彩练，闪烁繁华眼。
聊到当年情转淡，楼外车声渐
远。蓝桥何必相逢，忍教旧梦
成空。几许前尘影事，一弯夜
月朦胧。

■向咏梅

鹧鸪天·题莲花湖

谁取瑶池酒一觚，酹成千
顷藕花湖。白云浮处生鲜碧，
翠盖倾时跳乱珠。霞外鹤，水
中凫，长鸣引颈似相呼。歆然
许个盟鸥诺，待我今生筑野庐。

金缕曲·访李依若故居

怅立空庭久。问平生，命
途多舛，覆翻谁手？坠玉何郎
频摧折，竟作先衰蒲柳。真应
了，情深难寿？故卷遗踪何处
觅，看长天仙乐催云袖。跑马
曲，为君奏。一春花事成枯
守。叹西风，恁般情恶，恁般荒
谬。纵有云鬟常作侣，留取琴
心依旧。怎禁得，樊篱栏厩。
看遍人间多少事，总不过，情理
难参透。风雨里，雪霜后。

注：李依若，《康定情歌》作
者，与同姓女子相恋，却被家人
不容，被迫分开，其与李家女子
跑马康定草原，由此成就经典
之作。然后命途不顺，成疾，英
年早逝。

■陆玉梅

山房独坐

拾得松声入，何妨白日曛。
野痕添翠色，啼鸟便春分。
因客来无处，有花开不群。
此中幽意久，坐晚一山云。

梧桐烟云

何事得从幽境先，入山不
用买山钱。

青藤老树隔人迹，乱石危
桥生野烟。

松瀑藏于深谷里，花期种
在白云边。

闲人应觉春风早，偏向春
风问杜鹃。

■张小红

清平乐·探亲归途有作

渐行渐远，渐起愁思漫。
车外湿云飞片片，恰似离人泪
眼。欲留无计相留，欲休怎便
能休？短聚还成长别，孤单又
一春秋。

鹧鸪天·思亲

哪有娘亲哪是家，此身无
奈寄天涯。充饥最念手工面，
解渴尤思罐煮茶。行渐远，聚
成奢，登高最怕日西斜。黄昏
影里炊烟散，谁向村头唤碎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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