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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之郡的诗歌根脉
古嘉州乐山，自古蜀王开疆拓土始，至今有记载的

历史3000余年。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厚的人文资源，
也铺就了诗歌生长的良田沃土。扬雄、李白、杜甫、苏
轼等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吟咏相续，留下了许多千古绝
唱，给这片汉嘉山水涵养了不少灵秀之气。这是我们
乐山新诗的根脉所在。

时间进入20世纪，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风雨露下，乐
山新诗立即应运而生茁壮成长，迅速在中国新诗界崭
露头角，某种程度上引领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新诗选首先选编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乐山走
出去的著名诗人诗作。乐山沙湾出生的文豪巨子郭沫
若，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领军人物，其诗集《女神》在新诗
界影响深远。本诗集选编了他的《地球，我的母亲》《光
海》《峨眉山上的白雪》等十首传诵至今的新诗，代表了
他这一阶段的新诗成就，也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代
表性诗作。

诗集还选编了曹葆华、陈敬容、邹绛、梁南等四位
诗人的代表作，他们跟随郭老，崛起于中国诗坛。特别
是出生于乐山城中的陈敬容，15岁开始诗歌创作，是著
名的“九叶诗人”之一，诗集中选编了她的《窗》《雨后》

《山和海》等14首，皆为她早期在乐山、北平（北京）、上
海等地创作的诗歌，从中能窥见那一时期她的诗歌创
作面貌。就读于乐山武大的邹绛以及出生于峨眉的梁
南，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活跃于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中国诗坛的代表性诗人，这部新诗集在选编中，也
对他们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抗战前后出生的周纲、采罗、叶簇等乐山诗人，创
作的旺盛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作品带有鲜明的时
代印记。周纲的诗集《大渡河情思》、叶簇的诗集《淡蓝
淡蓝的记忆》，都在乐山乃至更大范围产生过一定影
响。周纲入选本书的《风萧萧兮易水寒》，是一首典型
的军旅诗，诗思潮涌，壮怀激烈，热情奔放，感染力强。
叶簇的《南津关极目》，也充满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

乐山诗歌的当代气象
正如本书序言中龚静染先生所言：“整个20世纪80

年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古老的乐山跟中国
的现代诗歌潮是合拍的，这一时期诗人众多、诗派林
立，诗作铺天盖地而来的现象在乐山也能看到。”而上
世纪90年代之后包括新时期的乐山诗歌，龚先生用“逐
渐成熟”来评判，笔者以为是准确的。

两位先生在选编这部跨越百年的诗集时，把更多
版面留给了当今坚守诗坛的作者。这部新诗选，精选
了50后、60后至90后老中青诗人近200首诗作，集中展
现出乐山诗歌的当代气象。一是诗歌创作热潮迭起。

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进入新世纪的各个阶
段，乐山都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诗人，龚盖雄、冯庆
川、葱葱儿、阿洛夫基、罗国雄、廖淮光等，一拨又一拨
接力前行，矢志不渝地推动着乐山诗歌持续向前发展，
葱葱儿、阿洛夫基等诗人的诗集，获得过“四川文学奖”
等大奖；二是乐山诗群凝聚力大，上世纪90年代，“乐山
诗群”曾崛起于川内外，其间虽几经聚散起落，但发展
至今依旧存在。特别是在热心人士的不断努力下，现
在的乐山诗群创作活跃成果丰硕，成为了乐山诗歌发
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四川诗歌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同时，开放性也是乐山诗歌的一大亮点。乐山诗
人们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诗歌创作中积极探索勇
于创新。沐川的宋渠、宋炜，于上世纪80年代发起创立
整体主义诗歌流派，在中国诗坛影响较大；龚盖雄张扬
非非主义和对创生成理论，在诗歌创作上别开生面，不
走寻常路。宋渠、宋炜入选的诗歌《候客》《病中》等十
首诗歌，清新、自然、古朴、含蓄，如同《后朦胧诗选》里
的诸多诗作。

新诗选编功德无量
时间跨越百年，涉及作者众多，选编这样一部诗

集，其难度不言而喻，用“大海捞针”来形容一点也不为
过。令人感佩的是，选编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饱
满的诗歌热情，积极投身其中，无私奉献于诗歌，以致
孜孜不倦废寝忘食，方有今天这部诗集的面世。

但就乐山诗歌发展史来说，又确实是一件值得去
投入和付出的事情。我们的前人曾经选编过历代诗
歌作品选，如龙驹先生的《乐山大佛诗选》等，为我们
研究古代乐山的诗歌发展，或者以诗证史地了解古嘉
州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今在新诗发展百
年之际，罗、龚两位先生恰逢其时地选编了这部新诗
诗集，对于探索乐山诗歌走过的道路，展现乐山诗歌
创作全貌，弘扬沫若诗歌文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
诗歌财富，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确实是功德无
量的大好事。

据笔者有限的视野知道，一个地级城市选编新诗
百年诗集还不多见，是一件具有划时代、开创性的事
情，这是新诗选的又一重要意义。应该说，作为贡献了
郭沫若这样一批新诗巨匠的城市，选编这部诗集是当
之无愧的，与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质是高度契合的。作
为入选作者之一，笔者甚感庆幸。

百年诗路绽放百年芳华，乐山诗歌又开启了下一
个百年。在未来的诗歌年代里，诗人们还将续写新的
诗篇，乐山诗歌必将吐露新的芬芳。

《乐山百年新诗选》：罗国雄 龚静染/主编 四川文
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

自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二十余首白话诗以来，中国新诗走过了
百余年的曲折历程。

其间，乐山对于新诗的肇始和发展曾做出过卓越贡献，涌现出郭沫若、陈敬容、曹葆华等一批著名诗
人，其影响力直到如今。所以在新诗发展跨越百年之际，罗国雄与龚静染两位先生共同主编了《乐山百年
新诗选》，对乐山新诗发展历程与成果做了一个回顾，也为打量中国新诗百年开启了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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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昨（15）日，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该局发布了第一期“食品安全你我同查
红黑榜”。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局立足食
品安全监管职能，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
之“周三查餐厅周四查市场”监管执法行动，制度化、
规范化、固定化开展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餐饮服务
提供者、食用农产品市场等的监督检查，通过公布

“食品安全你我同查红黑榜”，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

本期“红黑榜”共计18家经营单位（详情见下
表），其中红榜6家，黑榜12家。据悉，12家“黑榜”
单位已通报属
地市场监管部
门针对性抓好
问题整改。

我市发布第一期
“食品安全你我同查红黑榜”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14日，
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
分局十一大队在G4216蓉丽高速
公路仁孝段辖区井研收费站查处
一起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违法行为，驾驶员已领取号牌仍
使用临时号牌上路被罚。

14日上午10时许，民警在井
研收费站开展交通违法整治时，发
现一辆驶出收费站的黑色小车未
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立即示意
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驾驶员
罗某某神色慌张，声称自己的号牌
还没申请下来，随后从车里拿出了

一张“陕U”临时号牌。民警检查
发现，该临时号牌虽然显示在有效
期内但仅限陕西区域内行驶，经警
务移动终端查询，该车已于2021
年7月5日成功申领机动车号牌，
罗某某称号牌还没有拿到。然而，
当民警打开该车后备箱时，尴尬的
一幕出现了：一对“陕UST×××”
号牌正“躺”在后备箱内。

据罗某某交代，该车登记车主
为杜某，于2021年7月12日在陕
西汉中拿到了正式号牌，并给了驾
驶员罗某某，罗某某想着临时号牌
还没有过有效期，为躲避电子眼拍

摄，自己从陕西驾车回四川乐山时
索性继续使用临时号牌上路。

据了解，民警依法对驾驶员
罗某某进行罚款200元，驾驶证
记12分的处罚，罗某某最终为自
己的小聪明“埋单”。

四川高速公安提示：购买新
车上户时，临时号牌有效期内如
领取正式号牌后其有效期至当日
24 时自动失效，上道路行驶的机
动车不悬挂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高速公安一贯对涉牌涉证
违法坚持高压严惩态势，广大驾
驶员切莫以身试法。

领了号牌仍用临牌 男子被罚200元记12分

本报讯（胡骏 张峻华 记者 罗曦 摄影报
道）14日17时31分，在金口河区两辆货车发
生激烈碰撞，1名驾驶员被卡在车内。更让人
担心的是，其中一辆车上装载了10余吨的双
氧水。最终经过消防救援人员全力施救，被困
人员成功脱困，事故车辆得到妥善安置。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装载10
余吨双氧水的危化品槽罐车与一辆对向行驶
的货车发生了激烈碰撞。巨大的撞击力导致
槽罐车车头严重扭曲变形，零部件散落一地，
所幸双氧水并未发生泄露。坐在槽罐车副驾
驶座位上的人员左脚被变形车体死死卡住，动
弹不得。

救援人员立即将围观群众疏散至安全地
带，协同交警部门对现场进行了警戒，随后迅
速利用多功能抢险救援车对事故车辆进行牵
引，开拓出救援空间，使用液压破拆工具组逐
步进行破拆救援。经过近30分钟的紧张救
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转交给现场医护人
员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据悉，目前被困人员无生命危险，运输双
氧水的槽罐车已进行了倒罐转移。

两辆货车相撞
已救出被困人员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最近，乐山中心城
区岷河北街通江小学路口的人行道上，一根缆
线裸露在人行道上，让途经此地的市民很是苦
恼，甚至有人在这里摔了跤。

14日中午，记者在该路口见到了摔跤受伤
的市民周婆婆，只见她膝盖处有一片淤青。周
婆婆告诉记者，她住在隔壁小区，刚刚从这里路
过时被一根缆线绊到了，手和脚都摔痛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根裸露在地面的缆线
大约有4米长，行人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被绊倒。

附近居民将此事反映给了市心连心服务中
心，随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确认。
当日下午，工作人员对裸露的光缆进行了重新
填埋，消除了安全隐患。

路边缆线裸露
已及时排除隐患

犍为优态酒

井研美家好超市

井研县盛世皇廷大酒楼

沐川综合市场内经营户乐山油烫鸭

松竺休闲山庄

峨眉山市捞的乐火锅店

红
榜

散装白酒标签标识规范、店内经营秩序良好。

限塑宣传有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执行较好、生鲜检疫
票据按时公示，要素齐全、超市内部经营环境较好，秩序井然。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库房食品分类摆放且摆放整齐、按要
求进行食品留样、餐饮具清洗干净并消毒。

经营户着装规范、个人卫生良好、经营场所整洁、三防设
施设备齐全并规范使用。

该山庄证照齐全、餐厅卫生整洁、厨房干净卫生、摆放整
齐、无卫生死角。

卫生环境干净整洁、各类台账记录规范、进货查验制度落
实较好、库房食品分类摆放整齐、从业人员管理规范。

经营单位 上榜理由

市中区大福农家乐

市中区孝老苑老年公寓

峨眉山市峨山农贸市场

峨眉综合农贸市场

峨眉山市明旭饭店

峨眉山市彭家饭店

井研县惠顺蔬菜超市

陈培瑜（个体工商户）

井研县建春干杂店和谐街店

犍为北门农贸市场

犍为家惠超市

沐川大市场

黑
榜

切菜板发霉、凉菜专间堆放杂物、无食品安全培训记录。

后厨卫生环境较差、食品加工设备未及时清洗、调味品摆
放混乱、冷藏食品生熟不分。

凉菜摊区防蝇纱窗未使用、市场内销售海鲜和白条鸡等
经营店无法提供检疫票据、销售食品直接堆放于地面。

凉菜熟食摊区无防蝇设施、从业人员未佩戴口罩。

食品未按规定离地离墙存放、部分从业人员健康证过期、
三防设施不合格、厨房垃圾桶未加盖。

冰箱内食品生熟混放、厨房垃圾桶未加盖、三防设施不完
善。

市场内经营环境脏乱差、食品直接堆砌在地面上。

食品未按要求离地隔墙存放、灭蝇灯悬挂位置不合理（悬
挂于操作台面之上）。

三防设施不完善、食品未按要求离地隔墙存放。

白条鸡经营户无法提供检疫证明、散装白酒无标签标识。

超范围经营特殊食品、灭火器过期失效、食品直接堆放在
地面、未公示风险分级。

部分经营户健康证过期、经营户普遍不知晓索取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

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