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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袁无论是小说尧戏剧尧诗歌尧散
文袁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风格袁是一个作家艺术
成熟的标志遥
近日袁 我有幸读了青年诗词家向小文先
生的部分诗词作品袁大吃一惊遥 其作品虽然数
量不多袁题材也不广泛袁但却有着明显的艺术
特色遥 从炼字尧炼句尧立意等方面袁都表现出一
种清新尧俊雅的艺术风格遥 它有如小溪潺潺袁
长河奔溢袁大海浩荡袁碧波泛溢曰又如棵棵绿
树袁丛丛森林袁滴翠摇青遥 其诗词亮丽清莹尧新
奇俊秀袁字字尧句句尧篇篇皆明显可见遥
向小文的诗词之清新俊雅风格袁 首先突
出地表现在炼字炼句方面遥 他诗词中的字句袁
用得十分别致清新尧亮丽尧奇俊袁令人耳目一
新遥 如在用字方面院
①西风扶我上雄关，林海苍茫翠碧喧。
要要
要叶登娄山关曳
②风吹琼液清香溢，扶得诗心浓郁归。
要要
要叶遵义寻春诗会寄笔曳
③共饮风云飞墨韵，夜来梦醒满天香。
要要
要叶在宋庄偶遇许清泉老师袁席
间饮酒即兴有感曳
以上例句淤中袁本来是西风吹拂着我袁而
用一个野扶冶字袁不仅显得生动别致袁而且有内
涵袁 好像是风护着诗人袁 使他的心情特别畅
快袁比野西风烈冶各有不同的意趣遥 例句于中的
野扶冶字袁似乎与上句的野扶冶字有些同义袁但
野扶得诗心冶袁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的袁因风
的吹拂袁 而心中诗意盎然袁 诗情洋溢遥 这个
野扶冶字不是野扶冶人袁而是激起诗心诗情袁当又
是另一种意味和情趣了遥 说液是野琼液冶袁这个
野琼冶字即是美丽之意袁但具体生动袁形象性
强袁令人感思体味不尽袁实在清新极了遥 例句
盂明明是写饮酒袁却说是野共饮风云冶袁而又
野飞墨韵冶袁这个野饮冶字即表示因饮酒而激起
心中激动得如风云翻转袁 诗韵洋溢袁 如飞如
洒袁一个野飞冶字袁可谓平中见奇袁神采别具袁足
见诗情之盛遥
又如“满眼题盈袖，青春欲上弓”渊叶考试
之前路途有感曳冤袁一个野盈冶和野弓冶字袁把当时
为了准备考试之前紧张状态表现得十分紧
张袁欲上弓的是野青春冶袁可见整个身心之紧张
已达到极端得不可思议遥 如此用字既清新袁又
俊雅别致遥
向小文诗家善于在诗词上点缀着特别有
新意的字词遥 如野又恼一年青色时冶渊叶出北京
行湖南袁偶得句曳冤袁以野青冶字代野春冶字袁使其
有具体的形象感袁显得落实尧生动尧清新遥 又
如“诗句几行林上立”渊叶参加郑州天下诗林
大会曳冤袁此野立冶字用得特别新奇遥 诗句怎么
会在野林上立冶呢钥 原来这里的野林上冶指野诗
林冶袁即众多的诗章袁而自己的诗句要立于此
林上被人们看好遥 又如“千瓣心香立峻峰冶
渊叶羊年感赋曳冤袁此野立峻峰冶袁即立于高处也袁
表示心中激情高涨袁用野立冶字袁则显得大有

清新俊雅好诗风
—评向小文诗词的风格
——
生气而不同凡响袁清新之极遥 向小文诗家就
是如此别出心裁地用字袁使其诗词作品形成
一种清新而又俊雅的风格袁使得他的作品亮
丽飞彩袁迷人眼力袁令人惊讶遥 这种丽字的运
用袁既要学力袁又要才情遥 正如清代词学家况
周颐在评论宋词名家吴文英渊梦窗冤的词作
时说院野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遥 梦窗密
处袁能令人无数丽字一一飞动袁如万花为春袁
非若琱琼蹙绣袁毫无生气也遥 如何能运用无
数丽字袁恃聪明尤恃魄力曰如何能有魄力袁唯
厚乃有魄力遥 冶（《蕙风词话》）
向小文诗词的清新俊雅袁 还表现在其用
句炼句方面袁其用句一方面在于有佳句袁二方
面在于有奇句新句遥 诗词佳句袁是诗词艺术成
就的突出表现遥 杜甫曾说院野为人性辟耽佳句袁
语不惊人死不休遥 冶渊叶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
述曳冤向小文诗家的诗词中佳句很多袁或写景尧
或述事尧或抒情尧或阐发一种哲理性的深思袁
皆以清新俊雅的风格而出之遥 如院
借来桃色春风唤，霾过天蓝度万山。
要要
要叶步韵李郁林踏青节花甲征和曳
秋色三千襟袖里，文心几度风雨中。
要要
要叶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诗
词论坛暨野聂绀弩冶奖颁奖大会而作曳
这些诗句都是十分美的佳句袁 又是以清
新俊雅的笔调写来的遥 野桃色冶可以野借来冶袁又
以野春风唤冶之袁霾过后而天蓝袁又可度山袁何
等雄奇袁又何等出新遥 说野秋色三千冶本就不
俗袁又说在野襟袖里冶则更见新奇遥 野文心几度冶
却在野风雨中冶激荡翻腾袁尤见清新遥 这些佳
句袁既写景又抒情袁情景交融袁别开生面遥 见
野险壑冶而野愁生冶袁而野鸟迴山冶袁是愁是喜袁难
以说定袁野日照青岚冶 本有暖意袁 而又 野寒拂
面冶袁如此矛盾写来既佳美尧深厚袁又大见新
意遥 野湖天一色冶野障岸千重冶袁以大笔渲染天子
湖之美景袁加以野渔舟冶野日月冶点缀之袁其境更
见佳美遥
又如“情动山河哀寸手，鞭扬文武拍千
回”渊叶咏蔡锷曳冤袁既说得新奇别出袁又气势磅
礴袁飞扬激越袁实难得之佳美奇句也遥 又如“一
行燕子忙新绿，吟得春花醉欲月”渊叶欣逢诗词
百家 2015 年第一期出版曳冤袁 说燕子为新绿
渊春景冤而忙袁何其清新遥 写花之美袁却说是醉
了曰欲落了袁却说是野醉欲归冶袁自是新奇别致遥
向小文诗家的许多诗篇袁句句都很佳美袁
又统一地表现了清新俊雅的风格袁 这是很难
做到的遥 如叶游天子湖曳院
和煦清风丽卷收，尘烟渺渺碧悠悠。

大观楼副刊

湖天一色渔舟往，
岩嶂千重日月流。
浪拍寒崖文涌底，客闻遗事史生愁。
青峰随我波涛上，望远春深欲说休。
此诗句句佳美袁 起承转合四个层次的句
子一致美丽袁毫无逊色之处袁而在用词造句方
面袁 统一地体现了他诗词清新俊雅的风格特
色遥 起句尧首联即不同凡响袁佳美流溢袁尾联结
句袁更大见新奇特别遥 前二联着重写景以为铺
垫袁后二联着重抒情袁而又落点在尾联袁用野望
尽春深欲说休冶生发出一种深蕴的思绪袁其落
点在野客闻逸事史生愁冶上袁由此种逸事而肆
意发之袁虽扑朔迷离袁却耐人寻味遥 又如叶登娄
山关曳院
西风扶我上雄关，林海苍茫翠碧喧。
日照青岚寒拂面，愁生险壑鸟迴山。

·联苑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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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卷起尘烟远，尘世奔波朝夕难。
莫问崎岖多问路，顶峰觅句望河川。
此种题材按一般写法袁 即是说如何缅怀
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袁并继承而发扬之遥 向小
文诗家却在此放到现实的人生际遇感慨来
写遥 用野马蹄卷起尘烟远冶袁一笔荡开往昔袁转
向现实的野尘世奔波朝夕难冶而感叹之袁来一
个感情的跌宕遥 但尾联两句则又大力扬起而
生发一种人生哲理的深思遥 其清新之意毕露袁
又深沉厚重袁且气势雄迈遥
由此看来袁向小文诗家的作品袁无论是字
词句袁乃至全篇的立意袁都鲜明地表现出一种
清新俊雅的风格遥 在诗词创作中追求和表现
出这种风格袁乃是焕乎才华袁美乎篇什袁新乎
诗风的一种很有创见的革新袁 很值得肯定和
称道的遥
前面提到袁 凡是在作品中能体现一种风
格的袁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遥 虽然我还
不能肯定向小文诗家的诗词创作已经走上完
全成熟的阶段袁 但我认为其作品已经达到了
比较高的水平袁而且将会越写越好袁其风格也
会更突出地显现遥

誕安徽 / 屏 风

对联格律应宽工适度
最近看了叶燕赵老年报曳第八十五期对
联揭晓袁这是一次以野春风爱入清廉第冶为
出句征对的征联活动遥 某评委在点评中说院
野其中耶春风爷是名词袁耶爱爷是动词袁耶入爷也
是动词袁耶清廉爷是形容词袁耶第爷是名词遥 但
是在来稿中袁不少人不按格律对仗遥 如用院
暖意尧好雨尧福寿尧正气尧阳光尧国梦尧池水尧
旺气尧喜讯尧玉树尧福气尧恶语尧法网尧化雨尧
好运尧和气尧细雨尧福禄尧美梦尧善策尧燕子尧
硕果等词语来对耶春风爷袁实在违背对联格
律遥 因为分解来看袁耶春爷和耶风爷都是名词袁
且耶春爷是来说明耶风爷的袁所以在对下联时
应注意逐字对应遥 冶
看了评语袁感到如鲠在喉袁不吐不快遥
窃以为袁对联的格律应当有工有宽袁工宽适
度袁真理多走了一步袁可能成为谬误遥 叶联律
通则曳既然称为联界的小野宪法冶袁凡是不违
野联宪冶的应是合格合律的袁社会征联也不
宜提过分要求袁 否则袁 不仅不利于对联创
作袁而且给大家带来困惑遥
春风是个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袁
而按联律通则袁野名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中
充当修饰成份的词可以从宽冶袁如评委点出
的野暖意尧好雨尧国梦尧池水尧旺气尧喜讯尧玉
树尧福气尧恶语尧法网尧和气尧细雨尧美梦尧硕

果冶等偏正词渊除去耶阳光爷尧耶福禄爷等平仄尧
结构不合的冤袁偏的部分不论词性应当都可
以和野春风冶相对袁如果严酷地要求名词对
名词袁那许多按叶通则曳规则创作的对联将
统统打入不合格律之列袁 使对联创作的路
越走越窄遥 叶通则曳第三章既然规定了野词性
从宽范围冶袁任何超出此要求的征联都是不
可取的遥
如清朝洪稚存叶九江庾楼联曳院
半壁江山，六朝雄镇；
一楼风月，几辈传人。
其中野雄冶是形容词袁野传冶是动词袁由于
叶通则曳规定形容词和动相对可从宽袁所以
不失为好联遥
又如袁董文立题兰亭茶叙联院
同哦曲水千秋月；
共叙兰亭一盏茶。
野曲水冶与野兰亭冶均为以名词为中心的
偏正结构袁野曲冶为形容词袁野兰冶为名词袁如
果按某评委观点袁 这样的好联也是不合格
律袁将打入另册了遥
野无规矩不成方圆袁无规则不成对联冶袁
但这种规则不可滥用袁工宽适度袁依叶联律
通则曳撰联袁才能使对联既不失之格律袁又
能生动活泼袁使联花开放得更灿烂多姿遥

诗一首院
“聚神古韵长，雅气秀清香。轩室
藏珍宝，书文现乐章。”
今天翻阅我的诗联合集叶联花锦曳袁惊
奇地发现袁与杨老师曾经多次诗词唱和遥
今年元月袁杨老师在微信朋友圈中发
了几张兴盛茶园的图片袁并配上一首七言
杨老师善于充电袁积极进取袁虽为退 发给我袁我抽空将这发快递给您浴冶我收到 嵌名绝句院
“兴家立业雪倾情，盛喜丰收景
休之人袁在当下信息高速的航道上袁也同 信息袁不知所措院野我该如何感谢您呢浴冶杨 象荣。茶道清香穿雾霭，园林紫气绕园
样游刃有余遥 修复图片袁制作美篇袁网络 老师送给我一 句话 院野 真 诚的 朋 友不 言 丁。”
浏览袁邮件寄发袁微信交流袁无处不留下 谢浴 冶
我查阅相关资料袁了解到唐代著名的
野老山羊冶渊杨老师常用的网名冤的足迹遥
多么感人的话语浴杨老师还书写了一 茶学专家袁被誉为野茶仙冶野茶圣冶的陆羽袁
我与杨老师从未谋面袁因网络纽带将 副嵌名野慧翔冶的对联院“慧鞭打造生博士； 于是也来唱和：
“冬临绿圃盛风情，雪上茶
我们的距离拉近袁将感情融深袁互相学习袁 翔羽腾飞展碧池。”这副题词袁是杨老师连 庄兴淡容。此日无闲邀陆羽，何时有空谢
相互勉励遥
夜书写的袁其情之深袁其谊之厚袁其意之 园丁！”
去年 10 月袁 杨老师观山城天然石龟
3 月 4 日晚上袁杨老师特地在微信中 切袁难以言表遥
给我发了几张书写野慧翔教育冶的四字书
杨老师的书画培训班袁于 3 月 3 日开 感怀袁题诗一首袁并配发了几张图片院“ 躺
法图片袁并嘱我院野已经书写袁不知道您是 班遥 本人学识浅陋袁曾为其题联院
“书法开 卧深山万万年，喜逢慧眼得乔迁。天生地
否满意钥冶野几种字体袁您选用吧浴冶野把地址 篇旺旺旺；学徒起步高高高。”并学着也赠 养恩情在，积德修身续睡眠。”
我便为之唱和：
“龟山寿石越千年，佛
佑禅修正道迁。脱壳还身逢盛会，驮经送
贫 困 地 区 群 众 生 活 状况的
宝少安眠。”
·联海泛舟·
誕广西 / 廖文焕
改善遥
还记得在去年 3 月袁杨老师在微信朋
于成龙廉政文化展示馆
友圈中发表了一组松滋黄林古桥晚会的
的大门前袁有对联令人回味院
图片遥 本人赏图之余袁题诗一首：
“古色古
勤政为民，自古清廉人
香戏子装，桥头桥尾赏流光。晚风拂面柔
胜景聚芳园，遗爱甘棠 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遥
敬仰；
新柳，会场邀朋品韵长。”
清肺腑；
园区内 亭 台 楼 阁 错 落
雄才报国，从来厚德众
杨老师看到后袁也和韵：
“两岸桃花柳
廉风兴德政，初心使命 有致袁廊桥曲径袁环山绕水遥 尊崇。
换装，一帘瀑布射荧光。土家今夜欢歌舞，
壮胸襟。
特别是于成龙廉政文化展
在成龙湖公园湖心一座
桥古人新意境长。”
成龙湖公园建于罗城仫 示馆袁挂上了广西全区廉政 小山上袁有一座亭子袁上面的
与杨老师的这种诗词唱和袁 互赠诗
佬族自治县成立 30 周年大 文化教育基地的招牌之后袁 对联寓意深远袁 是根据成龙
联袁借助微信平台是很常见的遥 向杨老师
庆前夕遥 公园位于原来的葫 由于 叶 于 成 龙 曳 这 部 电 视 剧 湖和仫佬山乡自诩为凤凰的
学习诗词袁学习楹联袁学习书法袁让我收益
芦水库袁为纪念有野天下第一 在 央 视 综 合 频 道 黄 金 时 段 传说而来院
颇多袁同时也得到了古典文学的熏陶遥 杨
廉吏冶美誉的于成龙而建遥 现 热播袁这里便成了人们竞相
龙自何来，碧水心源连
祖新老师袁亦良师袁亦益友遥 感恩之余袁作
在袁这座集观光旅游尧休闲娱 参观的旅游胜地遥 特别是节 海宇；
诗相赠院
凤从此起，苍天眼界接
诗联架起谊桥梁，字画从心顺业强。
乐尧 廉政文化教育等功能为 假日袁前来旅游观光者是络
朋友真诚不言谢，互帮互勉国文扬。
一体的大型公园袁 已成为人 绎不绝袁同时也带动了边远 云程。

杨祖新老师是湖北松滋的一位退休
老校长袁曾以带数学专长的他袁而今却是
一位享有盛名的大诗人遥不论古典律诗词
调袁还是现代的散文诗袁有板有眼袁符合格
律袁讲究对仗袁音韵和谐袁朗朗上口袁不少
要2015 连续四
作品在杂志刊载遥 2012要要
届获得 野大别山十佳诗人提名奖冶袁2013
年 3 月出版个人诗集 叶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曳遥
退休不闲袁严于律己袁宽以待人遥杨老
师的社会职位有湖北省荆州市作协会员袁
松滋市作协尧诗词学会尧杂文学会会员袁松
滋市山城民间文学学会副会长遥爱好书法
艺术袁隶书尧行楷尧草书尧魏碑袁得心应手袁
应用自如遥于是在松滋刘家场开办了一家
书画社袁以字画装裱尧书法培训为业遥子弟
书法作品尧自己的书法作品也屡屡在省市
级比赛中获奖遥

风和日丽的上午袁 我们
一行 10 人在县文化馆杨衍
瑶主席的带领下袁 来到于成
龙廉政文化展示馆参观遥
展示馆坐落于县城西南
的成龙湖公园遥 在公园大门
红墙碧瓦尧 雕梁画栋结构的
牌楼式建筑的楹柱上袁 悬挂
着一副制作精美古色古香的
楹联院

誕江西 / 李争光

·诗词欣赏·

邵俊强 燕冰寒
责任编辑：

·联来联往·

誕湖北 / 朱世虎

诗联架起友谊桥

观展示馆 撰廉政联

·撰联手记·

誕河南 / 孔维清

我用楹联说信阳

信阳是河南的南大门遥 这里人文荟萃袁风景秀丽袁自古就
有野北国江南尧江南北国冶之称遥 信阳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袁境
内有全国避暑胜地鸡公山尧豫南明珠南湾湖袁还有绵延千里的
大别山尧滔滔不绝的淮河等遥 信阳所辖各县也都各具特色袁吸
引着无数中外游客前来观光遥
作为信阳人袁我不仅热爱自己的家乡袁而且总想以我最喜
爱的楹联这一文学形式袁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遥
息县古称息国袁周武王时分封遥 公元前 682 年袁 楚灭息国
置县遥 息县境内至今保存着众多古迹袁如周冢尧秦楼等曰还有许
多流传千古的历史人物袁如息夫人尧 濮公等遥
息夫人渊妫姓冤为保息国百姓免遭涂炭袁以一己之身嫁给
楚文王曰濮公相传是唐朝道人袁隐居息县袁悬壶济世袁为世人景
仰遥 联曰院
此地留春秋气象，百代烟云，湮不尽幽情古意，总引游人
寻觅周冢奇闻，秦楼故事；
斯民有申息遗风，千篇诗赋，撑得起义胆柔肠，还教骚客
歌吟濮公妙术，妫氏高襟。
新县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袁 是全国仅次于井冈山的
第二大红色根据地遥 革命战争年代袁新县全县人口不足 10 万袁
其中 5.5 万为革命而牺牲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这里走出了 43 位将
军和 50 余位省部级干部遥 联曰院
红城万古流芳，硝烟散尽，应记取血染崇山，魂埋沃土；
绿野三春焕彩，紫燕归来，惟识得湖掀雪浪，岭卷松涛。
商城县也是著名的革命苏区遥 革命战争年代袁有 6 万商城
儿女为中国解放献出了生命遥 叶八月桂花遍地开曳就是从商城
唱遍全国的遥 境内汤泉池是全国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遥 联曰院
一杆旗帜展，一曲桂花开，唤醒黎民脱千年锁链，凭赤胆
浴血疆场，埋尸荒野；
遍地杜鹃红，遍山茶树绿，惹得游客舍万里风光，趁闲情
垂钩云浦，濯足汤泉。
光山县古称弦国遥 光山是司马光的出生地袁司马光砸缸就
发生在这里袁城内至今犹存养粹亭尧 司马井等古迹遥 苏轼也曾
在光山居住袁并留下著名诗篇遥 光山也是革命圣地袁境内花山
寨为红 25 军长征决策地遥 张国焘曾在光山白雀园进行了宗派
主义大肃反袁屠杀了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战士遥 联曰院
粹亭依旧，宝刹常新，纵流年似水，犹记得司马砸缸，东坡
留墨；
弦邑飞歌，陂湖荡桨，对画卷如虹，终不负花山忠骨，白雀
冤魂。
固始县古称蓼国遥 唐武则天时袁福建蛮獠反袁固始陈元光
父子奉命率 3600 名府兵前往平叛遥 叛乱平息后袁陈氏在福建
开漳治州袁所带府兵均落户于漳州袁其子孙后代迁居于福建尧
台湾尧南洋等地遥 现在每年都有大批台闽澳人回固始寻根遥 境
内妙高寺建于隋唐袁历史悠久袁香客众多遥 联曰院
携大唐气势动地而来，獠林肃寇，荜路开漳，直引出万里
寻根台闽客；
看古蓼风光连天不绝，妙寺参禅，华峰品茗，更惹得三春
拾翠芰荷塘。

·联趣故事·

誕吉林 / 温亚惠

如此文化人
王总是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袁在
同行老板的熏陶影响下袁虽文化水
平不高袁但热衷于附庸风雅遥 在他
的生活圈子里袁凡与文化搭边的活
动袁总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遥 财大
气粗的王总不仅乐此不疲袁还乐于
投资袁岀手大方遥 为此袁当地的一些
文化类协会袁 竞相聘他为名誉主
席尧顾问等众多头衔遥
王总能跻身文化圈袁 是有原因
的遥 早在几年前袁王总高薪聘来了
一位得心应手的大秘袁这个大秘退
休前曾在机关给多个领导做过文
秘袁一些时兴的官话尧套话信手拈
来遥 他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给王总处
理文字方面的工作袁诸如撰写个文
章啦尧出个书啦尧写些讲话稿等遥
大秘拿着王总的高薪俸禄 和
丰厚的奖金袁自然心甘情愿地为其
效劳袁为其做幕后支撑者遥 每当王
总在重大场合讲话袁只要王总把讲
话大概内容一说袁 大秘便心领神
会袁半天或几个时辰便可交差遥 王
总拿着大秘写的讲话稿到会上一
念袁 每次都会博得喝彩和好评袁时
间长了袁王总便以能说会讲袁文采
飞扬远近闻名袁好多名利场上的土
豪尧暴发户都敬仰不已遥 每当这时袁
他总是客气地说院野自己文化底蕴
低袁才疏学浅袁是你们高看我了遥 冶
谁料此话传为佳话袁王总又以谦虚
远近闻名了遥

其实袁 大秘深知王总只有小学
文化袁每次给王总写讲话稿时袁故意
将一些可能会读错的字袁用谐音字代
替遥比如院无懈可击写成无野谢冶可击袁
赫赫有名写成野贺贺冶有名袁心急如焚
写成心急如野坟冶等等遥这事只有天知
地知袁你知我知袁俩人不言自明遥
后来袁企业规模扩大了袁王总聘
了一位姓张的任综合办主任遥一天袁
大秘又为王总赶写了一篇讲话稿袁
张主任新来乍到袁不知详情袁便以领
导身份对讲话稿进行了审阅把关遥
他看到有几处错别字, 便随手用墨
水涂黑袁改了过来遥 第二天开会前袁
张主任直接将讲话稿交给了王总袁
王总像往常一样袁接过来没有过目袁
到会上一念袁 将无懈可击念成无
野解冶可击袁将赫赫有名念成野赤赤冶
有名袁将坐以待毙念成坐以待野死冶袁
将心急如焚念成心急如野火冶等等袁
听众多次哄堂大笑遥此时此刻袁真的
就让王总心急如火了袁 更为难受的
是还被上级领导批评挖苦了一通遥
王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袁 自尊
心受到严重打击袁脸面丢尽袁伪装的
形象暴露无遗遥
这事在当地文化圈一时传为笑
谈遥有人用楹联对王总进行了嘲讽院
附庸风雅，错字连篇，从未离开
讲话稿；
钓誉沽名，文章累牍，完全依靠
捉刀人。

第十届华鼎奖全国诗词大赛暨武当山采风笔会征稿启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诗词的发展是绵延跌宕袁峰谷绵绵袁树
下一座座丰碑袁创写一个个高峰遥 为集中展示当代诗词创作
的整体阵营和整体水平袁打造当代诗词的创作新成果袁表彰
一批在当代诗词领域做出新贡献的诗词家袁诗词百家杂志社
兹决定举办第十届华鼎奖全国诗词大赛暨武当山采风笔会袁
现面向海内外隆重征稿袁具体事宜如下院
一、征稿要求：

符合声韵格律的新创诗词作品袁每人限 5-15 首袁新旧韵不
限遥 诗两句一行排袁词连排袁过片处空格袁稿件按先诗后词顺序
排列遥 来稿最前头附 200 字内个人简历一份袁并注明作者姓名尧
地址尧电话等信息袁最好单独成页遥 欢迎集体投稿遥
二、评奖出版：
由诗词百家杂志社组织著名诗词家尧诗词评论家成立评
委会袁对所有来稿进行公平尧公开评审袁评出特等奖 10 名袁一

等奖 20 名袁二等奖 40 名袁三等奖 60 名袁优秀奖若干名遥 获奖
作者均颁发精美荣誉证书袁获奖作品统一入编袁由国家级出
版社出版遥
三、颁奖仪式：
邀请获奖优秀诗人在武当山出席颁奖大会袁获奖作品推荐
到相关诗词杂志发表遥
截稿时间院2018 年 8 月 1 日渊以当地邮戳为准冤

四、投稿地址：
100025 北京市东区 25 支局 115 信箱·华鼎奖诗词大赛
组委会
欢迎使用电子邮箱参与：
huadingjiangdasai@163.com（已
投电子稿，请勿再投寄纸稿）
秘书处：向小文、方原、王静怡
电话：010-52403640 52420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