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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董书明的诗集《独爱》，感触颇深，
被他的勤学苦读感动，更为他的深厚文化底
蕴和独到诗歌艺术所折服。书明的诗带有
明显的古典主义特色。他把诗意的触角深
深植入传统文化之中，又不断地抽离于传统
文化，以致走得比别人更远些。他以传统文
化为诗歌的“药引”，为诗歌的“药效”持续发
力聚集力量，从而使诗歌在情感抒发的过程
中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内在思想张力。

评论家刘晓彬把书明的诗划归为“新古
典主义”。他认为“诗人比较喜欢从具有古典
意蕴的意象中来发现当代人现实生活中的
美，使得这些诗作不仅具有现代情趣，又透溢
着古典意味”。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

在《飞云崖》一诗中，诗人写到：“落叶，
高举着/湘黔古驿道昨日的时空/文风和肝
胆相照/养云阁湿气过重/墙脚的青苔，不走
正道/也能追赶上民国曾经的彷徨。”诗作耐
人寻味，一种现代气息扑面而来，落叶、古驿
道、文风、肝胆、养云阁、青苔等意象的启承
接转，与飞云崖的现实深度契合，也与飞云
崖的历史发生着关联，又隐藏着中国古诗词
艺术的独特气息，厚重中带有几分灵动。

诗人接下来写到：“游客像怕酒之人/绕
着酒走，在此/不宜久留。陪我登上/观音洞
的有/拆迁办的友人，陪我走下来的是落霞
和时光”（《飞云崖》）。人与景形成鲜明对
比。友人是真实的，落霞和时光是隐喻，更
在时间深入，把昨天的飞云崖与今日之飞云
崖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彰显我辈不是过客，
是来者，点亮和升华诗作的主旨。诗作远离
于平民化诗歌的扁平与浅薄，有别于散文化
诗歌的烂情与骄作，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营造
一个真实而又幻化的诗意空间。

诗歌的核心在于其思想性。书明的诗歌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在于其动用多种艺术表现
形式，展现宏大而深沉的精神关切，使左右诗
歌中心思想的情感在游离、跳跃与合围中形成
有机的统一，并为实现思想“突围”提供可能。

诗人在《小雪》一诗中写到：“田野打足了
粉底，掩饰脸上的沧桑/雀鸣、内心的慌张/掩
饰开发区泼过来的污水/以及高大烟囟/吐出
的脏话。”其实，田野的“白”，并非是真的

“白”，它只不过“打足了粉底”，雪就成为另一
种隐喻。雀鸣与内心的慌张，是掩饰不了“开
发区泼过来的污水”，高大的烟囟吐出的话，
才是真正的“脏话”。诗人通过雪揭示环境污

染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让人痛心疾首，给人
警示。特别是诗作的最后一节：“小雪过后的
家园/偌大一张字迹潦草的借条，被抓进城市
的手心。”比喻形象逼真，出神入化，把诗歌的
中心思想一再推向新的高度。

“第一泉的名声在外/多半做了晋朝的人
质/山寺的桃花/开完就走”。“时间的胃口/吐
出来的传说/典故、诗篇或遗址/随手抓上一
捧带回城里，都成了名胜、谈资和风光”。在

《桃花源》一诗中，诗人通过拟人、比喻等手法
深刻揭示出康城的希望，不仅在于守旧，更在
于创新。康城人不能“抱着杨树根洗澡”，整
天吃老祖宗的饭，把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资
源挥霍一空，到最后，只会资源尽失。

其实，书明的诗歌写作是一种“根性”和
“灵魂”写作。他的诗歌在不断地深入到传统
文化之中，又不为传统文化所羁绊束缚，传统
文化只是其诗歌写作的底色和表现核心情感
的重要手段。因而，在我看来，他的诗歌写作
既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强大支撑，又有其
他文化的精神滋养，还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
艺术的一些表现形式，形成一种具有自我特
色的更大包容和更大视野的大格局写作。

在《冈仁波齐》一诗中，诗人善于运用意
境营造。通过意境营造为诗作铺陈打开切
入口，并为拓展空间、营造独特的语境氛围
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比如诗人写到：“《辞
海》也装不下，对你所有的赞美/以及专供的
语汇。简明版/《新华字典》收编的汉字队
伍/太少，挑不出//一个词组，敢带头出来/
朝觐——高度自治的雪山”。

“我更愿意喊你一声忍冬/也喊你鸳鸯
藤。溺爱/或放纵你/修练一身的蛊术/清热、
解毒/主治时光/肺叶上的虚火，异地佳人的
闲愁”。在《金银花》一诗中，诗人以第一人
称，增强诗作的“在场”感，娓娓道来，一下子
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并巧妙地运用拟人
等修辞手法，直指金银花的本质及其功效，给
人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思考，赋予诗作以
强大的精神张力，使人过目难忘，百读不厌。

语言对诗歌来说极其重要。从某种程度
上讲，语言运用好了，诗歌就成功了一半。

书明的诗歌十分讲究语言。诗集《独
爱》运用了大量谚语和口语化语言，形象生
动，饱含深情，又妙语连珠，意境深远。词句
拿捏有度，运用借代、隐喻、通感、拟人等手
法，赋予事物新的生命和张力。比如在《衡

山》一诗中，诗人写到：“在云海间净心、养
性/观天象。在回雁峰/给山下发短信。抖
落/或召唤：一世，尘缘未了。”诗句语言清
新，富于哲思，有种美感。

在《大雪》一诗中，诗人描写大雪之后的
场景：“此刻，西南风，报纸头条/小道消息/
继续偏袒着生活和媚世的白//只有故乡的
鞋底/贴近祖国，在招领失去的弯路/像夏夜
里的萤火虫提着灯盏，在辨认面目全非的村
庄”。雪后场景惟妙惟肖，跃然纸上，飘逸灵
动中，极具形象化。

此外，书明的诗作还精于想象。诗集
《独爱》中的诗作多在想象中打开诗的意境，
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仿佛带你在万物之间遨
游。比如诗人在《此后》一诗写到：“生活，把
装着悲伤的笼子/挂在时间的枝节之上/我
收走正剧中走错的名声/将野史上的鞋子/
摆好放在句号之外”。

书明的大格局写作，还在于他有更大的
视野和野心。他不仅博览群书，还有丰富的
人生阅历。这些都为他的诗歌创作拓展了
空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他所目及的和
词语中心的事物不只是一般人视野所能指
涉和掌控的，尤其是他的中铁人的“筑路”身
份，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和领略各地的
风土人情和历史，以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书明钟情于山水，常游走山水间，又不为
山水所羁绊。他的诗作中有大量写山水的诗
歌。如写哀牢山、写飞云崖、写青崖间等，以
及写一些寺院，都匠心独具，各有千秋，读后，
往往让人的思绪流连往返于山水之间。

“日子和平久了。顺手放下/刀剑的风
气/生活从钉子打起，稍带/给农业打一张犁
铧/把大地板结的情感，从字眼处翻开”。在

《过故人庄》一诗中，诗人不拘于小情小我，
彰显一种大情怀、大志向、大气象，把个人的
情感上升到民族、社会和国家的情感上，实
在让人敬佩。

读诗如品茶。读书明的诗集《独爱》，我
是如品茶一样一点一滴地读完的，也是在满
怀期待中读完的。他的诗给了我很多惊喜，
也让我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总之，读他
的诗是一次心灵的感悟和灵魂的旅行。他在
灵魂上达成精神的自省也切合我作为诗人的
当下阅读语境。其实，书明的诗还有很多的
特色和亮点，恕我不能一一解析。更多的是
期待，相信书明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故乡的秋
□陈春海

我的故乡在盐源，故乡因产盐而得名，故此，这里又叫润盐
古都，曾是茶马古道的起源地之一，历史上曾被称为定笮县。

故乡人喜欢秋，特别是故乡的秋。
前些年，由于工作原因，我曾到过我国的西北和江南沿

海等地作短时学习，给我的印象是北国的秋恣意粗犷，南国
的秋温润恬淡，而故乡的秋却和别的地方的秋多少有些不一
样。“距太阳最近，离城市最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
条件，使故乡的秋蕴含着别种风情，不同深度的颜色，相互映
衬，以不同的姿态尽情舒展，交织成了一种绚丽的故乡秋
图。秋之韵、秋之醉，在收获与希望中悠远！

每年立秋过后，故乡的秋天就像一位高洁素雅的女神迈
着轻盈的步子，带着收获的希望和喜悦悄无声息地姗姗而来。

孟秋一到，故乡的花椒就陆续成熟了，在故乡的田野、沟壑
与山间，片片的花椒林煞是惹人喜爱。走在故乡的乡间小路
上，苹果园周边，农家房前屋后，最醒目亮丽、最撩人味蕾的，便
是那一丛丛、一蓬蓬叶茂枝繁的花椒树了。那极具抒情的枝叶
间，一串串、一簇簇显露着红色密密匝匝串珠似的花椒，香气扑
鼻，沁人心脾。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山坡上，到处都能看见
采摘花椒的人们，将鲜红的花椒一颗颗摘放在提篮和背篼里。

故乡富足的土地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赐予故乡花
椒卓越的品质，具有上市早，清香、味麻的特点，盛名远播。平
时休闲散步的城郊和人口密集的乡村变成交易花椒的临时市
场。每天下午五六点钟，采摘花椒的人们或背着满背篼的花
椒，或驾驶着满载花椒的三轮车，不约而同地齐聚到临时交易
市场，进行花椒交易。来自全国各地的花椒客商，开着大货
车，来到交易市场收购花椒，将故乡花椒源源不断地外运到成
都、重庆、昆明、北京、内蒙、郑州等地。交易市场人头攒动，熙
熙攘攘。运输花椒的车辆的马达声，客商和椒农交易花椒的
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故乡美丽的秋景图。

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椒农的脸，椒农们交易完当天采
摘的花椒，卖了个好价钱，数着手中的钞票，满足地享受着一
天辛劳后的收获。客商们将大货车装得满满的，享受着不虚
此行的满满收获。

故乡的花椒从七月一直要采摘到八月中旬才基本结束，
临时交易市场才会慢慢恢复往日的宁静，花椒采摘结束，果
园里的苹果又陆续成熟了。

仲秋时节，正是故乡苹果开始成熟上市的时节。这时故
乡的秋便是一树树红红的苹果晕染出的一幅美丽画卷，一树
树红红的苹果将故乡的秋点缀得诗一样的美。

成熟的苹果珠圆玉润，像一个个红红的小灯笼挂满枝
头，把树枝压得低低的。一阵微风拂过，秋风习习，果树摇
曳，果香四溢，让人垂涎。

由于故乡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年温差小，无污
染，使成熟的苹果形正色艳，芳香浓郁，皮薄汁多，酸甜爽口，
硬度适中，口感极佳，易储耐运，深受顾客喜爱，成为馈赠亲
朋好友的佳品。如今故乡的苹果已形成庞大销售网络，故乡
成为世界公认的七项生态指标都符合苹果的优生区域，苹果
成为故乡农民脱贫增收的摇钱树。

如今，故乡正在党的惠民政策指引下，故乡的农民依托优
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椒、苹果、核桃等产业，依托产业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故乡的农民正阔步走在脱贫奔康的大道上。

月是故乡明，秋是故乡浓。我愿故乡的四季都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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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时刻
□符力

侍者轻声提醒酒馆打烊的时间
我们撑伞出去，绕过积水
走向岸边的木栈道
细雨彻底为我们清了场：跑步的人
遛狗的人、独自静坐的人、无事

闲逛的人
全都散去了
如此完美的时刻
好像宇宙先定的时刻
草木交出薄雾疏影里的气息
雨点洒向水洼里的灯光
洒向灯光里的江流
你的左手碰到我的右手
我接住了雨花
也接住雨花之上的
光芒

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红枫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
□袁伟

霜降后，窗外的红枫
终于练就了
无坚不摧的铁砂掌
为了修炼这招独门绝技
它曾试过不同质地的铁砂
寒与暑都融进它的骨血
一片红枫叶，从枝头缓缓落下
这看似绵软的一掌
带着未曾告人的迷惑性
关于功力的深厚程度
树下的水洼和泥塘最有发言权
它们，有身上的掌印为证
或许红枫已经走火入魔
西风越烈，它的出掌数就越多
我只好随手翻开一本书，放在窗台

“书能驯化一切野性”——我
是如此肯定。毕竟，在墨香浸染下
连不识字的风，也变得彬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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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兹有一女婴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

镇乐安村委会大门处被捡拾，捡拾人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后
查找不到生父母，现请该女婴生父母或其监护人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依法安置。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83310996

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0 年 10 月 13 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记者陈菲）
记者 13 日从最高检获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全面实施以来，检察机关适用该制度办理的
案件，起诉至法院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占
27.6%，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占 49.4%，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的占 23%。

为更好落实刑事诉讼法关于速裁程序
的相关规定，最高检选编了 4 起认罪认罚案
件适用速裁程序典型案例下发各地检察机

关。4 起案例分别为邱某某盗窃案，肖某某
危险驾驶案，魏某某职务侵占案，成都某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黄某某非法经营案。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速
裁程序是我国多层次刑事诉讼程序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提升
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优化司法资源配
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当
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全面实施，但是适

用速裁程序的比例仍然偏低，这一制度所蕴
含的效率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彰显。

“从检察机关自身角度讲，由于适用速
裁程序法定办案期限短，认罪认罚工作任务
重，有些轻罪案件需要做大量矛盾化解、和
解谅解工作，其实并不简单，导致有的检察
官不愿用、不会用、不善用。”苗生明说。

苗生明认为，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
序，要强化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职，确保全

面准确惩治犯罪。发挥捕诉一体优势，密切
侦诉协作，着力在诉前有效解决案件争议问
题。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依法查明案件事
实，准确定性求刑，为审判阶段适用速裁程
序奠定良好基础。综合考虑量刑情节，提出
确定刑量刑建议，加强量刑建议说理，提升
量刑建议可接受度。创新完善速裁案件办
理机制，协同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办理“快车
道”，确保案件办理全程提速不降质。

最高检依法
对云公民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最高检 13 日消息，原中国华

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云公民涉嫌受贿一案，由国
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
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云公民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 10 月 13 日至 17 日在京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
在 12 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即将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的部分法律案进行了介绍，并
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拟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
龄作个别下调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
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关注。

“对这一问题，大家的共识是应当管起
来，既是矫正犯罪的需要，也是保护受害人
正当诉求和利益的需要。”臧铁伟说，对犯罪
的未成年人，仍应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
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
之”，也不能“一放了之”。

臧铁伟介绍，即将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拟“两条腿
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
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
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
面做好衔接。

此外，今年 6 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初次审议后，
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共收
到 65080 位社会公众提出的 137544 条意见，

期间收到的主要意见包括加大对性侵未成

年人犯罪的惩治。

臧铁伟介绍，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

审稿拟吸收这方面的意见，对奸淫幼女、猥

亵儿童，以及特殊职责人员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规定作出修改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即将亮相

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深入融合，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更为广泛。虽然近年
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在现
实生活中，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
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
群众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
产安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

为及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
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中央网信办
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起
草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并将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臧铁伟表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坚持从

我国实际出发，深入总结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标准的实施经验，并充分借鉴有关
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准则、指导原则和法规，建立健全适应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需要的法律制度。

臧铁伟介绍，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将
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的原
则，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保障个人在个
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强化个人信
息处理者的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
职责，并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将进一步增
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形成更加完备的制度、
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臧铁伟说。

用法律更好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将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臧铁伟介绍，草
案二审稿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
意见。意见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
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教育矫治、强化监护人
职责等。

针对草案二审稿，草案三审稿作出了修
改完善。臧铁伟说，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加强
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保障未成年人安
全等方面的监护职责。

臧铁伟介绍，草案还增加了关于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对未成
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强化网络产品和服务
提供者的保护责任；明确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职责，强化司法机关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职
责；对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
任等作出完善。 （新华社）

最高检下发4起典型案例

认罪认罚案件要善用多用速裁程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将有哪些看点？

法定最低刑责年龄拟个别下调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4794 号

詹海萍、海口杨海贝艺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许艺馨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0年12月30日下午

3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4148 号

戴院勇、胡凤怀：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诗聪、王仙妹诉被告戴院勇（公民

身份号码：421127197705031912）、胡凤怀（公民身份号码：
42213019730630561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俩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俩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1月4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