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遲乃義

編審。吉林集安人。吉林大學
中文系畢業後，曾任國家文化部工
作人員、吉林省委宣傳部處長、吉
林藝術學院黨委副書記、國家新聞
出版署圖書司副司長、中國連環畫
出版社總編輯、中國美術出版總社
黨委書記，兼總社及人美社副總編
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書畫收藏
家協會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書畫藝委會委員，中國版協連環
畫藝委會副主任。

從政不廢本藝，業餘時作詩文。出版作品有《遲乃義詩
文選》《集安堂詩詞書畫冊》《唐人絕句的詩情畫意》《宋人
絕句的詩情畫意》等，合作主編《名家書畫唐詩》《名家書
畫宋詞》《名家書畫元曲》《中華詩歌精萃》《〈道德經〉百家
書》等。有兩篇唐詩欣賞文章曾選入上海出版的中學九年級
語文課本。在《中國出版》《中華詩詞》《長白山詩詞》《詩國》

《人民日報》《吉林日報》《中華讀書報》《新聞出版報》等報
刊上發表多篇詩文。





序：人生難得是知音

我與遲乃義同志本是 1960 年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

的同班學友；他因患病休學一年，畢業後又都先後到

了國務院的文化部系統和出版署行業，彼此還曾共事

多年。兩人可謂同學、同事、同鄉（吉林）、同好（詩

歌），有此“四同”，不可多得 ! 儘管我已到了耄耋之

年，謝絕一切序評之類文章，但對乃義索序，我實無法

搖頭拒絕。相識、相交、相處、相助 60 餘年的深情厚

誼，讓人難以擺手推辭。  

他在之前出版的《遲乃義詩文選 • 出版說明》中曾

寫到：“也許，在今後的某個時候，還會出一個‘像點樣

的詩集’。”據我猜測，這本《集安堂詩詞》大概就是

那個像點樣的詩集吧？可惜，我已垂垂老矣，無力寫出

“像點樣的”序文來了！勉為其難，唯有濫竽充數而已。



這部詩集，豈止“像點樣”？簡直“大手筆”！借

用他的詩句說，就是“牽來一管生花筆，寫下三生不了

情”（《三韻小律》）。據說，唐代詩仙李白夢筆生花，

名聞天下；南朝梁代江淹生花夢筆，文思大進。“三生”

係指佛教所謂的前生、今生、來生。生花一枝妙筆，寫

盡三世真情。乃義不攀詩仙，不追“三生”，卻有詩人

天性，能寫世間真情，如其《學詩雜詠》：“詩人逸興盛

時鳴，妙境難求苦嘔成。遊歷新交清韻起，神思健筆述

真情。”《集安堂詩詞》計分“紀遊篇”“詠物篇”“情

誼篇”“藝林篇”“節令篇”五輯，收錄詩詞 307 首，

都是詩人乃義的所經所歷、所思所感。寫得如何？有詩

為證，讀者自可揣摩，我只談點感受。 

他在《偶成》詩中說：“人生難得是知音，苦樂相

通鑑寸心。私語傾懷無阻障，幽情夢醒意追尋。”所謂

“知音”，即是彼此互契、相知的朋友。而人之相知，

貴在知心，也就是苦樂相通、寸心互鑑。然而“知己悵

難遇，良朋非易逢。”（唐•岑參《送王著作赴淮西幕

府》）亦即乃義詩說“知音自古難尋覓，流水高山世共

珍。”（《鷓鴣天•寄友人》）故而倍加珍惜。這種真摯

而又深沉的友情，擴而大之，推而廣之，便成“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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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詩輯裡的作品，包括故鄉情、師生情、學友情、同

事情、詩友情、藝苑情等等。乃義為之賦詩，予以真誠

謳歌。

試看其詩，情意綿長，“五女畫屏美，仙境在人

間……風調雨順地，塞外小江南。”（《集安讚》）離鄉

遊子，反觀故土，吉林省集安市北部有五女峰國家森林

公園，正如仙境一般，美似塞外江南。故鄉之情，令他

“萬里遠行思集安。”（《念集安》）“良師啟智珠生筆，

後學新篇奉首功。”（《求教於公木老師書房》）公木老

師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又是卓有貢獻的老詩人、

《軍歌》的詞作者，還是著作等身的老教授，曾為我們

開過多門功課，不僅傳道授業解惑，而且在我們“畢

業後多年”，作為學子，乃義“又攜詩稿”，直“赴公

木老師家求教”，公木老師依然“給予鼓勵，並推薦發

表詩詞的報刊”，“後學”作者不忘“良師”之恩，高

度加以讚揚。師生之情，溢於字裡行間。“鳴放宮前邀

月影，文科樓裡探珠緣。”（《記吉林大學北京校友聯

誼會》）鳴放宮既是吉林大學全校聚會的大禮堂，又是

電影放映文藝演出的場所；而文科樓則是中文系的教學

樓，是全系的授課地，均為同學們的活動場所。詩中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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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觸及，就會讓人浮想聯翩。“滿族發祥長白山，紅樓

評述續新篇”（《讚景河紅樓新論》），是送給同窗學友

陳景河的讚美詩：景河曾是當年中文系 1965 屆的乙班

班長，後成作家兼紅學專家，對於《紅樓夢》研究有着

獨特貢獻。此外還有詩送劉景祿、薛賜夫、丁國成、姜

錚、蕭寬諸位同窗。學友之情，不言自明。“解語名花

香世界，通靈歸鳥競鳴春。”（《詠中國美術出版總社》）

乃義任過中國美術出版總社的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樂

為美社吟詠，是其同事情深的具體表現。“總編美術精

勤業，旨遠辭葩錦繡篇。”（《贈林陽》）林陽榮任美社

總編輯，擅長詩書。兩人共事有年。此詩稱讚林陽業精

於勤、詩書錦繡，見出乃義的同事之情非比尋常。“臧

翁小院即詩城，環壁書香滿室明。”（《訪臧克家》）臧

老在世被譽為“詩壇泰斗”，但他毫無名人架子，和藹

可親，平易近人，1994 年曾為丁國成、遲乃義主編的

《中華詩歌精萃》（上、下）擔任顧問，並題過詞：“弘

揚中華詩傳統，創造世界當代詩。”由於感其厚意，乃

義登門致謝，方有此作。臧老儘管年事已高，卻視詩歌

愛好者為忘年詩友，來訪的作者詩人不絕如縷，故其單

門獨院被稱為“詩城”，泰斗成了詩友。“驚世丹青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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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筆，雅玩墨韻可傾城。”（《謝戴敦邦先生贈〈雅玩

圖〉》）“知音尋覓兩心傾，藝苑逢春笑語盈。”（《贈

別友人》）均寫書壇畫界，抒發藝苑之情。乃義在美術

出版事業工作多年，接觸大批書法聖手與繪畫名家，廣

交朋友，情同手足，書寫出來，亮目動心。張福有同志

原兼吉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

《長白山詩詞》主編等職，也是集安人，可稱乃義（做

過吉林省委宣傳部處長）同事、同鄉、詩友。乃義多

詩贈道：“長才鄉友近同年，詩賦驚人數百篇”（《賀福

有詩集出版》），“詩友鄉鄰氣勢鴻，摛文履事國魂豐”

（《讚福有尋脈白山》），“故鄉呈美景，歡悅與君同”

（《次韻福有詠家鄉集安出圓虹美景》），則同時寫出詩

人的多種情誼。

由此可見，乃義是位感情豐富的詩人詞家。原《詩

刊》副主編、《中華詩詞》主編、詩人論家楊金亭有言：

詩人屬於“情種”，都是“感情的富翁”。郁達夫《釣

台題壁》詩說 :“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是的，情多能累美人，但卻有益於詩。魯迅先生說過，

“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

斷和隔膜的揶揄”（《詩歌之敵》) ，遑論寫詩？！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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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主達性情，無情即無詩，唯有情感豐富的人，才如宋

代蘇軾《文說》所言，詩文便”如萬斛泉源”，滔滔汩

汩，不擇地而湧出。

乃義詩中寫道 :“耄年回首平生事，學子情懷逐日

豐。”（《贈吉林大學文學院》）人到老年，喜歡回首平

生往事，而對故舊朋友更覺親近篤厚，恰如唐代白居易

《詠老贈夢得》詩中所說：“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疏。”

疏於少年而重於故交，因而賦詩相贈，誠如其詩：“詩

篇律細長吟誦，書畫功精留錦箋。”（《中直作家聯誼

會有作》）乃義退休之後，就在北京琉璃廠處開一畫

廊，代為書朋畫友經營書畫大作。“身外無餘事，唯應

筆研勞。”（唐•張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其四）

獨坐畫廊，平時閒暇無事，正好吟詩作書，如他所言：

“有閒百煉敲詩律，閬苑探花神韻牽。”（《小寒》）獻

給故友知音，為數不少，佳作甚多。

自然，其餘詩輯之中，亦富清詞麗句，讀者自可

雅賞。

丁國成

202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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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綠江

神山漱玉賜千秋，源遠波長入海流。

點點岸花妝鴨綠，浮天鼓浪送行舟。

五女峰

岩峻泉幽秀古松，春來老嶺百花穠。

秋深紅葉疑圖畫，美在仙巒五女峰。

【註】

五女峰：即五女峰國家森林公園。座落在吉林省東南

部，鴨綠江畔、長白山南麓的老嶺山脈，高句麗世界文化

遺產地，集安市境內。公園內海拔 1 千米以上的山峰 17

座，其中以天女峰、玉女峰、參女峰、秀女峰、春女峰最

為壯觀，故得名五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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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紅葉

秋來楓葉滿山紅，不讓歐加冠宇中。

文首斯言驚四座，遠遊莫忘向關東。

【註】

文首：這裡指國家文化部原部長劉忠德，吉林省集安

市人。他說集安楓葉比歐洲和加拿大的要好。熱愛家鄉之

情溢於言表。

荷花池

翠扇紅衣玉骨香，臨風映日比宮妝；

麗都池水留花影，仙子凌波百世芳。

4  集安堂詩詞



好太王碑

王碑鐫立越千年，刀筆書功錦繡篇；

厚樸雄渾追漢晉，居奇驚世古今傳。

【註】

好太王碑：又稱好大王碑，是 1600 多年前，高句麗

第二十代長壽王為紀念第十九代王談德而建。位於集安市

洞溝古墓群禹山墓區東南部太王鄉大碑街，係洞溝古墓群

中著名碑刻，發現於清末。碑文敘述了高句麗建國的神話

和談德的戰功。此碑書法似隸似楷，有秦詔版遺意，方整

純厚，氣靜神凝，遒古樸茂。與東漢諸碑刻隸書相比，別

具風格，故此碑名貫古今，為中外學者所珍視。1961 年

該碑連同洞溝古墓群一起被國務院批准公佈為第一批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是世界文化遺產高句麗王城王陵

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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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結伴遊蓮塘

姐妹蓮塘結伴行，彩衣涼傘媲華英。

臨溪滌暑清香遠，延壽古城幽韻生。

秋荷

盛日芙蕖似麗姝，遊人樂賞取長途。

秋來池影依然在，黃葉明珠入畫無？

鴨綠江油菜花海

仙境風光賜集安，無邊花海接雲端。

連株晶翠芳姿立，溢彩流金嫩蕊攢。

神醉遊人時獻藝，客舟靜櫓守江灘。

珠輪代步無虛席，暢說通天路拓寬。

6  集安堂詩詞



同遊花海

同遊花海一家親，共賞集安佳色新。

涼水鴨江長記取，通天曾接看花人。

紅燈籠

元宵月朗照千年，喜慶串燈紅映天。

故里情濃迎遠客，古城振翼更無前。

次韻福有詠家鄉集安出圓虹美景

故鄉呈美景，歡悅與君同。

光照鴨江素，晨輝曉岫紅。

山川披白雪，心緒蕩春風。

遊憩芳菲地，常思畫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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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東方

日出東方雞早鳴，耕讀人家似聞鐘。

晨曦佈滿勤勞作，先導五洲觀日升。

通往集安的路

鄉里邊陲有古都，盤山險路變通途。

老城新貌繁榮景，人往車來入畫圖。

長白山天池行

一帶盤旋繫翠巔，車穿雲海似行船。

美人松秀排佳麗，黑土地腴鋪沃田。

嵌玉白山飛寶鏡，添妝帝女下凡天。

瑤池何日逢霓彩，展翼長虹不羨仙。

8  集安堂詩詞



泉陽泉

泉陽泉水出山中，若醴如飴用不窮。

陸羽試茶香峰北，杜康釀酒醉河東。

甘漿漱玉金波滿，詩韻融春向遠空。

同感家鄉翁嫗讚，清源靈液駐巒宮。

吉林霧凇

松畔凌葩琢玉堂，北銀世界是家鄉。

非冰非霧妝奇境，似葉似花矜傲霜。

四海採風詩煥彩，八方聚賞韻無央。

關東殊美誠稀見，童話天庭禮樂章。

遊北京大觀園

移步芳園曲徑幽，品書尋夢醉紅樓。

誰憐寶黛纏綿意，豆蔻長吟歎未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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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故宮

故宮遺產享尊榮，皇苑知名紫禁城。

禹殿堯階壯王室，乾天坤地育華英。

藝樓藏寶崇文館，劍閣談兵尚武營。

譽滿九州昭宇內，帝居煥采世人傾。

詠長城

遊龍麾壘臥長城，威懾戍邊防甲兵。

燕角烽台同禁衛，高軒良策穩神京。

雄關奏凱分終合，華夏書勳統必榮。

欣慰國中添景壯，環球矚目譽嘉名。

都城桃花

春染桃花品盛開，臨風疊彩映樓臺。

桃實大壽群仙會，得趣南莊喜氣來。

10  集安堂詩詞



頤和園初雪

雪後離宮秀氣神，虹橋坡路早行人。

兒童玩耍璇花樂，耆老讚瓊詩賦新。

萬壽山青曾寫意，佛香閣白又投身。

昆明湖上無瑕玉，初凍暢情留影珍。

觀舞

脆管鳴弦伴舞娘，羅衣玉腕現霓裳。

輕身俯仰驚鴻影，長袖飄旋彩鳳翔。

寄語明眸應善睞，無言顧盼訝流光。

人間笑慰青娥巧，樂見勤修報熱腸。

夜闌品味阿呷店

醇味對斟阿火餐，滇風呷妹笑言歡。

京城鮮遇彝仙境，樂享珍餚品夜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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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歌

洛神飄緲隱仙身，湘女弦歌卻逼真。

玉裂崑山驚萬籟，鳳鳴天樂駐星辰。

李憑御藝傳中國，媧祖笙簧妙入神。

楚地莫言多辣妹，名姝妙韻寄清淳。

庭院樂奏

世人心愛不珍藏，庭院操琴借月光。 

古曲聯彈傳雅意，新聲合奏頌安康。 

無憂白髮融融樂，多夢青年豔豔妝。 

藝術真情歸大眾，弦歌管語韻飛揚。

火車上所見窗外風景

茂樹藍天一望收，起伏遼遠數嵐頭。

鄉村景色真如畫，城市千門疊閣樓。

12  集安堂詩詞



參觀西安博物館

長安訪古覽瓊琳，國寶流光韻鑠金。

秦漢雄風傳萬代，輝煌華夏溯源深。

夜市攤床

攤床夜聚一行行，千盞明燈閉月光。

叫賣聲聲招遠客，遊人攘攘許親嚐。

鮮桃可口棠梨脆，捲餅充飢肉串香。

挈婦將雛多笑語，閒來選購興悠長。

郊遊詩

曲徑通幽處，淨池映碧天。

花開妝靚女，瀑練掛屏山。

拂面風光細，忘身渾似仙。

詩吟誇野色，莫若滌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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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始皇陵

紅杏花開訪帝京，始皇陵上草菁菁。

龍爭虎鬥千年過，一統江山不朽名。

過馬嵬坡

貴妃魂斷怨沖天，遺恨馬嵬塵世緣。

昏醉上皇疏大業，奈何兵變罪嬋娟？

【註】

馬嵬坡：位於興平縣西（現屬陝西咸陽市）。安史之

亂，玄宗奔蜀，至馬嵬驛，六軍不進，殺楊國忠，賜死楊

貴妃，葬於坡下。現有楊貴妃墓。

14  集安堂詩詞



訪吐魯番葡萄溝

果盤待客送纖纖，未見芳洲動耜鐮。

燕語鶯聲親遠客，葡萄少女競誰甜。

月牙泉

奇境月牙泉，魚游水草鮮。 

嶺黃浮白日，池亮照心田。 

大漠西行客，明駝背上仙。 

誰言沙漫漫，難有似鏡天? 

【註】

月牙泉：位於甘肅敦煌，處於鳴沙山環抱之中，其形

狀似一彎新月，因此得名。流沙與泉水之間很近，但泉水

不濁不涸，遇狂風也不會被掩沒。這種沙泉共生共存的獨

特地貌，確為“天下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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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泰山

健步乘風登泰巔，玉皇極頂覽周天。

長吟岱韻群山小，五嶽獨尊輝永年。

遊大明湖

明湖春到景觀幽，垂柳池邊繫扁舟。

名士遊蹤人貴重，泉聲詩律韻長留。

搗練子•惜別

來速速，去匆匆，雅曲同歌心互通。

情動雙瞳秋水亮，留人意在不言中。

16  集安堂詩詞



大海吟

幾回臨大海，晴陰皆壯觀。

思緒催吟詠，無暇潤格圓。

電光巧思至，石火激情燃。

口占續引筆，詞章在心田。

有時逢晴日，波渺水連天。

汪洋萬人浴，吾泳是一員。

匯聚千江水，一粟不拒添。

浩瀚難量測，日出天海間。

有時遇陰雨，瀟灑過海灘。

浪濤沖天柱，橫空雲墨翻。

樂聞濤聲響，樂見浪狂顛。

長嘯伴雨落，和歌奔雷弦。

有時陰轉晴，長虹碧空懸。

霓彩垂天帶，觀海人似仙。

不攜庶務苦，只願多流連。

靜思滄海意，胸闊追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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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情韻

晴空海浪襯紗裙，滄嶼碧津驚麗人。

浴日忘歸詩韻遠，三光不息四時春。

自重慶乘江輪向武漢

樓船載我順流行，兩岸青山列隊迎。

破浪乘風航萬里，壯游江漢暢豪情。

遙望神女峰

江水同行過望霞，遙遙神女籠輕紗。

遊人指點峰峰是，恰似名園處處花。

【註】

望霞：指望霞峰，在巫峽北岸，因峰頂有人形石柱，

宛若少女，故又名神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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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故里

夾江草樹翠朦朧，幽谷香溪映碧空。

遙想昭君滌洗處，紛紛美女畫圖中。

【註】

昭君故里：即昭君村，位於湖北宜昌興山縣陳家灣，

依山傍水，山明水秀。舊有昭君院、昭君祠，今存昭君

台。香溪：昭君家鄉有香溪。傳說昭君洗臉時，耳環掉進

香溪，溪水因此變得特別清亮；昭君常在溪邊洗衣帕，溪

水因此而變香。

晨起船已過三峽

水闊波長似海天，岸飄一線遠平川。

船頭晨起迎風立，載我江行向日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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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南京長江大橋

金陵莫唱後庭花，六朝興亡夢翠華。 

天塹淨波人忘返，橫江橋壯醉虹霞。 

【註】

翠華：皇帝儀仗中一種旗杆，頂上飾有翠鳥羽毛的

旗。亦指皇帝。

訪黃鶴樓

大橋三鎮繫雙眸，遠眺江山第一樓。

駕鶴仙人神異去，遊俠詩聖韻文留。

司勳格高聲勢旺，青蓮擱筆氣魄優。

勝跡雄渾天地撼，龜蛇起舞賀千秋。

【註】

司勳，指崔顥。官至司勳員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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