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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的芬芳是一种香，人性
的美好也是一种香。沉香便是这
样一个既让人联想到草木馨香，
又倍感温暖的书香女子。

三月的春天，收到沉香拟出版
的文集《岁月沉香》，便有岁月的芳
菲萦绕心间之感惜。此芳菲非别
样，乃沉香之名、沉香之韵味。认
识沉香亦有十年有余，岁月果真是
伤感的流逝，沉淀诸多值得回忆的
美好，比如因加入福州市作家协会
而认识沉香、潇潇、晓阳、雨花、影
子等好友。大家因写作而惺惺相
惜，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十年的
沉淀，她们几位相约同时出版文
集，成姐妹丛书，犹如民国八才女
出版《寿香社词钞》。我虽没有加
入，却有幸为她们每一位都写一篇
小文，她们彼此之间也互相写文纪
念。这当真是难得的一件可喜可
贺的好事，可谓传承了民国福州才
女的才情与姐妹情，又可见福州才
女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通过才
女姐妹情，体现有福之州之文化底
蕴不仅深厚，亦可养女子精神与气
韵。这也正是福州才女不断涌现
之缘故。

我曾好奇沉香何以“沉香”为
笔名，它是一种中药材，也是一种
香料，因树木受伤后自我修炼而
结香。另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沉香救母》令“沉香”美名传播四
海，还有福建南戏《刘锡沉香太
子》在闽南地区也十分著名。沉
香祖籍南安，以“沉香”为笔名或
许源自于此。沉香本人也是孝
女，节假日常见她陪伴父母，赋诗
作文以表 绕膝承欢之喜悦。据知
沉香的母亲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母女二人皆为才女，沉香因此对
母亲更有一种敬佩之情。读沉香
写父母的诗文，便觉得沉香的平
和、温婉与原生家庭教养有关，字
句之间皆饱含浓郁深情。优良之
家庭教养可见多么重要，这也是
沉香能善待他人，把父母传给她
的爱再播撒人间的一个重要因
素。但是，深入读她的其他诗作，
便会发现沉香本身阳光、热情、坚
强。沉香的教学工作很繁重，自
身体弱，却从未向困难低头，也从
未气馁。不仅如此，读她的诗集，
主题虽丰富，却都紧密围绕着一
个核心即真情。“情”之真挚、沉香
之诗集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温暖
与美好。

沉香诗歌原设定第一辑是
“伊人情愫”，这即反映了沉香的
为人特点十分重情，但考虑到乡
愁是更大的主题，她的诗作都写
在福州生活期间，便将“一缕乡
愁”作为开篇，展现了她的爱乡情
怀，也表达了她对第二故乡福州
的热爱。虽说诗以载道，我却以
为，读诗亦品味一种美好的情感，
有时情之动人比明理更重要。

如今世上书籍海量，善于讲
理的人不少，人人都想证明自己
聪慧、知识丰富，却少见有人努力
对外证明自己有真情，或努力成
为一个待人真诚、有真性情的好
人。倒是个个精明世故，便显得
敢于真情流露的人很笨拙，而笨

拙的人往往质朴。沉香便是如此
质朴的善良且知性的女子。读她
的诗集尤感如此，她的诗歌流露
出的真情是那么真挚感人，不论
是对亲朋好友，还是对同事、对尊
敬的人如交警、抗疫医生，或感谢
送报员，都令人感动，她心目中的
世界多么有爱。这份爱让这本诗
集熠熠生辉，传播真善美才是现
代人最应该做的事，这样大概会
减少很多抑郁症患者，会让一些
犯罪分子因此放下罪恶之念，重
新认识世界。

这个世界不只是孩子需要童
话，成人也需要童话。如果说童诗
能启发孩子的想象力，那么一样会
帮助走偏方向的成人返璞归真。沉
香的诗歌虽不是童诗，却充满了童
真的单纯、美好和善意，让我越读越
喜欢她的美丽心灵和仙女似的纯净
情怀。在她的笔下，世界的美好如
太阳一般灿烂，让污浊变得不值一
提，让丑陋自惭形秽而隐藏不见，因
而带给我一种岁月静好的幸福、知
足，觉得与她为友是多么的幸运。

如果说她的诗只有美好，不
懂得忧伤，她的思想没有深度就
有失偏颇了。她的诗歌《四月的
雨》便对忧伤做了最好的注脚：

抚平内心的伤
向前一步微笑看晴空

拥无尽的渴望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
四月的雨
不再忧伤

沾满幸福的味道
就这样陪你到老

美好如沉香，如她的诗：

“沿着我们种下的风景/那里
有诗意的春风/和记忆的花香。”

“三个人的立春/在谈笑间氤
氲/一个转身/似水流年岁月沉香”

沉香是作家，更是备受学生敬
爱的优秀教师、福州市劳模。她像
母亲一般悉心呵护轮椅女孩颖心
脆弱敏感的心灵，长年累月的热心
帮助，使颖心成长为坚强、乐观的
孩子。《飞翔的天使》便是她鼓励颖
心，与孩子共同成长的痕迹。

用诗歌记录生活，记录情谊，
记录所有值得纪念的事，包括诗歌
快闪活动，都让人觉得沉香是一个
坚强乐观、热爱生活的人。在她身
边，你只会感受到温暖和美好。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为沉香写书评
的几位作家女友都一样具备了真
善美的品质。这又使我想起了民
国福州八才女十姐妹，她们的诗集
最令我感动的也是姐妹之间的真
情。人间的真情才最值得歌颂，因
此我喜欢读沉香的诗。

用她的这句“远离尘嚣与浮
华，一半是日子，一半是诗意。”作
为结语，但愿我们人人都懂得生
活也是一种艺术，善于经营日子
的人也能让岁月沉香，充满诗意。

沉香的岁月，以沉香之美与
爱行走人间。坚持身体力行地采
撷英华，终以诗香结集，乃人生一
大美事。

《岁月沉香》：
这里有一片宁静安然

作者简介：
刘仙芹，笔名沉香，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州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晋

安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海峡儿童阅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州市第十三
届“书香人家”。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文学期刊及网络媒体，曾获多项文
学类奖项，出版散文集《暗香盈袖》。

济慈说：“美是真，真是美”。读
沉香的诗，被她温婉的诗风，清晰明
朗的语言结构所吸引。她以寻常的
语气，用朴实无华的抒写，取自日常
生活题材，意象生动鲜活，呈现一种
简洁自然的遐意感。如《三个人的立
春》：

一个叫立春的节气
唤来了一座城的诗意

深情的朗诵
一如当年的从容和洒脱

那时她和诗友雨花、潇潇长期
参加“诗歌快闪”活动，一次会后到

“口味百年”围炉喝豆浆，追忆过往
七年时光，因为诗的缘故，相识相
知、志趣相投，缔结了姐妹闺蜜情
深，在《一杯豆浆的午后》有感而发：

三个人的立春
在谈笑间氤氳

一个转身
似水流年岁月沉香

《岁月沉香》是书名，“沉香”也
是诗人的笔名。沉香被视作植物中
的钻石，为中国古代名香“沉香、檀
香、龙涎香、麝香”之首，它集天地之
灵气，汇日月之精华，蒙岁月之积
淀，终至“沉”潜静“香”。

我所认识的诗人沉香，正是这
样的女子。与榕城众多诗友相熟
识自然也是藉由诗的媒介，除了诗
会之外，更感受到他们浓郁的友
情，时常联系往访，数度与有作协

“四剑客“之称的沉香、雨花、潇潇、
晓阳等欢聚。除此也藉由新浪博

客的交流，知悉彼此的动向和近
况。沉香是位小学老师，她以母亲
的情怀去培育学子，以学养身教让
每个孩子都感受到恩泽：

来吧
当一回雄鹰搏击长空

来吧
做一只海燕舞动浪尖

撷取自《飞翔的天使——致赛
场上的轮椅女孩颖心》

这是她任教毕业班时，鼓励一
位坐轮椅的女学生参加赛事写的一
首诗。她慈母般温馨的呵护照应，
让小小年纪的孩子重享母爱。在沉
香的博客中，看到她一路走来以及
最终以母亲的身份，对这位学生视
如己出的付出。这并不仅是个案，
事实上，她普施的爱不但被学生推
崇，也屡被票选为典范。

是芬芳
就要吐露枝头

是素雅
就要充盈大地

是信仰
就要坚定不移

是梦想
就要无怨无悔

……
峥嵘岁月

纵然青丝泛白
步履蹒跚

依然守望依然耕耘
青春无悔

矢志不渝的选择
只为在春风里

笑看那满园桃李
撷自《写给教师——致辛勤的

园丁》

沉香把传道授业视为一生的志
业，做一名春风化雨的园丁，当花开

结果，笑看桃李满园，是心中最大的
欣慰。

有情人会珍惜偶尔的相聚。犹
记得2011年冬到福州，除见到许多
老友外，也看见了神交数月的新朋
友：潇潇、沉香、雨花、简梅、欣桐、若
渔及阳光，他们的热情温暖了一颗
冬日的心。更蒙他们以诗相赠，既
感动亦汗颜。

没有月亮的晚上
衣袂飘飘的您

带来了一片清幽
撒入每一个人的心房

温柔抚慰
……

与您相拥
沐浴着一片清幽
没有月亮的晚上

一轮明月
已然照我心

撷取一段沉香以《一轮明月照
我心》赠我的诗，如今读来，尤感无
限甜蜜。

有时会看到
一个消瘦的身影

有时披着湿漉漉的雨衣
彬彬有礼递上报纸

……
就这样

怀揣青春的梦想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

用一种朴实
传递阳光

空气
都市报

撷自《送报员》

沉香的诗视角触及很广，笔下
的人、事、物、景都赋以全新的感悟，
譬如《一路上有你》，是她在车流中
看到驻守在城市第一线交通路警：

骄阳炙烤着大地
树荫投下清涼

你伫立十字路口
任汗水打湿挺直的背

从容的手势
如美丽的弧线

在车流中
演奏动人的乐曲

这是平日生活中最普遍常见的
事，却引起诗人的投注，以柔软之心
回响。

《岁月沉香》分“一缕乡愁”
“春满君怀”“山水相依”“伊人情
愫”“诗路花雨”“话说沉香”六
辑。她运用抒情的语调，写她日
常所思所见及感受。她描世情、
绘山水、抒乡情，将笔下的人、事、
物、景鲜活灵动，看似平实淡泊，
却自有清香：

黄昏来临时
一切仿佛静了下来

余晖洒落处
山放下了巍峨

江也停止了奔涌
撷自《闽江夕照》

幼年家住闽江边，那是纯真年代
的记忆，而今的新居又在闽江畔，最
爱夕阳下的漫步流连，静穆中与江水
相逢，重抒一份乡情久违的亲切。

慢些
再放慢些

聆听海沉稳的呼吸
感受浪花温柔的回应

静谧如海
静谧如我

她写春秋时令，写山海浮光掠
影，或花，或树，都是大自然的骨肉，
看似信手拈来，却是诗人透过咏物
行旅的感观，撒下时光静谧的吉光
片羽，如《桂花情思》：

每一次经过你身旁
我总忍不住停下

多看你几眼
不只是你散发着淡雅的香

……
你默默地凝望

过往的万种风情
似含笑的漫天落霞

洒脱 从容

她以桂花拟人，以素雅高洁、朴
实恬淡似桂花的初心，在每个月圆
月缺、每个潮起潮落的时候，仍寂静
欢喜！她如《听雨》《蜕变》《油纸伞》
《樱花情》里，呈现这是个滋养有情
的众生，行走人生旅途上，往往会忘
记自己只是个过客，一旦《零点过
后》，心绪沉淀，或归或离，都是一次
优雅的转身：

前方
或许是期盼的归途

身后
或许是不舍的离家

……
群山静默

笑看那一江春水
不知疲倦
奔涌而去

对个人来说，生命仅是一个小时
代的悲欢，然而却是作者虔诚倾注的
往昔岁月中的故乡、亲人、爱情与记
忆。我诗故我在。因为有诗，笔下的
文字如一朵朵在风中静止的云，如摄
影中一滴悬在空中静止不坠的雨。因
为有诗，纵使内心深处有压抑、失落，
化作文字必也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读来沉香氤氲的诗，风中都是
幸福的味道。

（古月：本名胡玉衡，生于湖南衡山，《创世纪》诗杂志社社

长。曾获中国文艺学会优秀青年诗人奖。诗作入选广州花城出

版社出版的《水仙花的心情》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女诗

人三十家》。著有诗集《追随太阳步伐的人》《月之祭》绢印专辑、

《我爱》《古月短诗选》中英对照、《浮生》《探月》《巡花筑梦》，散文

《诱惑者——当代 艺术家侧写》，传记《九边处处蹄痕——先烈吴

禄贞传》)

风中都是幸福的味道
——读沉香诗有感

■古 月

撷英岁月结沉香
——读《岁月沉香》

近日，我省作家刘仙芹的散文诗集《岁月沉香》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创世纪》诗杂志社社长古月与

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孟丰敏作序。

该作品是一部集散文随笔与现代诗歌的文学作品集，收录了作者十多年来公开发表和获奖的优秀作

品。本书秉承作者融情于景的创作风格，书写人生旅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抒发对家乡真挚而浓烈的

爱，展现生命蓬勃向上的风貌。文字清新隽永，意境悠远，带给读者心灵的沉醉与安然，是一部文质兼美的

散文诗集。

■孟丰敏

（孟丰敏，笔名璎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
会会员、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福州文学》执行主编，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专栏作家,出版散文集《流翠烟台山》《台
湾音乐往事》《乡愁里的福州》等，中国首届青运会宣传歌曲《我在
福州等着你》词曲作者、北美华人医师联盟会歌《群友之歌》作曲
者、为林徽因诗歌《人间四月天》作曲的歌曲获得 2017 年度全球
华人国际音乐节创作银奖，作词作曲杭州陈文龙文化节主题曲
《丹衷昭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