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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遂宁诗僧船子和尚在上海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遂宁“园丁”的耕耘之美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安居书法家邓奎草书
入选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

本报讯 1 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

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评审工作结束，

遂宁市安居区书法家邓奎的草书作品顺利入

展，成为安居首个入选国展的书法家。

据悉，近年来，邓奎的作品先后获四川省

总工会职工书法展金奖、遂宁市文艺精品奖

等。入展纪念杨升庵诞辰 530 周年全国书法

展、四川省第二届临书临印展等展览数十次。

邓奎，1980 年生于遂宁市安居区，现供职

于安居区明德学校。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遂宁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安居区书协常务

副主席兼秘书长。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
目连文化研究会文旅采风活动
在射洪青堤乡举行

本报讯 日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

目连文化研究会文旅采风活动在射洪青堤乡

举行。

会议由青堤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

副主任黄志昌主持，青堤乡人大主任王翠凤

介绍了青堤乡各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村振兴、扶贫攻坚、青龙场建设。目连文化

研究会会长范和廷讲述了研究会成立近 10
年来与青堤乡开展的活动。射洪文联名誉主

席、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少烽对青堤乡大力支

持目连文化活动表示了感谢。

目连文化研究会佳宾曹家万朗诵了主题

诗歌，研究会副会长张萃福朗诵了自己创作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华诞的诗词 5 首，会员

刘书兰演唱了《千歌万曲唱目连》。 书画家

黄荆、何跃、罗时银、陈颂明、陈天佛、倪文

章、李兰春向青堤乡赠送了书画作品。

（全媒体记者 胡蓉）

一面锦旗背后的灭火故事

本报讯 近日，蓬溪县上游工业园齐升门

业负责人将一面印有“抢险救危 真情为民”

的锦旗送到蓬溪县消防大队蓬宝路中队，同

时还带去了西瓜、哈密瓜、牛奶等物品。

原来，8 月 21 日凌晨 3 时，蓬溪县消防救

援大队接到报警称，位于蓬溪县上游工业园

的齐升木业的工作车间着火，火势较大并有

蔓延趋势。接警后，蓬宝路中队迅速出动 3
车 12 人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经现场侦查

和询问知情人得知，着火厂房为钢架结构，着

火部位为木业的木料加工车间，着火物大多

为木材，易燃烧且容易形成阴燃，且厂房三面

均用彩钢板密封，现场浓烟无法散去。

了解现场情况后，一组队员从起火厂房

车间左侧和右侧架设水枪阵地直击火点灭

火，另一组队员负责寻找附近水源，做好供水

准备和器材保障。经过 3 个多小时的紧张扑

救，现场明火被全部扑灭，将损失降到了最

低。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执行大会战”：射洪法院
30分钟执结2案

本报讯 3 日，市法院开展了“执行大会

战”集中执行行动。在射洪县人民法院分会

场，一起涉案房产仅用时 30 分钟便完成交

付，并用其价款执结了 2 案。

据悉，该案被执行人李某某、王某夫妇在

射洪法院涉及 2 起执行案件，共计涉案金额

30 万余元。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被

执行人名下有住房，并对该房屋进行查封、评

估和司法拍卖，并于 2019 年 8 月 4 日成功拍

卖，成交价 542137.03 元，此笔价款可以实现 2
案的执行。

在该房产成功处置后，经过执行法官多

次耐心释法明理，被执行人夫妇最终愿意腾

空房屋，并将房产顺利交付给买受人。

该案中，鉴于被执行人积极配合法院执

行，主动交付房产，态度端正，法院组织两案

三方进行协商，对被执行人的罚息进行适当

减免，帮助被执行人减轻了债务负担。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上海金山有多处纪念建筑

上海泖湖在万安桥处转了一个大弯，被

雅称为落照湾。这里有一座法忍寺，是为纪

念唐代遂宁诗僧船子和尚而建的；大书法家

米芾曾题写过寺名。

在法忍寺西侧有一座总建筑面积 8122
平方米的船子缘公园，也是为纪念船子和尚

而建。公园内有船子殿、船子钓滩等多个景

点，沿途树立有 39 首诗歌石刻碑文——均出

自于船子和尚所著的《拨棹歌》。

无论古今，这位遂宁诗僧在上海人的心

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根据典籍记载，船子和尚是遂宁人，但

生卒年月不详，在蜀中活动的记载很少，只

知其幼年时在成都净众寺出家，后出三峡，

到湖南药山，成为唐代高僧药山惟俨禅师法

嗣。”遂宁文史专家胡传淮说。

惟俨禅师圆寂后，他的三大弟子德诚、

云岩、道吾三人随即下山传道。分别时，德

诚对道吾、云岩二位师弟说：“公等应各据一

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

乐情自遣，无所能也。他后知我所止之处，

若遇灵利座主，指一人来，或堪雕琢，将授生

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嘱托二人日后传道

过程中，若发现有灵根之人，可让其找他。

德诚中年以后便隐居华亭朱泾，他常乘

小船，来往于各河泾之间。也常做垂钓状，

但都直钩钓鱼，意在修道，自述：“垂丝千丈，

意在深潭。浮定有无，离钩三寸。”捕捞是杀

生，佛子所不为，德诚谨守于此。

道吾禅师同船子和尚分手后，四处游

方，但心中一直惦记着师兄临别所托。在行

脚过程中，他一直留心给船子和尚物色合适

的嗣法者。终于有一年，道吾禅师行脚来到

京口（今江苏镇江）遇到善会禅师，并告诉他

“往华亭船子处去”即可解惑。

用生命传道善会禅师

此时的善会名望颇高，当船子和尚问他

在什么地方学什么法时，善会却不客气地回

答：“非耳目之所到。”言外之意就是，也许你

还不懂我。

船子和尚回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

橛。”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意思是，一个人

讲那样肯定的话，就是笨蛋了，等于一个木

桩打下去，所有的牛、马的绳子都栓在上面

了。

这话一讲，善会就愣住了。

船子和尚接着说：“像钓鱼一样，放那么

长的线下去，现在就差那么一点点了。现在

差不多了，你怎么不说话？”

善会正打算开口，德诚一桨就把他打落

到了水中。善会上船，又准备开口，想说佛

经上是如何云云，结果再次被德诚打落水

中。人掉下水里，会拼命往有亮光的地方

钻，善会头刚一冒上来，德诚又让他讲，但准

备开口时，又被打了一下。善会顿时豁然大

悟，点了三下头。

当善会被打人水中、生死相迫之时，才

算完全忘却了言语、泯灭了意识，于是刹那

间寻到了光明。

船子和尚同时又授善会以“垂纶千尺，

意在深潭”“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钓尽

江波，金鳞始遇”等禅机。

分 别 时 ，善 会 不 住 回 头 ，似 乎 还 有 疑

虑。船子和尚站在船头喊了声：“和尚！”待

善会回头时，他倾翻小船，落水自溺而亡，用

生命告诉善会，不要有所怀疑，为他开示了

什么是“涅盘寂静”。

善会不再回头，恭禀遗命，遁世忘机，随

宜施化，走进了长江中游的湖南夹山，成为

弟子众多的大师。

《拨棹歌》具有广泛影响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续高僧传》《景德灯

录》《五灯会元》等典籍都有船子和尚的小传，

并刊载了他的诗歌 3 首。但是，小传中都未载

其生卒年月，长期以来一般都以为他是宋初人。

1935 年，研究词学史的周泳先经过详尽

缜密的考证，认为船子和尚为唐代人。1956
年，词学名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蛰

存从该校图书馆借得清嘉庆九年（1804 年）刻

本《机缘集》，其载有船子和尚渔父歌词三十

九首，附以历代僧俗和作，印证了船子和尚确

实为唐代人，其渔父词保存下来的也不止 3
首。

船子和尚的诗词采用的“七七三七”句法，

实为词的最初形式，因此在词学发展史的研究

上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种形式的诗在唐代已

流传到日本，并且为日本诗人广泛采用，被称为

“越调诗”。

《拨棹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黄山谷、张

商英、赵子固等宋元著名诗人都曾引用过其

中篇什，近代国学大师、作家南怀瑾等人也

曾撰文介绍船子和尚的诗歌和故事。船子

诗词在台港澳地区及外国也有影响，2002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召开

了“唐代文学与宗教学术研讨会”，教授蔡荣

婷宣读了论文《唐代华亭德诚禅师 < 拨棹

歌>所呈现的意涵》。

那么，为何船子和尚的作品皆为《全唐

诗》所不收？“其实，《全唐诗》据胡震亨《唐音

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改编，《唐音统签》

卷九七三收录船子的所有作品，仅因康熙帝

认为偈颂不是诗，弃而不取。”陈尚君说。

近日，在第 16 届上海书展上，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携新书《濠上漫与——陈尚君读书随笔》与读者见
面。该书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唐代遂宁诗僧船子和尚，称其是上海文学史上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中华书
局特意将此文以《唐时没有上海，但上海有唐诗》为题刊发在官方微信公号重点推荐。

船子和尚 ,法名德诚，四川遂宁人，后半生隐居在华亭朱泾（今上海金山区朱泾镇）一带，因常年撑小船在
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泖湖往来垂钓、摆渡，人们慢慢把他称为船子和尚。船子和尚留下了颇负盛名的《船
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

3 日上午，全国优秀教师朱玲正在上课，

三尺讲台上的她，将知识化为一个个快乐的

音符，引导着学生们游向知识的海洋。

1999 年 7 月，蓬溪师校毕业的朱玲被分

配到了蓬溪县文井镇偏僻的花祠堂村小，一

去就担任班主任，并包班教学。

2002 年 9 月，文井小学新开设计算机课，

没有专业的老师，朱玲顶上，她运用师校学

到的计算机知识承担起了这门新课的教学

任务，为此，她买来书籍自学，还利用假期去

县城培训；五年过后，科学课被定为统检学

科，学校又安排她上科学课，她钻研大纲，通

读教材，经常上文井片区公开课、示范课；

2010 年学校缺数学教师，朱玲又勇挑重担，

熟悉数学的教法、研读课标、钻研教材、四处

请教，并获得全县青年教师数学赛课获县二

等奖；2014 年 7 月，文井小学语文教师紧缺，

朱玲又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以饱满的精神投

身于工作中，她班的语文成绩在文井片区总

排第一。

文井镇是劳务输出大镇，留守学生居

多，留守儿童问题比较突出。朱玲与孩子们

谈心、做知心朋友，结对帮扶，做爱心“妈

妈”。今年 3 月，通过家访她了解到班上有一

个叫小川的同学，父母离异，跟爷爷生活，而

爷爷多病，没经济来源，孩子却经常要零花

钱，要不到就不去上学。朱玲与小川谈心，

了 解 到 他 认 为 爷 爷 不 给 零 花 钱 就 是 不 爱

他。朱玲告诉小川爱的方式很多，要理解爷

爷的难处，要怀揣一颗感恩之心，学会孝敬

长辈。此后，朱玲多次到小川家家访，一个

月过后，小川慢慢变了，不再要零花钱，还积

极帮着爷爷做家务。

在农村教育教学的第一线，从教 20 年的

朱玲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那方黑板

前，她用全部深情和爱心浇灌幼苗，用满腔

热血谱写着人生乐章。

“搭建轻松课堂，让农村孩子
快乐学英语”

4 日晚上 10 点半，安置好学生就寝，身

为班主任的谌强才能放心地回家。工作十

多年来，晚归是这位市级优秀教师的常态。

2006 年 6 月，绵阳师范学院毕业的谌强

成为射洪县金华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结合

农村孩子英语学习的现状，他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不断提高农村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

谌强特别注重学生的德育教育，作为一

名班主任，他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学

生终身发展奠基”作为带班的基本理念。他

所带的几届班级不仅班风好、学风浓，更重

要的是他所带出来学生懂生活、会交际、能

创新。

“把学生带出学校，带到大自然中，让学

生在活动中成长和成熟。”谌强经常在班级

中开展各种活动，并为每一届学生都做了

QQ 相册，记录学生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今年 7 月，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

A 找到谌强，向谌强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

说：“谌老师，你不仅教我知识，还资助我上

学，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原来，

小 A 是谌强班里的一个学生，家里困难，高

二的时候差点辍学。谌强得知这一情况后，

多次与小 A 谈心，让其安心上学，其它的事

他来想办法。小 A 不是谌强第一个资助的困

难学生，10 年来，他采用各种方法帮助了 8
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实现了重点大

学梦。

13 年里，谌强担任过各个年级班级的

教师，他特别注重教材的使用和研究，平时

努力钻研教材和各种教学参考书。同时结

合所带学生的特点，教学方法灵活多变。他

始终坚持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将简单的

东西幽默化”的讲授原则，课堂氛围轻松和

谐又实效高效。

“因材施教，让每棵幼苗茁壮
成长”

4 日，尽管在外面出差，大英县隆盛小学

副校长徐春红心里仍牵挂着自己任教班级的

学生。“昨天讲的知识点，班里的小明和小芳还

不太懂，回去给他们补补。”一回到学校，他便

把两名学生找来，给他们开起了“小灶”。

从教二十余年，徐春红一直在乡村小学

校任教，从事小学数学、班主任及学校管理

工作。先后任学校教导副主任、教科室主任

和副校长。身为市级优秀乡村教师的他热

爱本职工作，履职尽责，安教乐教，一丝不

苟，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

在同事眼里，徐春红是一个学习型、研

究型的老师。为了提高其自身的教学水平

与技能，他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多渠道搜集

材料、阅读报刊、转变教育观念，了解课改的

新动向。

“努力钻研教材，查阅资料，备教材、备

资源，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这是徐春红的

教学秘籍，他采取循循善诱、灵活多变的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创造热烈有趣的课堂氛

围，优化课堂效率，做好了学生的学习合作

伙伴，使学生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对于后进生，徐春红总是给予特殊的照

顾，做到了多问、多辅、多交，对学生的点滴

进步给予大力的表扬，努力做到“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使孩子们健康地成长。

“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是徐春红的教

育原则，把学生的“学”放在教学的核心位

置，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历年

来，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教育教学工作任

务，教学成效显著，多次获大英县学科教学

先进个人、教学管理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

员等殊荣。

老师是蜡烛，照亮了别
人，燃烧了自己；老师是渡
船，运送一批批人才到达彼
岸，自己却仍在原地……在
第 35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
市部分教师被评为“全国优
秀教师”“市优秀乡村教师”
“市优秀教师”等。他们在
三尺讲台上，用慈爱呵护纯
真、用真诚开启心灵、用智
慧孕育成长，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青年学子……

日本画家狩野周信绘《船子夹山图》

朱玲给学生讲解习题 谌强在课堂 徐春红与学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