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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的儿子

诗人的梦想

燃烧的青春

用诗词讴歌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 高中毕业的胡有琪和其他有志青年
一样，当兵走进了军营。 在部队，他不仅受到了身体和意志上的
淬炼，他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接受新鲜事物。 特别是军营图书
室里存放了大量国内外经典小说，5 年的军旅生涯， 喜爱阅读
和写作的他饱览群书， 他的闲暇时间几乎都献给了图书室，融
入进了巴尔扎克、狄更斯、巴金、老舍等大文豪笔下的世界。 因
为工作岗位的特殊性，他经常和一些名校毕业的首长秘书一起
探讨文学，受他们指点和帮助，胡有琪受益匪浅。 而且还有幸参
加了由省文联主办的“全省散文培训讲座” ，在那次学习过程
中，胡有琪见到了许多国内文学大师，著名诗人，真正的开了眼
界，他的写作水平再次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81 年，恰逢中国《青年作家》创刊。 创刊号上选登了胡有
琪的一首小诗名叫 《问》：“人生的路怎样走过 / 问厉叫的苍鹰
/ 问叽喳的麻雀……答案何其多 / 各唱各的歌。 ”这是胡有琪
第一首登上正式刊物的诗，也是胡有琪倾情投入诗歌创作的开
始。
这一年，胡有琪退伍回家，被分到了一家银行工作。 生活变
成了按部就班，每天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但胡有琪仍未放下手
中的笔，他的视角转向了家乡的山水。 “大巴山哟，我是您的
儿子 / 就像您身上的一株草 / 霜浸后清晨有泪……就像顶罐
里的一碗清泉，煮着清清亮亮的希望……就像屋檐下的一串红
辣椒 / 越是寒冬越是暖人肺腑……” 这一时期，胡有琪的诗歌
无不显现出他浓郁的家乡情怀，他的粉丝又送给他了“金融诗
人”的雅称，以示对他的支持和鼓励。
“我很庆幸自己身边一直都有一块酝酿诗歌的土壤，总能
有付出后的收获。 ”胡有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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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有琪今年六十一岁， 开江县人。 他出生在一个匠人家
庭，父亲是目不识丁的木匠。 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能多
读几年书，成为有文化的人。 幸运的是几个孩子都不负众望，特
别是他的大哥，是一位文采很好，而且具有艺术气息的人。 他比
胡有琪大了足足二十岁，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版画水平就达到
了国内专业级水平。 当时还只有几岁的胡有琪就经常跟着哥哥
写写画画，从小在兄长的文化熏陶下，胡有琪对读书画有了浓
厚的兴趣。
上小学的时候，胡有琪就已经能通读《红日》《林海雪原》等
当代小说，还能给左邻右舍的小伙伴讲述《说唐全传》《三国演
义》《水浒传》等故事。 上初中的时候，胡有琪入迷似的喜欢上了
诗歌，因为他觉得诗歌是一种很特别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既能
含蓄委婉又能激情喷发，而且，他对国内一些著名诗人崇拜不
已，对他们的著作如饥似渴的阅读学习。 读初中的时候，胡有琪
经常写一些散文诗和抒情诗发表在中学校刊上，在青春期的他
把对未来的憧憬，对爱情的遐想全都寄托于诗歌之中，在诗歌
世界里尽情遨游。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有了一个诗人梦。
“因为有了儿时的熏陶，我的诗人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
胡有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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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小心中就
有一个诗人梦，因
为他喜欢诗歌表达
情感的方式， 崇拜
诗人的洒脱浪漫。
所以， 从翩翩少年
到花甲老人， 诗歌
一直伴随着他，而
且已经融入到他的
血液中， 写进了他
的生命里。 他叫胡
有琪，人称“胡子诗
人”。四川省作协会
员，达州市首届 30
名“文化名师”，开
江县作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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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人生

用汗水浇灌

从 2000 年初开始，胡有琪接触到了互联网，他
从网上接触到许多优秀的诗歌，重要的是他找到了
诗歌交流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也认识了许多有同
样志趣的优秀诗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信
息共享，胡有琪犹如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任由自己
发挥，他的诗兴更加浓郁，创作激情也更加高涨。 他
曾经创造了一个记录，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到
晚上十一点，共创作出了 51 首诗歌作品，而且首首
精辟。 三年前，胡有琪用诗歌的形式对《水浒传》的
108 个人物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表达，为此，
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 这也是国内诗歌的创
举，更让他在国内诗歌界成了赫赫有名的人。

病床上写诗
近几年，胡有琪更是获奖不断，佳作屡出，他身
上挂满了国际国内上百个诗歌奖项：全国首届教师
节诗歌征文一等奖、 全国诗歌大奖赛三等奖、《绿
风》诗刊第 28 期同题诗赛二等奖、第三届中外诗歌
散文邀请赛一等奖、2016 年度大巴山优秀诗人十佳
奖……先后出版 《野百合花》《青山牧马》《雪在燃
烧》等 9 部诗集，共写作诗歌约 3000 首。
功名利禄皆是浮云，人间只有那一首首的诗歌
才是他唯一的追求。 这是胡有琪真实的生活写照，
也是他精彩的诗意人生。
“在诗歌的江湖，我要像堂吉诃德一样骑着一
匹瘦马，向风车疯狂地抡刀舞剑。 ”胡有琪说道。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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