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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古代诗人笔下的清明。而今天，清

明，带着被雨水打湿的沉重和忧虑，带着逝去
的亲人和时光的惆怅，走进诗人的回忆。这
是诗人郝子奇的《清明被打湿的疼痛》，诗歌
开篇便写道：

清明 一个被雨水打湿的词语
现在 仍然沉重地湿着
在清新、干净的语言背后，诗人试图阐释

清明无限丰富的意向，把人们带进他的诗里，
感受他诗中延伸出的凄迷和美。

他继续写道：
就像现在 我站在故乡
阅读者这个湿透的词语
阅读者 父母墓地
那些刚刚泛青的文字
不得不删去坚强的解释
在潮湿的动词面前
干燥的坚强不堪一击
这是诗人《星空下的男人》第一部分中

的一首诗。诗集共分六个部分：一个人的季
节、一个人的尘世、一个人的行走、一个人的
城市、一个人的远望、一个人的故乡。一个
星空下的男人，孤独地站在大地上，郝子奇
试图透过一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的丰富变
化、自然的万物盈亏、世事的酸甜苦辣、人心
的背向、人情的冷暖。他的这些名字，让我
想起雕塑家贾科梅地和他的那些皮肤残破、
孤独沉思的人像，这些人像是贾科梅地对这
个令人觳觫不安的世界的永恒质疑和不断
诘难。在郝子奇的诗中，他用诗来提出自己
的困惑，也用诗来面对纷纭复杂的星空景
象，他将他的提问、思考、焦虑、快乐、感悟都
用诗歌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走进他的诗的
人，才会走进他的心。

在一个人的季节里，诗人的眼中，或者春
暖花开、满目苍翠，或者寒冬已至、大雪纷飞，
在四季分明的中原，他的笔触更多地感动于
春天的萌动和冬天的严酷。他的很多诗歌写
到春天，比如《在春天到来的日子》、《清明被
打湿的疼痛》、《春暖时节 花开的忧伤》、《五
月 故乡的石榴花开着》、《走过五月》、《那书
杏花雨》……他的冬天温情脉脉，寒冷中别有
一份暖意，比如《在初冬的路口》、《一棵柿树
在初冬的裸露》、《大雪 一直在埋没我的行
走》、《雪 一直在下》、《能不能在中原种出雪
来》、《雪覆中原》……

他的冬天也是人生，他用雪来吟咏自然
的更替，也隐喻人的生命的交替：

一朵雪花被另一朵雪花覆盖
看来这就是命运
雪一直在下 就像
人一直在走 走着走着
成了后代 也成了先人
郝子奇的诗中有一种冷静的热烈，一种

坦荡的真诚，他直面现实又虚构着想象中的
现实，在他“老房子”里有苦难的回顾，“杏花
树下”有沉默的感知，“情侣路”上有旁观的
清醒，“大教堂”里有沧桑的自省，“一颗星”下
有痴情的仰望，“端午节”里有历史的回望，

“感恩湖”畔有不懈的寻觅……他的诗中的意
象，或明或暗，或隐或现，都是他从冥思苦想
中提炼的。在字句中看到他的着墨、推敲、苦
心思索的提炼，诗作如何以灵性的表述，这是
构思的技巧。至于如何去开拓思路、布局谋
篇，其实更得力于他的视野和胸怀。他关注
的故乡和异乡、异化和现代化、出走和回归，
其实都是我们在前行中面临的巨大课题。

郝子奇诗歌的最大特色：诗中有诗，诗外
有韵，意境高妙，气象万千，他的诗干净、简
单，却令人回想不已、回味不已。

我惊异于郝子奇“一个人的城市”中宽阔
的视角，他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对客居他乡的
苦痛都令人感动。他将诗人的目光放得很高
也很低，很近也很远，充满了宽容和悲悯。农
民工在广场的一次穿行都可以成为他诗歌的
主题，这让人感佩。他很敏感，一次手术、一夜
失眠、一次静坐、一场月食，在他都可以成诗，
而且写得意味深长。《星空下的男人》我认为写
的是他自己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的思考：

怀着整个夜空 他站着不动
让如水的月光
淹没着 一动不动
在结尾处，他写道：
伫立黑暗的人
一定怀揣着光的梦想
影子一旦与光同行
说不定就会照亮肉体
寥寥数笔，写出了一个男人的本色，写出

了一个人的立场，也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本质，
并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他的这种具有象征
品格和现代写意手法的诗作，以少胜多。在诗
中，他写出了自己的深思独处，对生命的吟唱
与持守。他说，“在喧嚣的城市，一个写诗的人
是微小的”，但是“在精神流失的当下，一个写
诗的人是强大的”。他以生命写诗，他的诗便
有了生命。我想没有谁比他更了解不倦探索
追求的艰辛，他以创作所获得的成就和影响力
铸就了自己的文学表达。所以，尽管“星空之
下，我总是无法知道天空的炎凉冷暖”，尽管

“社会发展中那些无形的兽，创造着幸福，也毁
灭着幸福，垒着天堂的阶梯，也开着地狱的
门”，最宝贵的是他仍然用诗歌的方式，表达着
他的文化判断、文化立场、文化操守。

郝子奇诗集六个部分、包括后记都是以
“一个人”来命名，但是，读了他的诗，感悟了
他的思考后，我仍然很执著地相信，他并不是
一个人在思考，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诗人
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族群，他们的秘密徽号
就是他们的诗心。祝愿他写出更多好诗，写
出极富穿透力和生命力的作品来，继续他的
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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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作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上班的时
候，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经过一个饭店，每次
都会碰见这个饭店门口的一个保安。他中等
个子，一身保安制服，嘴里总是含着一个哨
子，见了我就立正敬礼面带微笑，同时冲我点
一下头。出于礼貌，我也向他点一下头，但心
里却在反问，我认识你吗？

再次经过饭店的时候，我脑子里正在构
思领导交代的一篇讲话稿，突然一声哨响，吓
了我一跳，刚理出的思路顿时烟消云散。抬
头一看，那名保安正在以交警指挥交通般标
准的手势指挥着前去就餐的车辆，手势到，哨
声响，一辆辆车被他井然有序地指挥进了每
个狭小的车位上。指挥完车辆，他赶紧朝着
傻站在他跟前的我立正敬礼微笑，这次，他吐
出了哨子，咧开了嘴。他似乎察觉到了他对
我的惊扰，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向我道歉。我
什么表情也没有，转身离开了，心里嘀咕，什
么保安，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不就是指挥个
车辆嘛，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从此，我每
次经过饭店就都一脸冷漠，心想反正我也不
认识你。

不久，通过遴选考试，我得以进入焦作市
委工作，从此，上下班路上就再也不用经过那
个饭店了，也不会碰到那个保安了。谁知，一
次上班的时候，我循着哨声抬头一看，那名保
安正在市委的院子里指挥车辆。我还没来得

及低头、加速，他已经看见了我，嘴里马上吐
了哨子，立正敬礼微笑，还说了一句：你好！
我也极不自然地说了一句，你好。

能到市委上班，证明这名保安足够优
秀，于是，我开始向同事们打听他的具体情
况。同事们也都不清楚他姓甚名谁，但却
都知道他这个人。这个说，每次看他对我
微笑的样子都感觉他跟我很熟似的，特别
亲切。那个说，从来没见过当保安能像他
那么认真的。这个说，他好像就是那样的
人 ，认 识 不 认 识 ，都 会 对 你 很 热 情 。 那 个
说，对对对，我有一次抱着一摞材料上车，
他马上就跑过来给我打开车门，然后立正
敬礼，那感觉，倍儿爽……

听到这里，我已经惭愧起来。从同事们
的口气中可以感觉到，大多数人对他都是尊
重有加，而我却因为他的一次惊扰和他次次
过分的热情而对他冷眼相待。冷眼相待的原
因还不止于此，说实话，在我的内心深处其实
有种优越感，似乎一个公务员和一个保安员
本身就不是一个层级上的人。就像在办公大
楼里遇见不常见面的同事我都会微笑着打招
呼，但遇到常常见面的保洁人员我侧脸低头
就走一样。

可以这么说，我从基层单位调到市委，
是进入到了一个更好的平台，也为自己的前
程打开了一扇更亮的窗户，但那名保安的调

动，一没入编，二不涨工资，三也可能并不比
他原来在的饭店前途更好，但是，他的精神状
态却比我好太多。原来没有进入公务员队伍
的时候，我常想，如果能进入公务员队伍该多
好啊；后来进入了公务员队伍，我又继续学习
参加考试，梦想着进入更高的平台；进入更高
的平台后，我又开始琢磨着如何进步……有
理想才会去努力，去努力才会有成绩，这无可
厚非，我也确实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工
作成绩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但同时，
一味地追求进步似乎又掩盖了工作本身带给
自己的充实和快乐，遮蔽了我珍惜现在脚踏
实地的心态。

再看看那名保安。和我相比，无论是社
会地位还是收入，他都有些望尘莫及。但就
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在门口站岗的人，却
站出了不普通的状态。他没有像其他保安那
样，固守身为保安的规定动作，而是借鉴了交
警的姿势，专门带着哨子，形成了一套自己特
有的工作流程，并且勤勤恳恳、始终如一地坚
持着。他也没有因为报酬的多少、前程的渺
茫而怨天尤人、得过且过。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这样枯燥并且不断重复的工作中始终面
带笑容，热情洋溢。他的这个不起眼的职业
给他带来了大大的幸福和满足。

这就是差距。我明白，我要向他学习的
东西太多了。④6

一

流水淙淙高山出，兰花淡淡月下开。

鹧鸪翩然逐云去，暗香沁润琴音来。

二

石上泠泠流泉纯，渔樵逍遥岁月深。

鸥鹭忘机尚恬淡，山径桃花掩柴门。

三

平沙落雁振羽鸣，沧浪泛舟漂幻境。

最是七贤佯癫狂，弹琴吟诗醉朦胧。

四

长安楼台望月明，塞外沙场夜点兵。

千里烈风吹不尽，万户隐约捣衣声。

五

高山巍巍水洋洋，伐木丁丁林苍苍。

橹声欸乃江心碧，渔樵问答藏兴亡。

六

空山新月思念生，云游常忆故人情。

万卷诗书万里路，也有风雨也有晴。

七

明月带云出关山，壮士报国不复还。

苍凉沉郁马萧萧，铁衣骠骑卷烽烟。

八

萧散出尘流指间，波光云影多幻变。

潇湘烟雨弄扁舟，浮世清吟半生闲。

九

不见东风唤火光，澹远沉静意未央。

岸边谈笑酹江月，故垒西边道周郎。

十

渭城朝雨柳色青，芳草连天别长亭。

曲成雅音流韵长，舜鼓五弦歌南风。④1

不久前，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要毕业
了，我和妻子趁机去了一趟首都。到了天安
门，参观了雍和宫，欣赏了鸟巢，古老又时尚
的大都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最
让我感慨的，是妻子的表弟——一个天天骑
着三轮车，风雨无阻地奔波在北京大街小巷
送外卖的人。

早就听说妻子的表弟在北京打工。那
天，我们专门坐地铁赶到芍药居。在一处
居民楼下低矮的简易棚内，我见到了这位
身形瘦削的表弟。

表弟是妻子她二姨家最小的孩子。11年
前，20多岁的他，只身一人到北京闯荡。他先

是在一家韩国餐饮店打工，他一边勤快地干
活，一边细心观察师傅高超的料理手艺。吃苦
耐劳的他很快得到师傅的赏识，经过师傅的精
心指导，他掌握了韩餐甜、辣、酸、鲜等特点，学
会做一手正宗的韩国菜。

后来，他看准商机，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在
芍药居做起了外卖生意。只有初中文化的他，
学会了电脑打字，讲起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并
在网上做起了外卖订餐生意。芍药居周围高校
林立，大学生众多，为了做好地地道道的韩国
菜，让顾客满意，他悉心学习，昼出夜归。

为保证饭菜的质量，他骑着三轮车跑超
市，进菜市场，购进了货真价实的原材料。

每天午餐和晚餐时间是最忙的时候，他一方
面要盯紧网上客户订单，一方面要在做饭时
掌握好火候和味道。通常上午 10点钟以后，
芍药居周围的大学生开始纷纷上网找他订
餐，看着一份份订单，他看到了希望。他准
时准点送餐，保证饭菜可口，由此，他的外卖
日渐打响知名度。

见到我们，他感慨地说：生活在这里要
学会适应环境，而不能要环境适应你。我在
北京打拼了这么多年，甜酸苦辣都经过了。
现在我最大的成功就是看到了希望，有一个
创业的地方，虽然很小，但我很知足。我坚
信只要有付出，一定就有回报。

如今，30 岁出头的他，依然没有成家。
他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对此焦急万分。面
对亲人的催促，他只是微笑，不言语。

妻子一边帮他洗床单，一边含着泪水
鼓励他说：“姐知道你肯吃苦，照你这样坚
持下去，女朋友和房子都会有的！你一定
会成功的！”

我想，这一定也是他心里的想法。先
立业后成家，婚姻的事要靠缘分。

告别了表弟，我想到，有多少普普通通
的劳动者，他们为了美好的未来，正努力打
拼着。他们肯吃苦，有智慧，他们是拥有希
望的人，他们值得我们尊重。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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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进入最热的中伏，我直奔北京西
山，参加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奖。

担任评委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敦促我系统地
阅读了全国重要散文作家的作品，在汲取了大量
营养后，我对散文写作和评奖也有了一些感悟。

苦难体验是对文学最大的滋养
近 80高龄的贺捷生，是贺龙元帅的女儿，

但也正因为如此，她从小就经受了太多的苦
难。她申报的作品是《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
地》，作品顽强地追溯父亲贺龙、母亲蹇先任和
自己童年的足迹，以优美而略带伤感、真实而
接近雕刻的文字，为读者奉献了一部杂糅着血
和泪的元帅和女儿的生命史与心灵史，给人的
震撼，直达灵魂深处。

作家塞壬似乎是为了经受苦难而来到这
个世界的，她长期面对混乱、落魄、疲惫而危险
的日子，过着“匿名者”的生活，遭遇抢劫、偷
窃、行骗、栽赃及某种阴谋的深渊，无故被炒，
备受歧视，屡遭排挤，没有值得信赖的人，没有
可以倾诉的灵魂。看她的《匿名者》，如同看了
这个世界的X光片，她似乎躺在地上，向上看
人看事物，于是看到了人们以往看不到的，如
生殖和排泄部分，如赘肉和血痂。由于她的观
点和陈述，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认识全面了。

不得不说的是白描的作品《被上帝咬过的
苹果》，这是作者面对绝症，生死煎熬的心路历
程以及在这一特殊时期对人生、生命的感悟。
书中最感人的，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家乡
的大地上，白描与天地之间的生死对话。“我
说”、“我问”、“我抗辩”和天与地的“回答”，构
成了一个智者面对死亡时的心灵交响。

还有内蒙古基层作者刘志成，这是一个
拉了多年板车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关注人
性，关注底层，关注苦难，文中的人，文中的动
物，栩栩如生。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他笔下
的那只狐狸和它的几只小崽。

写作的态度决定作品的高下
女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

记》，写得都很出色，没有华丽的辞藻，用朴
实的语言写出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真实的
情感，真实的农村，真实的农人。写《出梁庄
记》这个作品是很艰难的，她几乎走遍了一
个中国，走访了几乎所有从梁庄走出来的
人，与他们交朋友，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生

存状况和生活质量。她的作品，如同摄影的
正片和负片，让我们准确而真实地认识了中
国的农村。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
梁鸿是行万里路，成一卷书。

再比如李娟，为了体验牧民在冬天如何放
牧，她一个年轻女子，竟和牧民一起进入冰天
雪地的冬牧场，与牧民同住在一个地窝子里，
几乎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一个冬季，等她从冬牧
场回来的时候，她的衣服由于脏上摞脏而发
硬。于是，游牧人鲜为人知的冬牧场，才走进
了我们的视野，也正因为鲜为人知，这部作品
就独特起来，并因为独特而备受关注。

相比之下，多少作者无病呻吟、闭门造车，
走马观花地去了一个地方，就下笔万言或自恋
式抒情，堆砌辞藻鼓吹人事风物。这些人沉醉
于参加各种笔会和活动，在推杯换盏中快乐并
陶醉着，写作反倒要抽时间，作品自然多为急
就章，风采全无，哪还顾得上社会人生？

作家的才情成就作品的风采
不少作品读起来感觉乏味，而有才情的

作家，会把一个平常的事物写得异彩纷呈。
比如周小枫，她总以敏锐的观察、新奇的感觉
和穿透生活表象时飞升的文字，将生活与生
命以放大镜的效果展示给读者，为散文写作
另开了一扇门。比如她写海鸟，“因为习惯于
一出生就面临险境，它们把令人眩晕的高度和
危险都视为常态”。这是散文的语言，也是诗的
语言，更是哲学的语言。

古往今来，写海鸟的散文比比皆是，有
哪一篇写得如此吸引人？

再比如梁衡，这个善于宏大叙事的作家，把
伟人写成活人、常人，把小事与大事相连，把个
人性情与党国命运相连，挖掘书写台前幕后的
人事，打开了另一扇解读历史人物的门窗。比
如他把毛主席骑马的爱好与毛主席想在解放
后骑马的愿望结合起来，设想毛主席如果去骑
马考察，就不会有“大跃进”，更不会有“文化大
革命”的发生，人们在阅读时不禁感慨：毛主席
为什么不去骑马呢？

就我所知，有不少人研究和编写毛主席
的文章，但大都把毛主席神化或者平凡化，
而梁衡，给了我们一个立体的毛泽东。

还有祝勇，他申报的作品是在《十月》连
载过的，这组散文用当代人的文化视角，对
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和韩熙载的《夜宴图》等中国古代璀璨的书

画艺术作品进行重新审视，描述这些古代艺
术品是怎样诞生，又是在经历了怎样的坎坷
之后抵达我们面前的，所以，展现在读者面
前的，并不只是书画本身，而是它们与时代
的互动关系。由于对历史名人的研究与探
寻丰厚扎实，他将掌故写得生动有趣。比如
写王羲之如何因为敞胸露怀而成为东床快
婿的章节，读罢让人忍俊不禁。

写历史人物的文章太多了，有几篇能引
人入胜呢？

文章贵有书卷气
书本文章是有气质的，而离文人最近的气

质，也许就是书卷气。所以，两部洋溢着书卷气
的著作，我喜欢。

一部是穆涛的《先前的风气》。本书围绕
“老中国”的精神元素，写了九个专辑，113篇文
章。有读书札记、身体风气与中医思辨等等，类
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将小小的文章做得
如小河奔流，弯曲来回，呈现出意韵无限亦筋亦
柔之美。

比如他的《客气》：“男女热恋的时候，都是客
气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缺点也是美丽的。山盟
海誓，囫囵吞枣，不计较，不清醒。但结婚过具体
日子以后，就不客气了。”写到这儿，笔锋一转，从
中医气理引出了主气和客气，又引用《菜根谭》中
对客气的描述，紧接着又是《左传》里的相关记
载，一个客气，让他生发出了一地的古今文化。

第二部是张炜的《疏离的神情：万松浦讲
稿》，这是作家在万松浦书院2012年春季讲坛的
授课记录。共分为七讲，每讲二十余篇文章，涉
及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文学和传媒、历史和民
俗、方言和地方掌故等，语言既十分朴素又妙趣
横生，涉及写作学、艺术批评、文本分析、阅读欣
赏等多个领域。张炜的著作告诉我们，一个作
家，就应该博学多才，一个大作家，必须厚积薄
发，一个浑身充满书卷气的作家，下笔自然有神。

而一些才学浅陋的作家，一出手就捉襟
见肘，自然出力不讨好。比如写一个古城，
查阅许多资料，走了很多地方，写了很多古
人古事，随后将当今城建写进去，如同一个
穿着西装的人戴着瓜皮帽。

作家要知道高低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类共有各地

作协和出版社推荐来的作品 226部。这些作

品我都看了。说实话，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
不入流的。第一次投票产生了 80部作品后，
我将 80部以外的分到一边，唯恐有遗珠。但
可惜的是，我无论拿到哪一本，看过去都感到
失望。评出 20部以后，翻开其中任何一本，
都有阅读的欲望，读来十分愉悦。

但问题是，哪一部作品都耗费了一个作
家的心血，同样是费了心血，别人写出名著，
你却写成废纸，何苦呢？所以，我建议作家
一定要知道高低上下。写得不好可以理解，
慢慢朝好处走。眼高手低的作家是有希望
的，起码他知道高处在那儿，努力朝那儿奔
就是。就害怕带着劣根性，总认为“老婆是
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孤芳自赏又愤
世嫉俗，这样的人注定不可救药。

申报作品中少不了官员的书，读来大
都俗而浅陋。这些官员怎么会将自己如此
轻浮的作品申报鲁迅文学奖呢？难道他不知
道这个奖的分量吗？我和评委们讨论这个问
题时，大家鄙夷地笑了，说这些官员是听不到
真话的，他们耳边永远响着的是赞扬声，更可
悲的是，官员能请到大作家大评论家开他的
作品研讨会，这些大家到了，也不好意思说难
听话，转弯抹角地表扬他一番，他便拿鸡毛当
令箭了。

其实高处在哪儿，很容易找，苏东坡说：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最好的古训，也是

答案。

杂 记

报奖的书，一定要注重细节。比如版权

页中的分类，有各种文学门类，切不可混
淆。有这样一部书，以散文报的，但版权分
类中赫然写着历史研究，在同等水平下，这
种形迹可疑的书只好入另册。

一本书最好一种文体，是散文就是散
文，是杂文就是杂文，是随笔就是随笔，最好
不要混杂。有一本评委们几乎都看好的散
文集，却因为里面杂有 8篇小说而未能往前
走，一个评委感慨地说：“我很伤心。”所以，
一本书字数少一些都不要紧，要的是精是
好，贾平凹的《定西笔记》，只有六万字，但写
得有声有色，并不影响散文魅力。

书籍最重要的是文章，而不是设计。有
一本散文集的封面和内文，大家共认是二百
多部书中设计最好的，但是第一篇文章的前
三段就互相矛盾，不禁让人扼腕叹息。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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