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是，在陪女儿入睡后，
她悄悄披衣起身，继续工作。

把台灯调到最暗，于事无
补地放着婴幼儿英语——谁
知道到底睡眠状态能不能学
习，她打开文档：只有这么短
短一会儿，她只属于自己。一
般要忙两三个小时后，脑子稍
稍缓过来，手下却丝毫不停，
只听见键盘响得像砍瓜切菜
一样。呀，不会吵到孩子吧？

身边的大床上，女儿酣睡，
被子横在肚子上，两手两脚都青
蛙似张着。小脸红扑扑的，呼出
来的都是暖香，是天使，睡在棉
花糖云朵里。

她忍不住，俯身过去，轻
轻偷吻女儿一记，再一记，嘴
唇与女儿的脸颊一样柔嫩，一
样留香。

睡着的女儿不会撒娇地
叫：“妈妈，我不要口水亲亲。”
更不会用手背揩了又揩。当妈
的，终于可以放肆了。

也许，每个母亲都曾经在
孩子入睡后偷偷吻他/她吧？
这样的吻，像透过窗帘的星
光，照到哪里，就会留下一个
闪闪发光的星星烙。

十月，她和好友沿海自驾
游。坐在副驾驶上，秋阳暖暖
包着她，听着导航仪里一成不
变的女声，身体摊得太舒服，
眼皮也渐渐支撑不住自己的
重量……瞌睡打了一路，好几
次惊醒时，车都停在路边。

她问好友：“怎么了？”
好友说：“没事儿呀，我休

息一下。”

车再次发动，她再次迷糊
过去，却感觉到车正在停下
来。——好友还是新手，停得
有点儿猛。

懒得睁眼，却突然间，颊
上被什么湿湿地碰了一下，又
一下。像飞蛾翅膀擦过，又像
樱桃熟透后的坠落，又香又甜
的坠痕。

她一惊，立刻反应过来：
这是一个吻。

如果此刻睁眼，一定会
撞上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又委屈又惊异，
藏不住心里的笑，再往下看，
也许是嘟着的嘴，是“被抓住
了”的不好意思，说不定还会
红了脸……

好友发动了车。她决定，
继续睡。

也许，每个人，都曾经趁
爱的人熟睡的时候，偷偷吻过
他/她吧？是没有勇气出口的

“我爱你”，是用身体表达的
“你实在太可爱了”。

这一觉睡得好甜，到了目
的地才醒来。脸儿睡得热热
的，她知道，那里有个星星烙
正在成形。

人到中年，愁云惨淡比
较多，却也因此，所有真心的
爱 意 ，都 有 了 魔 法 棒 的 力
量。她偷偷送出的一个一个
吻，就像她假装不知道收到
的一个一个吻，都是一颗一
颗小星星，烙在生命里，不用
擦拭也会闪亮。

她 想 ：自 己 仍 是 幸 福
的。④6

读画史、画论，多见“惜墨如
金”之说。

相传北宋山水画家李成所画
寒林，以渴笔画枯枝，树身只以淡
墨拖抹，但在画面上仍然获得“山
林薮泽、平远险易”的效果，故有

“李成惜墨如金”之誉。清代吴历
曾说：“泼墨、惜墨，画家用墨之微
妙，泼者气磅礴，惜者骨疏秀。”钱
杜说：“云林（倪瓒）惜墨如金，盖用
笔轻而松，燥锋多，润笔少，以皴擦
胜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瘠，生
云烟，迂翁又何尝顷刻离是法哉！
特不肯用湿笔重墨耳。”（《松壶画
忆》）以后引申为临案挥毫乃至赋
诗作文，态度严谨，力求精炼，甚至
不肯轻易动笔者，皆称惜墨如金。

李成也好，倪瓒也好，离我们
太远，无缘饱享他们临案作画的眼
福。当代著名画家吴懋祥曾单独
为我作的临案演示，不仅令我为之
折服，朋友们听了我的叙述，也惊
讶不已！

吴懋祥，1932 年生，国家一级
画师，高级编辑，兼擅山水、花鸟和
连环画，尤以国画人物画著称，曾多
次参加全国美术大展，是河南省美
术界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全国大奖
者，是一位很难得的全能艺术家。

1985 年至 1995 年，我在河南
日报总编室任主任。当时，除夜班
编辑室外，时事编辑室、美术编辑
室、图书资料室、校对检查室，由总

编室统管。吴懋祥是美术编辑室
的负责人。说他把报纸美术“玩得
烂熟”，一点都不夸张，不论是设计
标题或者稿件插图，皆立等可待。

那时候的报纸是铅排，稿件审
定后，从发到车间到排出清样，有
段较长的时间。我出于对吴老的
艳羡和敬重，常常利用这段间隙，
到他的办公室和他神聊，向他求
教。吴老不仅擅画，也颇健谈。也
许他觉察到我的求教是虔诚的，因
而回答也倍显热情而坦诚。

关于国画的用墨、设色、线描、
构图……他总是有问必答。一天，
我们偶尔谈到“惜墨如金”，他说：

“惜墨，不仅指用墨的焦枯浓淡要
适度，用笔的审慎和简练，以及构
图的大胆留白等等。此外，我还主
张，应像惜金一样惜墨，一点也不
抛洒。真正的‘胸有成竹’，应该是
墨尽画成。来，我给你试试看。”

说着，他向笔洗里倒入半杯清
水，白瓷盘里倒了些许墨汁，然后
掂出一张宣纸铺在桌上，亲切一
笑，对我承诺：“就用盘中这些墨，
给你画一幅《月是故乡明》——杜
甫的诗意。”

我暗自惊喜：“今天又有意外
收获了！”

但见他用工笔细线从脸的侧
面轮廓画起，那婉转曲折的细线，既
柔且畅，又富弹力。诗圣是仰面朝
天的，从额头到下巴，起伏有致，看

不到眼睛，却又非常传神，一下子将
伟大诗圣无限的沧桑和忧思，无限
的深情和期盼，全从那细线勾描的
面部轮廓淌泄出来了，细细品赏，令
人怦然心动！然后，他用焦墨擦染
胡须；然后，他用浓墨涂绘帽子；然
后，他用极其流畅的笔触，勾描飘逸
的衣带；然后，他用时浓时淡的水
墨，写意衣袍的皱褶……似乎笔笔
都有定位，确乎划划全罗胸中。画
近终了，他稍事沉吟，决定先行浓墨
题款：“继兴同志嘱写《月是故乡
明》，于庚午岁末吉日午夜，懋祥”。
题毕，盘子里只余斑驳残墨了。但
见他倒入几滴清水，羊毫大笔轻轻
一调，在纸的右上方角上，晕染了一
片很有韵味的云彩，并用这片云彩，
烘托出了一轮玉盘似的明月。

“妙！啊，妙！”我心里暗暗赞
道。

一幅杜甫诗意图《月是故乡
明》最终告成。让我不住惊叹的，
不 仅 仅 是 画 面 本 身 的 意 蕴 和 意
境！看看桌上：白色瓷盘里，洁净
得洗过一样，没有丝毫墨痕；用过
的 大 小 毛 笔 ，涮 过 一 样 ，洁 净 如
初；笔洗里的清水，清澈透亮，不
显一点浑浊。真正做到了笔、盘、
水“三清”！

啊，我能不惊讶吗？
吴老就是这样惜墨如金的。
这 幅 画 ，我 一 直 悉 心 珍 藏

着。④6

记得儿时看黑白电影，影片
中的好人与坏人，一目了然，善
恶全写在脸上。经历了世事之
后，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永远
不要贸然地评价一个人，因为你
即便知道他做了什么，却未必知
道背后的故事。

那年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
一家电厂上班。进厂的新人要
由师傅带着，我跟乔凡师傅分到
一组。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
干咱这活儿偷不得懒，勤能生
巧，巧自勤来。

乔师傅 30 多岁，长得黑且
瘦，话不多，穿着件沾满油污的
工作服。衣服宽大不合身，更加
衬得他瘦小，从你面前走过时，
像个衣服架子在晃动。他绕着
设备转几圈，敲敲这，听听那，便
知有无异常，我心里很是佩服。

半年后，适逢班组人员调
整，我被选为工会小组长，虽说
是芝麻大小的官，当时觉得挺光
荣的。可没过几天，我便发现这
活儿难干，有时容易得罪人。

那时逢年过节，厂里经常发
些米面油、水果等，这活自然派
给了我，领回来后分发下去。有
次发苹果时，乔师傅领到一箱苹
果，打开一看，当即沉下脸来，大
声地嚷嚷道，这箱苹果个头小，
还有几个烂掉的，为啥偏偏给我
了？

他挑出几个坏苹果，愤愤地
摔到地上，“啪啪”几声，成了一
摊烂糊糊的“泥”。

这突然的情绪爆发，让正忙
得额头坠汗的我像被人击了一拳
似的，感到难堪极了。那张因气
愤而扭曲的脸是那么陌生、难看，
仿佛让人看到宽荡荡的衣服下藏
着的“小”来。我有些厌烦地想，
嗨，这人怎么这样，这么小气！

第二天出工时，我心里觉得
尴尬，乔师傅倒是忘记了似的，
仍喊我跟随他去干活。我暗叹
了一口气，心想，真是个怪人！

几个月后赶上分鱼，单位鱼

塘养的罗非鱼，这鱼刺少，味道
鲜美无比。每人两条鱼，一大一
小，都是搭配着分的。那天乔师
傅请假没上班，这种热带鱼不好
存放，无奈之下我打听到地址，
想着把他那份送家里。

我把装鱼的袋放进车篓，朝
他家骑去，心里有些不安，怕他
再说什么怪话。

伸手敲门，门开了一条缝，
探出个小脑袋来，问你找谁？我
说，这是乔凡师傅家吧，单位发
的鱼，我给他送来了。男孩眼里
闪出惊喜的亮光，笑嘻嘻地说，
阿姨，你们单位真好，又发好吃
的。上回发的那箱苹果，全钻我
肚子里了。

男孩兴奋地请我进屋，我将
鱼放到厨房水池里。正要离去，
男 孩 又 说 ，阿 姨 ，喝 点 水 再 走
吧！男孩扭身去倒水，我这才留
意到他右腿有点跛，走路一颠一
颠的，像跳着蹩脚的舞步。

随后的闲聊中，得知乔师傅
其实是男孩的叔叔，男孩的父母
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是叔叔收养
了他。在那场车祸中，男孩的腿
受了伤，叔叔省吃俭用为他治
疗，那天便是到省城买药去了。
为此，叔叔一直单身。

说到后来，男孩的声音变得
很小，像一枚细嫩的叶子，轻颤
颤地，飘过我耳畔。

我的心猛然间被击中，倏地
一疼。那一刻我理解了乔师傅，
那份“自私”的背后，藏着一份深
沉而含蓄的爱。

上班路上，要经过一座石
桥 ，桥 上 ，常 会 遇 到 两 位 乞 讨
者。年轻的乞者衣衫褴褛，拄着
单拐靠在栏杆上，看到有人路
过，伸出肮脏的手不断哀讨。离
他不远处，有位年老的盲人面前
放个瓷盆，从没见他开口说话，
只有一把胡琴端立腿上，咿咿呀
呀地诉说着无尽的苍凉。

起初我从桥上走过时，偶尔
会向盆中任意掷几枚硬币。时

间久了，柔软的心被城市的风沙
磨得粗粝麻木，再路过那里时，
只想低头快步走过。

初冬的一个傍晚，我下班经
过石桥，天很冷，风犹如刀子般
滑过，清冷沁骨。桥上行人稀
落，各自匆匆地赶路。年轻乞者
把盆递到我面前，仍旧用粗哑的
声音说，行行好，给点钱吧！

我本能地向一旁躲闪，衣
角却被扯住，那是一双黑得像
炭的手，我心里一阵厌恶。当
时天色已晚，我不想跟他纠缠，
掏出枚硬币随手一掷，赶紧向
前走去。

刚走出几步，听到后面有拖
沓的脚步声，我扭头看去，男人
跟了过来。我心里一紧，嫌给的
钱少？

我下意识地捂住口袋，加快脚
步想甩掉他，边走边不放心地回
头，却看到令人诧异的瞬间——
当 啷……他艰难地弯下腰来，
将讨来的几枚硬币放到盲人的
空 盆 中 ，嘴 里 嘟 囔 道 ，这 倒 霉
的天气，要把人冻僵了，喝碗汤
暖暖身吧！然后，男人拄着拐
杖，一晃一晃地走远了。

我很难形容那感觉，唏嘘、
感慨，而又困惑不解。

或许我将永远无法得知，这
个男人为何甘愿在世俗的冷眼
中，将灵魂匍匐到尘埃里。然而
令人欣喜的是，在他丑陋、卑微
的外表下，有未曾泯灭的良善。

这些年来，我遇到过种种令
人气恼的事。当一簇火苗从心
头燎过，烧得我浑身难受，这时
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交错浮
现在眼前，让我学会冷静自持，
淡然以对。

我们都非完人，何必纠结一
人一事，有时原谅他人，也是放
过自己。我愿意相信，在绝大多
数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片未被污
染的风景。那个梦境般芳草萋
萋的地方，清净、安宁，是灵魂的
诗意栖居地。④6

乍看到史晓韵《看海记》的书名，
凭想当然，我以为这是一本关于海的
长篇散文。海作为地球上面积最广
阔、容量最大、最深不可测、最壮美、最
震撼人心的存在，当然值得看，也值得
记。我自己很喜欢看海，一见到海就
有些忘我。我母亲临终前，最后的一
个愿望就是想看看海。春节后我带老
人家去北戴河，可惜那年奇冷，冰封了
海面，母亲没能看到大海的波涛。对
于描绘大海的篇章，我已经读过不少，
史 晓 韵 再 来 写 海 ，该 是 怎 样 新 的 视
角？怎样一番与别人不同的笔墨呢？

及至看到书的正文，我对自己的
想 当 然 不 禁 有 些 哑 然 ，继 而 吃 惊 不
小。你道怎的？原来史晓韵的写作对
象不是我们的思维惯性所画定的那种
通常意义上的海，她写的是一个人，是
一位名闻遐迩的当代大书法家，书法
家的名字叫张海。史晓韵的所谓看
海，是在凝神端详张海这个人，也是以
2014 年春天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古
稀新声——张海书法展”为切入点，系
统、深入地解读张海的“海”一样的书
法作品。

之所以感到吃惊，我觉得史晓韵作

为一个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不久的女
孩子，尽管她在复旦大学读了硕士研究
生，上来就写一位卓越的书法家，而且
要写一本专著，谈何容易！这需要多么
灵异的心智、多么像模像样的专业知
识，同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若换了
我，无论如何不敢接这个茬儿。我写了
几十年小说，摆弄了几十年文字，还算
懂得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我多次与西
方的作家交流，他们老是说他们的语言
多么美。我问他们，你们的那些拼音字
母能写成书法作品吗？不能吧。我说
我们中国的汉字才是最美的，不仅每一
个汉字都形象美，根源深，而且其本身
就是一件艺术品，要是写成书法作品那
就更美。我喜欢读书法作品，对王羲
之、米芾、赵朴初等书法大家的作品格
外欣赏。欣赏归欣赏，你要是让我说出
好在哪里，说出一二三来，那就难住我
了。这么多年，我只写过一位画家，从
未写过书法家。因对书法没有研究，我
怕说了外行话，被人笑话了去。

艺术门类多种多样，不管是音乐、
美术、书法，还是戏剧、舞蹈、摄影等，
每种艺术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魅
力，也有独特的学问和专业性的评价

体系。在评论某种艺术时，甚至连所
使用的语言都有一定的专门性。如果
不熟悉、不掌握那些语言，就评不到点
子上。仅拿书法艺术来说，虽说每一
个汉字都是一个实体，都是具象的，可
一旦摇身一变，变成了书法作品，它就
抽象化、心灵化了，也艺术化了。评价
抽象的艺术，须用抽象的语言。从抽
象到抽象，总是难而又难，回过头来还
得借助山川河流、风云雨雪等自然的
物象，使抽象的理念有所依存。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对书法艺术
不自信，也是有些替史晓韵担心，担心她
能不能把“海”写好。把整部书读完，我
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史晓韵的能力，我的
担心实属多余。在阅读过程中，我由一
开始的吃惊，逐渐变成了欣喜和惊奇。
我的惊奇有三。一是惊奇于此书在书
品与人品的结合上，把张海先生写得如
此透彻，又如此亲切。研究张海书法艺
术的文章肯定不少，可惜我以前没有读
过。我觉得有这部书就够了，它完全可
以满足普通读者对张海书法创新道路
和艺术成就的理解。为了写好张海，不
知史晓韵下了多少苦功，做了多少功
课。从这个意义上，你说史晓韵是一位

全面研究张海书法艺术的专家，也不是
不可以。二是惊奇于史晓韵的语言如
此准确、朴实、老到。在我的印象中，年
轻人写作，一般爱使用华丽的时尚的语
言，常常词不达意。史晓韵不存在这样
的问题，她有着很好的语言天赋，愿意
对语言进行深究，尊重语言自身的力
量。加上她善于学习、善于吸收，对“书
法语言”已运用得相当成熟。三是惊奇
于史晓韵所营造的一种现场感、进行时
的生动氛围。介绍书家及其书法作品，
如果学术味过浓，会显得沉闷，会排斥
一些缺乏耐心的读者。好在史晓韵把
书从始至终，一直放在书法展览的展览
现场，其中不时穿插和张海先生的交
流，还有和观众的交流，这样就显得鸟
翔鱼跃，浪花飞溅，读来兴趣盎然。不
是谦虚，读史晓韵的书对我来说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我真的从中长了不少见
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厉害！

回过头补充两句，《看海记》这个
书名端的很好。就名取意，恐怕没有
再比用海这个阔大的物象比喻张海其
人其书更合适了。面对大海，深者见
深，远者见远，可以看出不同的风景和
气象来。④6

中国新诗 10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容否定。
中国新诗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符合人类发展的方向。
中国新诗打破了旧有的锁链，可以自由地表达新生活。并把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元素以诗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的诗意语境
中。

100 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
化大革命”等，这都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大事
件。新诗已经找到了书写这些大事件的路径和精神基因，已经找到
了书写这些大事件背景下人的命运和个体存在的语言方式，已经写
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面对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大变革，中国新诗如何表现呢？
回望中国文学史，数千年来，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却很难

找到与之匹配的反映乡村题材和农民苦难的伟大作品。中国古典
诗歌对于反映乡土、乡村生活大多是以观光式的、赞美式的、隐逸式
的，以及感叹稼穑艰难，昼永夜长，与农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很
难看到有反映乡村农民现实生活和苦难的作品。

“五四”以后，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学观念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新
诗草创期，诗人们开始反思中国的诗歌观念和价值取向，开始关注
乡村现实。从乡土诗的先驱者刘半农、刘大白开始用直白的语言反
映农村现实，一直持续到 1949 年，出现了很多反映中国乡村现实的
优秀诗人。

这时的诗人们敢于直面乡村，把笔触伸入到乡村的各个角落，饱
含同情地写出了乡村的疼痛和无奈。比如臧克家的《难民》，写一群逃
难的农民，傍晚时分来到异乡的一个村庄里的遭遇，却不被收留，忍着
饥饿和寒冷又向另一个村庄走去，读罢令人心动，虽是一首短诗，却是
那个战乱年代的真实写照。艾青的《在北方》、《大堰河，我的保姆》等
诗，从内容到写作手法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北方》写得老辣、深刻、
有力，仅仅几个细节，让人过目不忘，这几个细节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
典型细节，保姆的形象也就是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些表现
乡村的形象和细节在过去的文学史中是极少见的。

还有中原诗人徐玉诺和苏金伞，他们二人对于中国乡土诗的贡
献是划时代的。战乱和黄河泛滥，几千年来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
的灾难，中国有多少苦难，中原就有多少苦难。诗人苏金伞和徐玉
诺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第一次诗意地展现出了中原地区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现实图景和农民的命运以及存在的真实。他们使用
中原乡村最为朴实的语言甚至是方言俗语在现代主义的光照下捕
捉那些带血的细节，正面的、全景式的来表现中原农村和农民，而不
是浮光掠影。苏金伞在《跟妈妈说》一诗中写道：“有一条黑狗/在野
地里扒坑/都说这是老八婆家的狗/老八婆已经死了三天/才被人发
觉/——这狗是替主人挖墓穴哩/大前天/她还跟我一起挖野菜/她的
肋巴疼/弯不下腰来/她说她没有一个亲人”。

闻一多则认为中原诗人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
算佳品，它或可以与《繁星》并肩……《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
品”。茅盾和叶圣陶认为他的诗歌真切地描述了农民生活的惨烈，
风格刚劲，“带点原始性的粗犷”。徐玉诺和苏金伞的诗歌，来自中
原土地深处，又具有现代感，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

评论家单占生说：“对中国乡村的重新发现尤其是乡村苦难的
重新发现，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强烈关注，正是中国新诗人对中国诗
歌历史的巨大贡献。”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大变革，数亿人进城打工。
面对新的变化、新的境遇，一批新诗人迅速崛起。

他们与先辈诗人有着很大的反差，不仅诗歌观念有差异，表现
手法也更加多元、丰富。他们经过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众多的艺
术实践和探索，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农村、农民。
这是一群有着开阔视野和现代意识的诗人，面对大变革的中国乡
村，诗人用自己的内心去体悟世界，自己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带着
一种温和的爱，显得自由、从容，不时地对自身进行着深刻而又痛
彻的反思。

这些诗人的乡村生活写作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更为复杂、更为
多彩，内容更为斑驳，也不再是单线条。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城市
和乡村二元对立的写作观，也就是对抗“城市病”的写法，不再矫情
和煽情。诗歌中有时既有乡村，也有城市的影子，有时城市和乡村
纠结在一起，难以分清彼此。因为乡村和城市的界限正在变得模
糊。这些诗表面看起来异常平静，没有激辩，没有大词，没有说理，
只是娓娓道来，像是在叙家常。然而，在这平静的叙述语调背后，乡
村不仅仅只是乡村，农民不仅仅只是农民，他们首先是一个人，完整
的人，一个去掉了农民工头衔和农村户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

因此，他们的诗歌突破了以往乡村诗的狭窄地域，使乡土写作
具有了立体感和文化意味与内涵。村前的泥泞小路不仅是属于乡
村的，也是属于诗人和全人类的，村头上那个老人的疼，不只是一个
农民的疼，更是一个正常人的疼。我们不能把这些诗人冠以乡土诗
人，因为他们的诗歌不只是属于乡土，他们在处理乡土题材时，并没
有把它们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来写，只是作为诗来写，只是作
为人来写，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来写。

比如：杨克的诗《人民》，他的诗思飞翔于当下诗歌的烂泥之上，
大胸怀，大制作，大悲悯，写得结实而柔软，成为一个时代的写照和
檄文，句句敲击着人的心灵，并给那些卑微的人们以诗意的爱抚。
雷平阳的诗《杀狗的过程》，一个平常的杀狗事件，一般人会因为见
得多而表现麻木。但经诗人道出，却是那样惊心动魄。诗人说出的
事件已经大于事件本身。那血口高悬着，也许就是我们自己，就是
那个“回乡奔丧的游子”。从而道出人类身上普遍的疼痛。

比如我的诗《复合的人》：
他想独自待一会，清静一下
他试图剥离自己，把体内众多的人脸，众多的
嗓音，众多的车辆，光，速度，扬尘
剥离下来，但没有成功

他无法成为单一的人
他是一个复合体，混浊，迷茫，独自坐在灯光下
身体仍然是一条交通繁忙的敞开的大街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城市的繁华，造成他内

心的迷茫。诗中并没有写他打工的艰辛，那是一种老旧的写法。而
是以我心写他心，写他的内心世界，一个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也就是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无助和迷茫。在这首诗中，你看不到城市和乡
村的界限，看不到农民与市民的界限，界限消除了，只剩下一个活生
生的个体的人。他以人的视角来感受城市这个陌生的世界。

1980 年以后的中国乡村诗，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乡村诗，它们
除了受现代诗的影响外，也继承了五四以后中国新诗的优良品质。
艾青和苏金伞们像丰碑一样立在那里，我们每一回头都能看到，我
们之间的气流仍然贯通。

新诗 100年来，经过诗人们艰苦的探索和写作实践，基本解决了
新诗是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诗歌技艺，已经可以和世
界接轨，不逊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然而，我们仍然缺少大师和伟大
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诗歌呈现出的是大面积集体的贫
血，精神强力不够。

诗歌是民族的触角和精神的强力，只有精神的强力之光才能点
亮诗歌之光。中国当下的诗歌需要像美国惠特曼那样具有精神强
力的诗人，需要像李白、杜甫那样精神强力的诗人。诗人需要补钙，
整个中国文学都需要补钙。

在中国乡村伟大的变革时期，应该出现伟大的诗歌和伟大
诗人。

也许曙光就在前头。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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