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雁飞去了

它鸣叫的声音藏在三个汉字里

——选自韩作荣诗歌《雁鸣湖》

2017：

长风万里送秋雁
红色上衣，红色皮鞋，中牟县文联主席王银玲

宛若一抹霞光，将初到中牟的我笼罩在温暖里。始
终笑意盈盈的脸庞，身上带着一股子爽快劲儿，刚
见面就把新鲜出炉的《雁鸣金秋·诗歌卷》递过来。

这是历届雁鸣湖金秋笔会名家诗作的结集，
沉甸甸的，拿在手里，倏然间被感动。翻开，看到
大诗人韩作荣、李小雨、马新朝、傅天琳等的名
字，仔细读去，湖水的幽蓝气息，麦子的金黄馈
赠，青草和泥土的新鲜味道扑面而至……

还不止这些，听见箜篌的声音自历史深处传
来，高亢激越，行云流水，音符在师延大师拨弄琴
弦的手指上开花，诉说着中原大地的厚重与辽阔！

看到伟大的思想者孔子把疲惫隐藏在打着
补丁的长衫里，就是在中牟雁鸣湖镇一个叫朱固
南村的地方，他掉头回车，转身踏上去陈国的茫
茫路途，留下传颂千年的传说。

而公元200年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更在此
地播撒下奇迹的种子，其间的智谋和勇气，胸襟
与气度，丝丝缕缕，延续到今天。

还有那个“掷果盈车”的俊男潘安，祖籍就在
中牟大潘庄，他的故里春日池水荡漾，杨柳依依，
白色的棠梨花洒满了他的墓园，吸引着多少粉丝
寻觅的身影。

还有，这里还有道家名师列子、民族英雄史
可法……

我说，你身为书的主编，给我签个字吧。她
大笔一挥：让雁鸣湖的文学大雁飞向祖国的大江
南北！

这一天是 2017年 10月 25日。就在前一
日，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朗朗乾坤，江山多娇。
使命在肩，初心如磐。13亿中国人民意气风发、
豪情满怀，踏上新征程。

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
讲话声犹在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从2000年到2017年，举办了六届雁鸣湖金
秋笔会。这17年，是一个人所能奉献的最好青
春年华，是一个县域所能承载的最好发展机遇，
更是一方文学的水土所能孕育出的最为丰盈饱
满、草长莺飞的盛景！

让我们轻抚大雁的额头，悉心梳理它的翅
膀，送它飞向祖国的大江南北吧！是的，整个中
国的文艺界都看到了，看到这只羽翼丰满的大
雁，它振翅高飞，它自信翱翔。

不然，这一次，为什么她回来了？这个叫何
向阳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诗人，她是河南的女
儿！童年时，她曾手持墨水瓶做的小油灯在求学
的山路上行走，后来，她把文学的火焰带到京
城。担任中国作协创研室主任的她如今在更大
的格局上为文学服务。她回来，带着对家乡对亲
人对这方土地的深情和眷恋。她的微笑像是一
个精致的酒杯，里面盛着无尽的赞美。她说，美
丽中牟是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中牟环廊相连，
水绿交融，环境优美，呈现出生态文明的景观。
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成功举办，彰显中牟在文化
建设上具有前瞻性举措，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不然，为什么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赴中牟？这
些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解放军报、文艺报、北京日报、福建日报、解放日
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中国报纸的副刊界的
重量级嘉宾，他们听到了大雁的召唤，他们的眼
睛跟随雁儿飞翔的方向，看到了作为郑汴一体化
核心区域和战略支点的新中牟。

11月4日、5日，只是短短两天的时间，他们和
省内外60多位作家、诗人一起，走进中牟县规划展
览馆，翻开历史的书页，目睹新城镇的时尚与气魄；
在时尚炫丽如童话城堡般的方特欢乐世界，乘小
火车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越，随传说中的万花筒飞
转，在动人的爱情故事里唏嘘感叹；在绿博园里和
纷纷飘落的黄叶对话，感受秋日草木的精神，如同
春天花草的香气；走在建设中的黄河官渡大桥上，
眺望冬日的黄河，诉说历史的厚重与如今高涨的
热情；在雁鸣湖镇韩寨社区，和搬入宽敞新居的村
民交谈，聆听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鹭鸣湖，拥
抱随风摇曳的芦苇，凝望如画般的残荷，和澄澈的
湖水亲近，宛若置身阿尔卑斯山下的瑞士小镇；绕
着蟹岛，在水上木屋里拍照，徜徉留恋……

他们看到的中牟这本大书，也许只是其中薄

薄的几页，但他们从心底感慨这里的经济发展、
蓬勃生机和文化魅力！一份书写的热情被点燃，
大雁的倩影将随着他们的如椽巨笔，飞向神州大
地的各个角落。

回望11月4日上午第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
开幕的那一刻：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文化学者王守国先
生和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邵丽女士同时出现
在会场！

一个开口就是诗。他引用苏轼的《赠刘景文》
一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
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来形容这个时节的美
丽；他用“良辰美景，四美并具”来形容笔会的盛
况；他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与会作家、
诗人寄予厚望，希望生花妙笔助推中牟发展。

另一个坐着就是一幅画。优雅的她在致辞
中引用“九月授衣，十月获稻”一语对文艺工作提
出殷切希望，希望加强省份间的文学交流；希望
作家走出书斋，把握时代脉搏，拓宽视野，创作精
品；希望多培养基层文学人才。

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
嘉宾们畅谈中牟的现状和未来，人们从他发自肺
腑的笑容和朴实暖心的话语当中深深感受到中
牟人民的厚道和真诚。

中牟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楚惠东充满自豪地
向作家诗人们介绍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肥沃
的文学土壤；介绍中牟如何身处郑汴之间，“三
区”叠加、“四区”环绕，拥有航空、高铁和高速的
交通优势；又如何乘势而上，在全省县域经济发
展质量评价中，发展效益位居第一，发展规模水
平位居第二，同时以喷薄之势，开启都市生态田
园城市建设新篇章。更加鼓舞人心的是，中牟县
利用经济发展优势发挥文化优势，加强文化建设
打造文化强县。2017年初，县财政投资100万
元设立“潘安文学艺术创作奖暨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奖”，与之相配套，拨付800万元资金，在全县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这风，是党的十九大的长风。和着这长风，

是中原文化的清风，是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的
书香之风，更是“一肩担双城”的中牟正逢其时的
和煦之风，是中牟县文联扎扎实实推动基层文艺
事业发展的创新之风，当这一阵阵风交融，就有
了大雁拍击长空的大风。

那一刻，大雁乘风翱翔，鸣叫声响彻秋日晴空。

2014——2016：

隔云一雁衔秋去
2014年秋天，当我第一次走进中牟，参加第

三届雁鸣湖金秋笔会时，我并不知道那是笔会在
时隔10年之后的重新启动；还不知道那是王银
玲在卸下担任了10多年的中牟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职务后重新担任县文联主席，重新扛起笔会的
品牌大旗；也没有深刻体会到时任县委书记路红
卫全力支持笔会启动并带领四大班子领导参与
到笔会筹备中的远见卓识。

但我无比清晰地记得那一届笔会上评论家
孙荪老师亲切诚恳的发言，年逾古稀的他以中牟
县官渡镇新村民的身份说起和中牟的缘分，跨越
半个世纪的记忆，今昔对比，一个朴素单调的农
家闺女如何变身为明眸皓齿、风姿绰约的现代靓
女。他后来把这些都写到一篇《谁持彩练当空
舞》的文章中，并在河南日报中原风版醒目推
出。文中，他特别分析了中牟的“天时地利人
和”，由于几任县委书记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具

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文化自觉意识，对文化事业
大力支持，使得雁鸣湖金秋笔会逐渐成为中牟县
的文化活动品牌。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次见到作家张宇，作家
墨白，作家杨晓敏和他带领的小小说作家团队，
包括刘建超、非鱼和迄今接连5次参加雁鸣湖金
秋笔会的《沧州日报》副刊部主任高海涛等。我
被一种莫名的温暖情谊、热烈氛围和基层蓬勃的
经济文化发展势头牵引着，整整两天时间，徜徉
在雁鸣湖畔，在田间地头，在农业生态园、特色农
业公园，收获的是新鲜的气息，也更加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始
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
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的深意。我想，
雁鸣湖金秋笔会的启动无疑是在深入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2015年的秋天，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秘书
长大卫，时任省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高金光等
40多位诗人应邀参加雁鸣湖金秋诗会。那一次，
美丽的诗篇如雪花般飞到中牟，那一次，马新朝
老师写下这样温热的诗句：“我总是坚信，我的生
命中/会有一汪湖水，停息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
这就是你吗，雁鸣湖”；那一次，诗人张鲜明大声
呼喊：“这中牟啊，这中牟啊/原来是一枚金色的
纽扣/在大中原的胸襟上/闪闪发光。”

2016年，当听着王银玲主席那热情的欢笑
声再次来到中牟，参加第五届雁鸣湖金秋笔会
时，人们惊讶地看到，参加开幕式的有6位省作协
副主席：何弘、乔叶、杨晓敏、墨白、冯杰、鱼禾；惊
讶地看到50多位省内外重量级的作家、评论家、
诗人包括单占生、张晓林等，这些曾数次参加笔
会的老师们又来了！他们就是这样喜气洋洋，就
是这样乐此不疲，就是这样爱上一个叫中牟的地
方，仿佛一个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叩响了家门。

也是那一次，初见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的中牟
县领导楚惠东以及四大班子其他领导，我在他们
热情洋溢的话语中感受到满满的自信、热情的干
劲儿、博大的胸襟和高瞻远瞩的气魄，我想，这也
许就是王银玲主席笑容背后的底气和力量所在，
是雁鸣湖金秋笔会越办越好的源泉和支撑，是这
么多人满怀热情书写、歌唱中牟的动力所在。

那么多响当当的文章啊，一篇一篇接连发出，
在河南日报上，在大河客户端上，在河南思客的微
信平台上，点亮了无数读者的目光。你看看这标
题：毕淑敏《博士课堂的礼物》；李佩甫《中国有一
个地方叫：中牟》；何弘《水润天成的中牟》；乔叶《雁
鸣湖的好》；鱼禾《去中牟》；杨晓敏《中牟有个王银
玲》；李同昌《郑州向东是中牟》；宋志军《到中牟定
居去》；如月《中牟，想说爱你很容易》……

隔云一雁衔秋去，满目有山无限意。中牟雁
鸣湖金秋笔会品牌，就这样在中原打响；中牟和
雁鸣湖的知名度，就这样随着文字和诗行，飞到
更远的远方。

大雁的翅膀长硬了！

2000——2004：

江涵秋影雁初飞
最初，大雁是怎么起飞的呢？
循着王银玲的记忆，我仿佛看到，上世纪九十

年代，正值好年华的她应邀多次参加《小小说选刊》
《百花园》杂志组织的全国性大型文学笔会，凭着非
同一般的热情爽朗，她认识了不少文友。2000年，
她用学来的办笔会的经验，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下，组织了“中牟森林金秋笔会”。那是第一届笔
会，来自全国的40多人的作家、编辑阵容。

2002至2003年，她又成了河南省文学院举
办的首届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的作家班学员，省
内外一大批著名作家评论家都是作家班的老
师。她更有底气了。2004年，她组织举办“中牟
县雁鸣湖金秋笔会”，邀请著名诗人王绶青，省作
协主席田中禾、李佩甫以及河南省文学院全体专
业作家老师们和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朋
友到中牟采风。

就这样，雁鸣湖金秋笔会在中牟各界的关注
和扶持下，开始了它的成长步伐，到如今，已是娉
娉婷婷，风华正茂。从2014年到2017年，除了
这秋天的诗意相聚，每年在和煦的春风里，王银
玲还多次组织“著名作家看中牟”活动，平时作
家、诗人们也三五成群地来到中牟，讲学采风，饱
览中牟风土人情胜景，频出佳作。2017年 9月
22日，中牟县文联邀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知名主
持人和朗诵艺术家们来到中牟，成功举办“首届
雁鸣金秋诗歌朗诵会”，又是一个文化品牌！

就这样，这雁鸣湖边的一花一草，一枝一叶，
一沙一石，一田一地，日渐地走进人们的心里；就
这样，一个文化的中牟腾空而起，飞翔在雁鸣湖
的上空。

17年，500多位作家、诗人，1000多篇佳作，
结集成厚厚的两大本《雁鸣金秋·诗歌卷》和《雁
鸣金秋·散文卷》，令人叹赏！

我问：发起雁鸣湖金秋笔会的初衷是什么？
她答：因为热爱，想做到最好！
是的，热爱！想起她每每自豪地说起自己作

为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多次建言献策，为加强城
乡文化建设鼓与呼，那些提案都颇具长远眼光和
深刻意义，都带着她温热的呼吸！

热爱生长的家乡，热爱文学事业，热爱这热气
腾腾的生活，爱得纯粹，爱得热烈！这是她的初心。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愿中牟这只文学的大雁翱翔长空，初心不

改！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邓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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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凤秋

一
一个这样的夜，本身就是一首诗。
寂静空旷的绿博园，深秋的风带着微微凉

意，仰望星空中的那轮圆月，聆听它温柔的私
语，我们沿着枫湖散步，一直走到温暖的室内。

一个这样的夜，适合安放深沉的哲思。
当我们坐下来，看着眼前这个芳龄五十的

女子，在经历了岁月的一次次打磨后，面庞柔
和，声音清澈，眼睛里依然闪烁着真与纯，我笃
信，由作家、诗人何向阳来主讲本期中原风读
书会“诗与思”的主题，会有沉甸甸的收获。

曾经，她以年轻的生命为火烛，在文学天地
痴情燃烧。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
她的朝圣之路，她在漫漫孤旅中跋
涉，肩上是风，风里的霞焰喷射出暴
烈的光芒。诗性一直贯穿在她的评
论和散文中。从《朝圣的故事或在路
上》《思远道》《梦与马》《自巴颜喀拉》
《镜中水未逝》，到理论集《夏娃备案》
《立虹为记》《彼黍》、专著《人格论》等，
我们随她一起在路上，看变幻不定的
风景：无边的旷野，静默的水流，寒夜
的繁星，长空的彩虹。如今读她的诗
集《锦瑟》，感受到一种更加深沉的与
灵魂的对话，与时间的对视，与天地
山河的问答，有执着与肃穆，有从容
和淡泊，有欢喜与沉痛，一字一句都
是灵魂的歌唱，如此真切，如此动人。

二
一个唯一的夜，一次珍贵的聆

听。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毋庸

讳言，我的文学初心就是诗歌。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初中

生在日记里写诗。诗让她知道这个
世界上除了是非善恶，还有美。她试
着把自己对美的感知表达出来。她
最早的诗发表在河南日报上，那是
《我的苹果园》《我的记忆》《山那边》
《致林海》等一组诗歌，让她记忆深刻。

那时，青春的她正逢改革开放的
年代，一扇扇通往世界的窗开阔了艺
术借鉴的视野。她谈到阅读和创作
中，那些对她影响至深的女诗人的
诗。第一位是芬兰女诗人索德格
朗。她情不自禁轻轻地读起那些诗
句：

“……吸取我手的温暖吧。我
的手和春天有同样的血液。接受我
的手，接受我苍白的胳膊，接受我那
柔弱的肩膀的渴望……你沉重的头
靠在我胸前，一个唯一的夜，一个这
样的夜。”

“我的灵魂不会讲故事，不懂道
理，我的灵魂只会苦笑，扭紧它的双
手；我的灵魂不会记忆和防御，我的
灵魂不会考虑或赞许。”

“美是唤醒命运的微风，那扇子
轻轻地摇动。”

她一句一句地谈自己的阅读感
受，那细微的感知，那象征意味，那灵
魂的颤动，那强有力的书写，那是自
我心灵的一种印证，是诗人整体世界
观的体现。

第二位是英国女诗人白朗宁夫人和她的
《白朗宁夫人爱情十四行诗集》，她15岁骑马跌
损了脊椎，从此下肢瘫痪；39岁遇到白朗宁，收
获爱情，夫妇二人幸福地生活了15年，直到她
50多岁去世。她的诗提供了对爱与美的礼赞。

第三位是狄金森。诗人把激越的内容低
调地表现出来，冷静且不动声色。比如《某个
阳光斜射的时刻》：没有任何伤口和血迹，却在
意义隐居的深处 留下记忆；比如《战场》：他们
雪片般落下，他们流星般落下，像一朵玫瑰花
的花瓣纷纷落下,当风的手指忽然间 穿划过
六月初夏。她说，写死亡写爱，很少有人像狄
金森那样，写得这么与众不同。

那晚，她谈到自己在病中读辛波斯卡的
诗，感受她的敏锐度；她也喜欢惠特曼、聂鲁达
那样的诗人，但更喜欢里尔克，比如他的《杜依
诺哀歌》：“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
到我？”非常有力量；谈到艾略特的《荒原》……

中国诗歌的传统更是深深浸润在她的生命
中。第一部诗集《青衿》是她青春的纪念，书名取
自《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新作《锦瑟》书名取自
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是从2010年到
2017年这7年间的沉思与歌唱，一共70首。

为什么转向诗歌创作？她说与生命状态
重新慢下来，重新对自我之思有关系。

曾经，她认为理论处于创作的金字塔塔
尖，她朝着塔尖不停地迈进。忽然有一天，她
发现，金字塔塔尖应该是倒过来的。一个阶段
产生的思想，被这一代人接受，塔尖就成为塔
基。比如孔子的思想，作为儒家的伦理道德，
被数代人接受后，就成为人们肉身中携带的文
化基因，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变
成塔基。而诗歌则始终处于塔尖。就像布罗
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中写的：人首先是一种美
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诗歌作为
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
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她说，对我来说，诗歌是一种考验，是语言
的考验，修辞的考验，是人格的完整积淀。它
调动的是整体的经验。你能否成为真正的诗

人，炼的不是字，是人。所以，她把诗放在思之
上，在文学的朝圣之路上不断去企及。

她念出这段曾写下的文字：诗，这个活在
人世间的精灵，这个与我们同床共梦的爱人，
这个让我们目睹生活肌理倾听内心音乐的伟
大者。它心高气傲，却不鄙视脆弱与贫瘠……
它是我们身上的单纯与正直，是我们必将携带
的失败与憧憬；它是童真，它是战栗，它是肉身，
它是精神；它是你我身体上以及灵魂上的一切
印迹，它确如诗人所说，已与我们融为一体。
再找不到命运与心灵中最惊心动魄的剧场了，
人因有诗，便有了对于生活的最激越的感知。

她说，对我而言，诗就是这样一种光芒，诗
救了我。当我和诗站在一起时，我变成诗中的

一句。当我长时间置身于光芒之中
时，我会变成光芒的一部分。人通过
写作，变成这样的一种光芒，是一件
多么幸福的事情。

三
一个唯一的夜，一次难得的相聚。
他们从北京、上海、广州、福建、

河北等地赶来，到中原，到郑州，到中
牟，助阵第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他
们本身就是作家、评论家、诗人，他们
同时负责历史悠久、在全国颇具影响
力的党报副刊。这个夜晚，他们和我
省的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坐着，专
注地聆听。

那一夜，我们听解放军报文艺部
主任、诗人刘笑伟以白居易的《琵琶
行》为例谈他理解的“诗与思”。他
说，《琵琶行》中写了三次月色，分别
是“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
月”“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
白”“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
寒”。诗中既有灵动的诗意，更有深
沉的思考。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所以流传千古，
就在于这种同情心，这种平等意识，
这种人文关怀。思是诗歌的血液和
灵魂。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矿藏，只
有诗与思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些矿
藏才能燃烧。

那一夜，诗人高金光就诗与思的
关系谈到三点：首先，诗离不开思，写
诗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其次，诗
人之思考与理论家的思考不同，是形
象的思考，是诗意的思考；第三，好的
诗都是有思想的。古人讲究炼字炼
句。现在能让人记住的诗不多，记住
的好句子好段落更少，与关注现实的
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不够有关。

那一夜，我们像坐在课堂上，聆听
评论家、诗人单占生颇具洞彻力的话
语。他说，诗与思的概念，最初是哲学
家海德格尔提出来的，是一种存在状
态，与老子说的智慧的状态很接近。

他说，评价何向阳的诗，要放到
新诗的大背景里。中国新诗早期有
两个渊源。一个是史诗，用诗去记录
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二是东方的具有智慧性的诗。情感
与思想结合得很完美。

他说，向阳的诗延续了智慧性的
诗歌，且在思想性和形式上有发展。
《锦瑟》中诗的形式的仪式感非常强，

这有助于她呈现自己对社会、人生、情感的思
考。河南诗人在形式感上非常欠缺。在这点
上她可以给大家做个表率。

那一夜，我们聆听“80”后青年评论家李壮
和行超的发言，颇感清新、欢畅。李壮从写作
与生命的关系来谈诗与思，他说，当你在写作
和生命之间找到关联，感受到一种深沉，一种
庄严，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时，才能感受到真正
的快乐。

行超则看到评论家何向阳超越女性身份
的深度和广度，诗人何向阳曾经的对话意识和
如今追问焦虑的减少，但在诗中对于纯、真、美
的追求，那种少女般的纯粹和挚诚一直都在。

那一夜，家乡的作家、诗人、朋友围绕在何
向阳身边，他们的问候诚恳、温暖。

诗人张鲜明说，诗是自我与自我的争辩。
人需要通过思考来解决问题，通过智慧化解焦
虑，让灵魂安宁。

作家鱼禾感慨自己曾读向阳的评论读到痛
哭流涕。如今读她的诗，格外感受到一种深情。
她追问向阳，写诗对于她来说是艰难的还是过
瘾的？诗的表达是更深情还是更高远？思考力
对直觉力和诗意是否是一种伤害？而这种追问
都被何向阳一脸的微笑化解，都是可以兼容的。

作家冯杰精道地点评说，向阳的诗很内
敛、节制，感觉我们在饮醋的时候，向阳在造酒；
我们往酒里兑水的时候，向阳在提炼酒精。国
画里有泼墨、写意、淡墨，向阳的诗属于焦墨。

那一夜，我们聆听朗诵者秦莉动情地朗诵
《锦瑟》中的诗，《千年》《此刻》《淬火》，每个字都
敲打在人的心上，每一句似乎都让人触碰到无
限与疼痛。

那一夜，诗人阿紫情不自禁地读起何向阳
的诗《所爱》，和她自己写的《读中国》，一首是温
婉的情，一首是深沉的爱。

夜已深沉，诗情还在澎湃，思考还在持续，
诗人的身体已经疲惫，却还坚持着，不愿离去。

这一天是2017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
六。多年前，向阳的生日恰巧在这天。

一个唯一的夜，一个这样的夜。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