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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静处寻找诗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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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阳沟》到《重渡沟》

□李建峰

1958年 5月 19日，河南豫剧三团编排的现代
戏《朝阳沟》首演。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搬
上银幕，《朝阳沟》从此红遍全国。“走一道岭来，翻
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这耳熟能详
的唱词，以银环、拴保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青年的

“乡村爱情故事”，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无独有偶，六十年后，河南豫剧三团又隆重推

出了豫剧现代戏——《重渡沟》。该剧根据洛阳市
栾川县潭头镇副镇长马海明，带领乡亲们开发旅
游、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创作而成，2015年启动至
今，前后历时 5个年头，是河南豫剧三团推出的又
一部反映基层干部扎根乡村、担当有为的精品力
作。感人至深的真人真事，披肝沥胆的真情演绎，
是这部豫剧现代戏的最大特色。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尚。从《朝阳沟》到
《重渡沟》，正好一个轮回。六十年来，有着“全国现
代戏红旗团”美誉的河南豫剧三团，自觉担当记录
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艺术使命，善于
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作
灵感，先后推出了《朝阳沟》《李双双》《焦裕禄》《村
官李天成》《重渡沟》等豫剧经典，成为中国戏曲界
的时代代言人。

同一个频率：时代变了，不变的是“与时代同
步伐”。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和《重渡沟》的诞生，
并非偶然，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必
然，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1955 年，毛主席在河
南郏县大李庄乡组织 32名回乡知青参加农业合
作化的报告上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
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 7月，编剧杨兰
春和演职人员到登封市曹家湾村体验生活，与全
村老少整天往山上挑水抗旱。由于和老乡们朝夕
相处，有的年轻人就央求杨兰春在剧团找点工
作。可村里的老农民却对他说：“老杨，你说这新
社会，读两天书上两天学都不想种地了，这地叫谁
种呢？”他觉得农民说出了一个真理，联想到当时
郑州街头敲锣打鼓送“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劳动的
火热场景，就突然有了创作灵感，一个新的中国现
代戏高峰《朝阳沟》就此诞生了。而豫剧现代戏
《重渡沟》更是直接扎根时代、扎根现实——重渡
沟是豫西栾川县一个小山村，时任副镇长马海明
主动请缨开发重渡沟，将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了国
家 4A级景区、“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在彻底摆
脱贫困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得到完好保护。2011
年 5月，马海明在考察景区途中不幸去世。河南
省、洛阳市先后作出开展向马海明同志学习活动
的决定。编剧何中兴、姚金成笔下的豫剧《重渡
沟》主人公，正是这位带领村民摆脱贫困却英年早
逝的功臣马海明。如果说扶贫攻坚和生态保护是
当下中国两大主题的话，这个故事恰好典型地将
这两大主题有机结合为一体，从而使《重渡沟》散
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具有了独特的时代价值。
戏曲艺术看重师承，但也倡导推陈出新。艺术创
作，只有与时代同频，才能引起观众共鸣。一个甲
子，一个轮回，时代变了，但与时代同步伐的艺术
路径不能变。反映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的
精神图谱，坚守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
明德的初衷，从《朝阳沟》到《重渡沟》，我们能看到
河南豫剧人这种艺术上的传承与创新。

同一个情怀：歌颂英雄，不忘“以人民为中
心”。初心不变，就是恒心。为人民服务，是艺术的
初心，也是艺术工作者的初心。人民是创作的源头
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基
层，体验群众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抒写人
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朝阳沟》除主人公银环
外，还刻画了拴保、拴保娘、拴保爹、二大娘、老支书
等多位朴实、忠厚、风趣、可爱的农民群体形象。这
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源于编剧杨兰春的艺
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有人说，杨兰春
编导的戏曲之所以深受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创作
总能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中原父老。长久以
来，农民称他的戏是“农民戏”，中原人称他的戏是

“乡土戏”，理论家称他的戏是“生活戏”。而他却
说：“生活有多深，水平有多高。我天生血管里流淌
的是农民的血，胸膛里跳动的是农民的心。我用农
民的语言写戏，就是希望农民喜欢看，听得美，哼着
唱。”如果说《朝阳沟》赞美的是投身火热农村生活
的富于理想的知识青年群体、热爱劳动的农民兄弟
群体，那么《重渡沟》要歌颂的就是乡村振兴实践中
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新一代农民群体以及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的乡镇基层干部优秀代表，马海明、
吕二涛、赵老六、金娃等艺术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现代戏创作中对干部形象的塑造，往往容易陷入

“高大上”，但《重渡沟》的实践破解了概念化、脸谱
化难题。剧中，马海明有对原则的坚持，有对重渡
沟摆脱贫困的担当，同时又有幽默诙谐的性格；有

在重渡沟扎根下来、撵都撵不走的执着；有满怀希
望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美好憧憬，也有引导群众种
烟叶失败后的刺激和对乡亲们的负罪感。这个戏
没有喊口号，马海明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这就是
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艺术呈现，也正是这个艺术形
象闪光的地方。马海明像焦裕禄一样，对群众有
一股亲劲、抓工作有一股韧劲、干事业有一股拼
劲，这其实就是河南精神、中原精神、中国精神的
体现。戏里塑造的勤政爱民、务实担当的“马海
明”形象，不仅“重渡沟”发展需要，广阔农村也需
要，广大群众也需要，这个伟大时代需要，相信观
众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想看的影
子。从《朝阳沟》到《重渡沟》，从“村官”李天成、到

“乡官”马海明、再到“县官”焦裕禄，从投身农村大
建设的知识青年群体到矢志乡村振兴的新一代农
民兄弟群体，一路走来一路歌，我们能看到这种艺
术上的执着与坚守。

同一个追求：献身艺术，就要“用精品奉献人
民”。《朝阳沟》和《重渡沟》剧创人员，在创造艺术形
象的同时，也在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诠释和践行
着剧中英雄群体的精神境界，用拼命精神打造艺术
经典，用献身精神塑造英雄形象。1958年 4月 13
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朝阳沟》，盛赞“这是
个好戏”，并要他们进京演出。1964年，毛泽东、刘
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亲切接见全体
演员。《朝阳沟》是杨兰春、王基笑、魏云、高洁等演
职人员精心打造的结果，河南豫剧三团排演《朝阳
沟》时需要找一个体验生活基地，于是剧作者杨兰
春找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登封大冶镇
曹家湾，《朝阳沟》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在这里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多，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
的感情。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欢快的唱词、极具
个性的人物，使得这部戏很有感染力，堪称中国戏
曲现代戏探索道路上的经典之作。而《重渡沟》的
创作历程同样艰辛，前后历时数年，多次组织问诊
把脉，反复精心雕琢打磨，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深刻、
走向精致、走向审美，体现了河南豫剧人敢打硬仗、
敢啃硬骨头的精神。豫剧三团为了这部戏，加班加
点，不分昼夜。工匠精神已经不足以形容，要用拼
命精神来诠释。50多岁的团长贾文龙为演好主人
公，在演出中随剧情的进展和人物情绪的激荡，将

“硬把抖磕”“跳转跪”“搓跪”“舞龙搅柱”等连年轻
人都不敢常用的“舞功”绝活，一一完美呈现给观
众，演出现场高潮不断，掌声不绝于耳。导演张平
充分发挥了他把握全局的艺术掌控力，灯光、舞美、
音乐也都配合得很好。《重渡沟》在编、导、演、音、
舞、美等方面完美配合，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俱
佳，达到了较高的美学层次。演员尤其出彩，唱段
安排得很精心，每一个行当，每一个演员都有表现
的机会，声音的控制、应用和表达都是一流的。全
剧的音乐布局用心良苦，特别是里面的核心唱段
《干事歌》《钱字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能留得
下、传得开的。全剧自始至终有昂扬的情绪、乐观
的精神和明亮的色彩，特别是剧中浪漫主义的积极
向上的精神很感人，这与它喜剧性的人物设置，喜
剧性的冲突设计，喜剧性的语言风格有关。专家们
说，这是一部用心、用情、用功、用命之作。从《朝阳
沟》到《重渡沟》，是河南豫剧人接力追求完美的过
程，是一个从艰辛到艰辛的过程，是一个从经典到
经典的过程。

同一个旨归：以文化人，必须“用明德引领风
尚”。文化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
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以文培元的使命。正如银环的唱段：“祖国的大
建设一日千里，看不完说不尽胜利的消息，农村是
青年人广阔天地，千条路我不走选定山区，离城市
到农村接受教育。”《朝阳沟》如同战斗冲锋号角，激
励了千千万万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大建设，也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投身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实
践。六十年过去了，观众仍表示：“每次观看这部
戏，都会被戏中的满满正能量感动。向经典致敬！”

“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时代，有一种回家的感
觉。”这几年，豫剧《重渡沟》坚持用艺术的形式为基
层干部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激发贫困群众摆脱贫
困的内生动力，激励脱贫攻坚的斗志，凝聚乡村振
兴的合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原更加出
彩，营造更加浓厚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剧组边
排边演、边打磨边提升，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普遍
认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评价“《重
渡沟》是个好戏”。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戏曲现代
戏研究会会长季国平指出“《重渡沟》是同类题材作
品中的上乘之作”。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
所长王安奎说：“《重渡沟》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
马海明身上有新时代的特点，他在职务、金钱和人
民之间作出的抉择，对当代的干部和共产党员有启
示作用。”

从《朝阳沟》到《重渡沟》，印证了一代又一代中
原儿女追梦的足迹，谱写了新时代中原大地波澜壮
阔的奋斗之歌！3

——以马新朝和杜涯为例谈“中原诗人”

▶《重渡沟》剧照

▲《朝阳沟》剧照

□霍俊明

无论是谈论当代诗歌，还是放置在特殊
的时间装置中——比如“新时期”“新世纪”

“新时代”，谈论者很容易坠入到一种文学进
化论的老路上去，而忽视了具体诗人、具体
文本所代表的个人能力、精神载力、思想能
力以及写作方式在时间法则和历史背景中
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
谈论时下的文学现象还是讨论整体意义上
的中原作家群，都应该回到原点上来，要从
文本出发，从语言出发，只有如此才可能一
定程度上还原出写作者和文本的真实样
貌。而这正是对文学自身的尊重。所以，谈
论庞大的中原诗人群体的时候我更想从个
体和文本出发，并以此来对整体性文学想象
提供一些差异和补充。这也就是我们在语
言和诗歌本体论的前提下所谈论的“诗性正
义”和“语言伦理”，而非从社会学和伦理学
的角度评判诗人。

诗人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求真意
志和精神词源在写作中重建“当代经验”和

“真实感”，进而承担文字的“诗性正义”是可
能的，也是必要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
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时下在不断强化诗
人“现实话语”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
人与公共空间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现实
经验转变为整体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
变形把个体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
的真实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实
际上，现实见证的急迫性和诗歌修辞的急迫
性几乎是同时到来又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此，我想重点谈谈马新朝和杜涯这两
位诗人。

一

毋庸置疑，马新朝和杜涯的写作方式和
诗歌声调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质，很容易把他
们从众多的诗歌声音中区别开来。与此同
时，马新朝和杜涯又提供了某些相通的诗歌
秘密和写作路径。这既与某些方面的地方
性知识对日常环境中的诗人在生活方式和
观察方式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又与诗人
的表达方式、话语方式有关。他们都提供了
安静的“向下”式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他
们的诗歌既是个人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又
超越了个人和时效而具有了持久力和普遍
意义。尤其是他们诗歌中独特的象征意味
和提升能力使得写作最终摆脱了个人美学
趣味的偏颇和狭窄，而走向激活了时间和空
间的复合结构。这样的诗更能使阅读者和
研究者形成时空背景下诗人的精神来路和
文本征候的认识，并进而以此为标尺来衡量
同时代的作家们。

马新朝和杜涯都在寻找“诗性之光”。
这是一种精神慰藉的需要——寻找命运伙
伴和灵魂朋友，也是诗人的语言责任和写
作道义。“一个普通人，当他抬头看到树上
的繁花盛开的时候，当他看到繁茂的枝叶
在风中摇曳的时候，当他看到细雨飘落在
大地上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在心中感到一
种温柔或柔软，他心中会升起纯洁、明净的
情感，甚至会在心中闪过一道含着希望、梦
想的光亮，这道光亮，其实就是‘诗性之
光’。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在他毫不察
觉时，‘诗性之光’就在一次次地安慰着他、
提升着他、照亮着他。”（杜涯《诗性之光永
存》）这最终都回到了一个本质性问题——
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作？

马新朝的诗歌总让我想到响器和平
原。

响器，在中原文化中更多的是与“死
亡”“祭奠”等联系在一起，“响器是村庄里
一再论证的中心/是魂，是命。”这是一种显
得非常富有悲剧意识和历史况味的乐器
——面对永恒逝去之物的哀鸣，面对永远
沉默之物的发声。在马新朝的“平原”这
里，我们会听到或现实或虚幻的诸多声响
——响器的哀鸣、木鱼声、“最小的噪音”、
风沙声、雪落声以及故乡人和异乡人的呓
语，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沉默。“他的话越来
越少，后来只剩下骨头。”这是一个拨开喧
嚣和浮光而渐渐沉入乡土事物本质内核和
精神内里的写作者。这个诗人用“最隐秘
的嗓音与它们对话”。

马新朝诗歌的另一个关键词和核心空
间就是“平原”。

这一“平原”是幻象和现实的结合体，
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空间是“马营村”。“马营
村”在马新朝的写作中高密度地反复现
身。而世代生活其间的人也是一个个“移
动的平原”。这一平原具体而抽象，诗人不
断深入、折返又不断满面狐疑，“即使站在
塔顶也看不到我的村庄/我在塔内找到
了。那是第十九层幽暗的接缝处/一个爬行
的小虫子。”平原，并不纯然是马新朝的精神
容器而更像是一个个碎片。诗人此刻的使
命就是将这些碎片粘贴起来，重新使之成为

“整体性的记忆”，而这近乎不可能。对于平

原和故地，精神难以安顿的诗人只有去重新
发现，此外没有任何别的捷径。

杜涯提供的是北方的“安魂曲”。这里
涉及两个关键词，“北方”和“安魂曲”。

“北方”涉及空间结构和地方知识。多
年来，杜涯诗歌的时间背景和空间背景一
样都是极其个人化而又带有浓烈的地方知
识的。落日或朝霞，平原和山川，树林和河
流都在强烈的个人时间感知中获得了反复
观照与擦拭。这是典型的个人之诗和时间
之诗。当我们从这些具体的事物出发，沿
着它们背后的空间结构，我们最终会发现
一个诗人的“北方”和“中原”既是温暖的又
是冷彻的。而重要的在于经由个人化的视
角和情感经验的重新过滤、淘洗、提升和变
形之后，语言化和修辞化的空间以及真正
意义上的现实感得以成形。反过来，很多
写作者是被刻板化的空间知识所单向度塑
造和规训出来的，而其文本也就只能是等
而下之的了。

再说杜涯的“安魂曲”。对于很多诗人
来说，写作类似于一种灵魂擦洗和心理补
偿的功能。尤其是对于有着不幸的童年经
验和家庭命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童年
与性格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确实是耐人寻味
的，作家赫拉巴尔终其一生坐在童年的那
棵巨大的樱桃树上不时回望，“树枝一直升
到铁皮屋顶上，有些树枝干脆就趴在铁皮
上。每当樱桃熟得几乎呈黑色时，我便从
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树枝，一直爬到高过
屋顶的树冠上，摘上满满一手的樱桃”。
（《甜甜的忧伤》）无论是我们不断强化和沉
溺于童年经验还是有意化解它，这都证明
童年经验的重要性。当童年不只是普世性
的人类经验，而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
尤其是新旧冲撞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时
候，就更具意味。对杜涯而言，父亲的早逝
以及无比孤独的童年导致了她一直地不安
和紧张。而当她终于找到了诗歌的时候她
残缺的心理才得到了此后几十年缓慢的弥
补。这是一直在寻找“诗性之光”的人，最
终她完成的是精神安魂曲。

细读马新朝和杜涯的诗歌，我在这个
时代流行的文字之外发现了更为深沉与隐
秘的部分。他们都是在低处和暗处发声，
他们的写作证明了诗人与空间的语言关系
以及诗人与词语的生命性关系。

对于诗人而言，身边之物更为可靠，内
心的纹理最为真实。马新朝和杜涯不约而
同地将写作重心投注在那些“静默之物”
上。黄昏和夜晚成为他们比较普遍的诗歌
背景。我看到在黄昏即将收起光线的一
刻，有人正弯腰俯身拔起那些阴影里的植
物。渐渐暗下去的瞬间，他们打量那些沉
暗之物的根系和泥土。也许，这正是诗人
的精神寓言。

二

“中原”“乡土”“北方”“平原”“河流”在
城市化语境面前所激发出来的更多是“乡
愁”，而相应的马新朝和杜涯所写出的也正
是“记忆之诗”和“见证之诗”。但是他们的
诗歌又与时下表层化和伦理化“乡土诗”

“乡愁诗”有着巨大差别。尤其是在低层次
写作和一些追摹者那里，那么多的“苦难”

“乡愁”“愤怒”构成的是“廉价”的伦理化写
作。我这样说并不是诗人不能抒写苦难、
乡愁，而是在于与此相关的诗作不仅数量
惊人而且品相也惊人地如同复制。如果一
首诗没有发现性和创设性，而只是情感的
复制和新闻化的现实仿写，这还能称其为
诗吗？所以，对于时下愈加流行和蔓延的

“新乡土诗”等，我抱有某种警惕。这不仅
来自大量复制的毫无生命感和个人化的历
史想象力，而且还在于这种看起来“真实”
和“疼痛”的诗歌类型恰恰是缺乏真实体
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换言之，
这种类型的诗歌文本不仅缺乏难度，而且
缺乏“诚意”。甚至在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
到当下中国这些类似的诗歌所处理的无论
是个人经验还是“乡土现实”都不是当下
的，更多的诗人自以为是又一厢情愿地凭
借想象和伦理预设在写作。它们不仅达不
到时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
社会影响，而且就诗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
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庸常之作。我这
样的说法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们注
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难度的。

马新朝和杜涯一直营设着特殊的“精神
风景”和格物学知识。而他们体现在诗歌写
作中的格物学知识则意义更为重大，不只是
对环境、事物和细节的重新发现，也是对词
语发现和创设能力的诉求。由这些封闭、半
封闭或开放空间的事物细部出发，那些自然
之物与诗人内心时常出现呼应或者矛盾，彼
此摩擦、龃龉、碰撞。马新朝和杜涯的诗歌
呈现为时间体验与内心冥想的精神对应。
他们在抒写平原（乡村）、城市等空间主题的
同时，在对乡土沦丧和城市扩张抱有忧虑和

痛感的同时也将关注点投注到生命个体的
深处——存在感、时间性的焦虑与和解，生
命单行道上的茫然自忖与释然对话。这必
然是关乎生命和内在性自我的“时间之
诗”——比如马新朝的“我小小的心脏里/也
住着神的气息，并经过/无数次的闪电刀劈/
也像这个黄昏般陡峭”（《法王寺，与古柏》），
比如杜涯的“我必须在远离尘世和欢庆的地
方攀爬/不再受景物幽明变幻的诱惑/我必
须赶在日暮之前到达/——赶在衰朽与消散
之前/因为一切都已如黎明的曙光显现：/到
达那里，是到达万有的精神/到达那里，是到
达纯粹之乡”（《高处》）。

不安、孤独、痛苦又不纯然是城市化时
代遭致的“离乡感”，而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
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精神故乡”。我们
将继续在文本世界中寻找文化地理版图上
渐渐暧昧不明的基因和根系，寻找我们已经
失去的文化童年期和前现代乡土经验的摇
篮。这是诗人对一种“根性”存在的寻找和
返回，尽管我们寻找的正是我们所永远失去
的。在此，我们可以认定马新朝和杜涯所要
作出的努力就是在寂静深处寻找，在这些不
再被时代聚光灯关注的场景和细节中，诗人
在不期然间同时与历史和现实相遇。这些
场景和细节既是记忆的历史的又是具有穿
透现实和当代的精神膂力的。这种看似日
常化的现实感和怀旧精神正在成为当代中
国诗人叙事的一种命运。对于地方性知识
和废弃之物的寻找实则正是重返“精神主
体”的过程，这种知识不是地理和地域的观
光手册，而是真切地与出生地、故乡、乡土中
国、生命成长史和精神见证史融合在一起的
精神胎记。这需要的就是个人化的历史想
象力——只有具有开阔的场域观念，才能将
历史、现实与个人在词语世界中融合起来。

三

长诗也许最能考察一个诗人的全面的
写作能力，这是对语言、智性、精神体量、想
象力、感受力、判断力甚至包括体力、耐力、
心力在内的一种最彻底、最全面的考验。而
马新朝和杜涯都擅长写作长诗。

汉语新诗一百年，诗人们在写作上的自
信力显然不断提升，而很多浸淫诗坛多年的
诗人也不断尝试进行长诗写作。这似乎都
为了印证自身的写作能力以及诗歌实力，也
是为了给一个想象中的诗歌史地理建立一
个可供同时代和后代人所瞩目的灯塔或者
纪念碑。确实，长诗对诗人的要求和挑战是
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许诗人在细节
纹理和整体构架上有任何闪失和纰漏，同时
对诗人的思想能力、精神视野、求真意志以
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反过来，也必须给一些嗜爱长诗写作的
诗人泼一盆冷水，因为从汉语诗歌传统来
看,长诗未必是衡量一个诗人重要性的首要
指标，甚至能够得以流传下来的恰恰是一些
短诗以及其中耀眼的句子。上世纪八十年代
包括江河、杨炼、昌耀、海子和骆一禾以及上
世纪九十年代的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等都曾
在长诗写作中进行了尝试和创新，但毕竟是
曲高和寡而应者寥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
今天，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代表性的长诗文本
出现，且不乏现象级的。但是平心而论，很多
诗人和评论家缺乏对这些长诗深入考察的能
力和耐心，尤其是一些体量巨大的长诗使得
专业阅读者也望而却步。以往的长诗大体有
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反之很难成立，比如神话
原型、英雄传奇、民族史诗等。但是随着近年
来诗歌和文化整体性结构的弱化，取而代之
的是一个个即感的碎片，那么长诗的写作可
能会面对着相应的挑战甚至危机。也就是
说，如果没有了一个整体性结构的话，那么长
诗该通过什么来完成？甚至我们还必须认识
到很多长诗是在急迫的妄想症和文学史野心
的驱使下仓促产生的，更多属于半成品和次
品，而有的所谓长诗也只是欺人蒙世般地把
系列短诗拼凑在一起而已。

但杜涯的《秋天之花》《北方之星》《天国
之城》等诸多小长诗显示了极其强大的介入
时代主题的能力和能量。这些诗也更为综
合性地显现出了杜涯的整体诗歌能力，既能
够写出个人之诗又能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开
拓出整体之诗和见证之诗。显然，这样的诗
是沉重的。就长诗写作而言，马新朝的《幻
河》也同样代表了一个高度。“黄河”是宏大
历史和民族、人类的喻体，更是一个诗人的
整体性的精神方式和想象空间。马新朝的
《幻河》是精神之诗和思想之诗，是一个总体
诗人的精神原乡和民族语言的“乡愁”。

马新朝和杜涯成功的长诗写作实践让
我们思考诗不只是“个体之诗”“此刻之诗”

“片面之诗”，更应该具有时空共时体和精神
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总体之诗、整体之诗乃
至人类之诗，当然后者的建构是以个体、生
命和存在为前提的。

汉语诗歌迫切期待着更多总体性诗人
的出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