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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玄武好几年了，是黑陶介
绍认识的。黑陶说，玄武这个人有
义气，有才气。

对待生活，玄武是个有态度的
人。事情想清楚了，就去做。比如
说，他最早想拥有一个开满鲜花、
属于自己的小院，即便一时有困难
也阻挡不了他的行动。在微信朋友
圈浏览玄武的日常，可以看出，面
对生活，他是一个敢说敢为的汉
子，有时傲慢，却又在一些美善的
人事上显得谦逊。他看不得人世间
的阴暗、苦难、不公正与不公平，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他都像一个要
举石砸天的怒目金刚，这怒目下
面，怀藏的却是一副低眉菩萨的悲
悯心肠。

感觉玄武是颇有些古气的，也
喜欢他写的古体诗。他虽然自己开
着四轮车，却有心思把车当马匹对
待，他从来不进洗车店去洗车，而
是坚持自己洗，他感觉洗车的过程
就像是给自己心爱的马匹梳理毛
发。

玄武饲养的大狗名叫老虎，我
个人始终很难把种花的玄武和养狗
的玄武联系在一起，把他们想成同
一个人。然而，无法更改，种花养
狗这两件事，就是由玄武同时做
的。面对那条一百多斤的大狗时，
他是壮汉侠骨，面对那一院子的花
朵，玄武又一派贤士柔情。

其实，我也是个爱花的人，是
极爱的那种，重度花痴级别。从十
二月的腊梅到六月的荷花，无一不
让我沉醉迷恋，所以，当我得到玄
武的 《种花去》（玄武 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由衷的喜爱难以言表，
就像，一个人在为你做着你想做而
又没能做的事，就像，一个人实现
了你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

作为一个书写者，每一次写作
都是在梳理自己，寻找自己，玄武

也同样如此。“人间荒岁，不堪一
度，我不知觉间已是中年。近年来
不断在想，我真正想要什么，怎么
去做。人终须找回自己初衷，若已
扭曲，那么再扭回来⋯⋯”这是我
在 《种花去》 里阅读到的文字，玄
武就是这样诚实面对自己的写作者。

《种花去》 分为五辑。第一辑：
千军万马，不敌一颗种花的心；第
二辑：朴素如泥土，奢侈如十万朵
花；第三辑：悲伤如一条北方河流
仅剩的水；第四辑：人之卑微，穷
一生不能遍行一条山脉；第五辑：
在秋天，风把世上所有落叶吹往故
乡。读着这开卷的文字，我为什么
要把它们再打一遍，是因为我觉
得，这些文字与玄武之间，仿佛有
神赐予他们的一种浑然天成。赤
诚、热爱、温情、豪气——这些汉
字就是属于玄武的，应该产生于玄
武笔下，而不会是别人。

散文家、《文学报》主编陆梅说：
“读着《种花去》，感觉真诚，泥土一样
的真诚，花朵一样的真诚。这个养
狗、观鸟、育儿、做饭、品茶、酿酒、读
书、写书、做‘小众’公众号，更看花、
种花、养花、育花、护花、写花、爱花的
汉子，他真诚地爱着、怒着，泥土一样
地爱着、花朵一样地怒着，爱出了难
得的赤子之心，怒放了可贵的男儿之
情。”

这个写 《种花去》 的玄武，在
《种花去》 出版之前，他独立出版、
限量印刷 287 套的 《众神》《断铁》

《夜行》 已收获了众多好评。了解这
些，也就不难理解有朋友说他“把
自己一个人活成了一支军队”。我曾
经说，他的情绪情感，爱与恨，饱
与饿，都是“加浓加粗”翻了倍
的，一如他的文字，总体是肆意、
率性、豪气、悲悯、掷地有声。从
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生活、生命
的状态，他读书多，文学上有才

气，表达有真情怀，自己的喜怒哀
乐与对人对事的观点，从来没有粉
饰与虚伪。

写作 《种花去》 的姿态是自由
的，其情怀与内容是真切而又美好
的，篇幅以微型居多。在当下这个
很多东西都泛滥成灾的年代，有时
少优于多，优异的文字，读者总能
从中感到书写者的体温与情感，这
才是文本最打动人最有价值的部
分。读着 《种花去》，那么真切，我
仿佛一步步走进玄武家的院子，看
到他栽种的品名好听的花朵，闻到
花香；看到红樱桃、悬挂的葡萄、
蓝雪树、香茉莉、绿葫芦⋯⋯枝杈
间有鸟儿飞旋，蜜蜂和蝴蝶在花间
盘绕⋯⋯

玄武的 《种花去》 同时也充满
了抒情与诗意，甚至可以说，抒情
与诗意无处不在。比如，《水沟空》
的结尾：“落日正坠，仿佛发出惊心
的、击鼓一般的滚动声。万物之上
的光辉，被迅疾地收回天际。”一身
正气的诗人刘川曾说，玄武文字，
清刚、桀骜，不虚伪，有奇气，更
具良知，非傻子能读，非匠人能
学；诗人余怒说，玄武短章，兼有

《枕草子》 的幽玄、《吉檀迦利》 的
清朗和 《野草》 的遒劲⋯⋯玄武笔
下的有些汉字确有青筋突起的面
目，并不留情面，但是在这背后，
却闪现着正义、慈悲、人性的美好
光芒。我亦以为，玄武的文字，或
狂放或温柔，但向美向善之心其实
又终是一致的。

读 书 ， 写 作 ， 做 纯 文 学 公 众
号，养娃，种花，遛狗，亲近大自
然，与朋友们欢聚，豪情喝酒唱
歌，这些内容大概可以勾勒玄武的
总体生活。生命的品质 （质地） 决
定作品⋯⋯只能是这样。豪气与诗
情伴随着玄武的文字，清新而真诚。

“这个夏天，我要发狠完成 40

万字，它们必须达到我要求的质
量。趁还能发飙的年华，全力以赴
吧。做任何事都该全力以赴，不留
后悔余地。”这是前几天玄武发在朋
友圈里的内容，我感到他自有一股
力量，可以穿刺时间⋯⋯

在这个资讯过剩的时代，有些
文字，少即是多。让自己的一颗心
回到美、回到自然中去，试想，还
有比“种花去”更诗意更纯粹的行

为吗？
任何时候，文学是人学。随着

时间流淌，集古气、少年气、英雄
侠气于一身的玄武，他的内心或许
会有足够的淡定、更大的宽恕和悲悯
来临，到了那个时候，相信玄武笔下
生发的文字，一定会更加从容、雄浑、
稳健，更加地阔大起来⋯⋯

（作者系诗歌、散文写作者，作
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等）

自有一股力量自有一股力量，，可以穿刺时间……可以穿刺时间……
——读玄武《种花去》及其他

麦阁

看到 《诗映大唐春——唐诗与
唐人生活》（尚永亮 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 这本书，心里满是感动。
在我的想象中，大唐是个丰腴而浪
漫的时代，唐人生命根底里的情感
厚实，发而为诗，铿锵有力。

许多诗人恣意昂扬地走进这个
时代，又在背影迷离时给我们留下遥
远的绝响。那些动人心魂的声音令

我反复读，反复思索：他怎么能充溢
着那样饱满的力量和情感？连悲戚，
也似乎带着生命之火在熊熊燃烧？

书中关于“唐诗与唐人生活”
的内容回答了我心中对于那些诗
人、那个时代的许多困惑，它尝试
着从情感上打消我们与唐人、唐诗
的隔膜，让我们有机会看到那许许
多多诗句背后真实的诗人，在他自
己的时代里欢欣、悲痛、挣扎、享
受过的诗人。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在听到李
白高声吟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
岂是蓬蒿人”时，仿佛看到了一个快
意恩仇、勇毅果决、洋溢着傲人自信
的诗人；看到他独坐花间，举杯邀月，
对影舞剑时，又打心眼里钦佩诗人在
寂寞中涌动出的生命热情。孤独，在
他的吟唱里竟也让人神往了。作者
在书里讲到了李白，讲到了李白的

《侠客行》和漫游名山大川之举，他
说：“出走，似乎是唐代人内心中很
深切的愿望，他们志在四方，想到
广阔的天地里去看一看，去有一番
作为。”作者把李白的漫游作为一个

典型，放到整个盛唐的时代背景里
去观察和分析。在阅读中，我发现
以前读李白诗时那种萦绕在他通身
的“仙气”逐渐散去了，隔着千年
的历史，诗人的轮廓似乎更清晰
了。李白，真真实实地活在盛唐，
不在天上。他和杜甫、岑参、高
适、王维等人一样，和那个时代其
他的读书人一样，有一个去朝廷做
官、一展宏图、实现人生最高价值
的梦想。而漫游、隐居等，都可能
是为这个梦想所做的准备。作者在
书中寻找这些诗人在仕途上进进退
退的足迹，透视了整个唐代知识分
子群体。他们可以在仕途失意时吟
出落拓不羁的诗句，也可以潇洒走到
塞外策马扬鞭，但在他们心中，被皇
权重视仍是无比重要的。得到了，便

“仰天大笑出门去”，失败了，也“万死
投荒”心不减。如此看来，那些诗句
更像是诗人对自己受伤心灵的某种
安抚和确认。

书中讲了很多科考的小故事，
作者没有对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群体
作宣泄式的悲悯，而是在许多人物

故事的背后，客观冷静地进行了分
析：文人群体在那个时代所认同的
价值追求到底是什么？他们要如何
安放自己的生命？十年寒窗苦读，
究竟是什么在促使他们耗尽毕生心
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什么他
们在仕途失意之后会有那么刻骨铭
心的生命体验？理解了这些，才能
真正对那些为理想奋斗、挣扎的诗
人有深入了解，诗人简介里的“落
第”“被贬”“左迁”等词似乎才有
了分量，它们不是一张例行公事的
履历表，而是诗人生命的一部分。

在作者所举的例子里，尤让我
痛心的是柳宗元。以前常读他的

《江雪》，佩服他能写出孤绝冷峭的
境界，如今读完这本书对柳宗元一
生的概述和分析，忽然悲从中起：
这样的少年才子，有一腔热血想要
挥洒，最后却只能在柳州这样一个
蛇虺瘴疠之地终此残生。比孤独更
让人痛心的是那一种至深至切的生
命荒废感，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这种荒废感，像文火一样不断地、
越来越烈地烤炙着他的心灵。”恐怕

在这样的逆境里，也只有独钓寒江
雪才能坚守住自己。柳宗元对自由
强烈的渴望和被压抑的现实形成了
极大的反差，而他的诗正是在这样
的反差中爆发出强烈的生命能量。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
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
故乡。”这种执着、眷恋，可以说深
蕴着被贬谪的诗人心念故乡而终身
不能归去的锥心之痛。

在我们的时代里，大家已经失
去对“距离”的敏感，可是在那些
诗人的年代里，被贬远行，很可能
就是生离死别。这样的痛切感，我
们是很难体验到的。因此，作者在
书里不仅在讲故事，列史料，更把
自己心灵体验到的诗人和他们的生
活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样的阅读，
让我对那些遥远的诗人多了一份同
情和共鸣。他们不再是一个个标签
式的存在，那样的神人、伟人的内
心世界里有多少也是和现在的我们
相联相通的。这样读诗，才是在试
着“尚友古之人”吧。

（作者系重庆南开中学教师）

大唐的样子 诗人的真实
陈怡逸

“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
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 《候鸟的勇
敢》 中，将它拉入画框⋯⋯”读迟子建新作

《候鸟的勇敢》 之前，便被她的后记所吸引，
好奇这会是怎样一本书。迟子建说，爱人去
世前的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他们去河岸散
步，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从未见
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
艳。爱人说那一定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
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他们
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
后，她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儿，母亲说自己在此
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
她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迟子建
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
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

在这部小说里，迟子建以候鸟迁徙为背
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既写
出了东北的落寞，也写出了东北的生机。她触
及东北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比如人情社会
与体制迷思，又将“有情”藏匿在东北严峻
的社会现实背后，红尘未了的德秀师父、老
实憨厚的张黑脸，他们因孤独与善良而相拥
的情感，这些人事、情事、心事融汇到东北
莽林荒野中，汇聚成迟子建的文字力量。山
西大学教授王春林认为，迟子建关于张黑脸
与德秀师父、关于那对东方白鹳的文字，甚
至她的这本书本身，都可以被看作深潜于作
家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情结的艺术书写。

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蓬蒿剧场策
划的“迟子建新书 《候鸟的勇敢》 朗读首发
会”在京举行，首次以朗诵加对谈的形式呈
现新书，用声音来展现迟子建文字的美感，
用朗读来分享文学的质地。来自全国各地的
迟子建的“灯谜”们接力朗读《候鸟的勇敢》
新书片段，阿来则用四川话朗读了《候鸟的勇
敢》的结尾。迟子建说，刚开始听阿来的朗诵
想笑，“但朗诵进入了情境以后，进入了小说之
后，我被感动了，一个好的作家对于一个同行
作品的肯定让我心里特别温暖”。

阿来提到迟子建小说结构的丰富，层层
“交响”。他说，“在中国，很多作家只关注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注意到自然界与人的关
系，而迟子建的这部小说从自然界出发，用白
鹳的生命形态对小说的主要人物形成一种灵
魂上的启示和救赎，自然与人形成了一个互相
映衬、互相对比、最后互相提升的关系”。

“写 《候鸟的勇敢》 的时候，我是一种很
自由、很过瘾、很不忍从里面出来的状态，
我希望以后的作品也依然会保持这样的状
态。”迟子建说，当时她住的房子正好面对着
哈尔滨新区群力外滩公园，能看到喜鹊、麻
雀等各种鸟，所以白天在作品当中跟候鸟打
交道，黄昏散步的时候看到的又是这种鸟，
就觉得整个生活是在 《候鸟的勇敢》 的情境
当中。“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在生活，可能放下酒杯到厨房的一刻，感觉
到张黑脸的背影；迈出这个门槛去倒垃圾的
时候，可能感觉到德秀师父就像我细节里面
写到的——她拿着一个半湿的毛巾去擦那个
门槛⋯⋯这些人和我产生了一种共融，就在房
间的每一个角落。”迟子建希望 《候鸟的勇
敢》 是开启下一部作品的一个序幕。

朗诵会现场气氛热烈，来了很多人，有
的站着，有的坐在蒲团上，迟子建说：“你们
特别像 《候鸟的勇敢》 中我写到娘娘庙里面
打坐的，特别符合小说的氛围。”活动结束
后，在线上的“灯谜”群里，读者们仍在继
续朗读这部小说，有的人是陪伴了迟子建 20
多年的老读者。迟子建说：“你们是我在极寒
之地一团温暖的炉火，照耀我在极寒之地继
续前行跋涉。”

迟子建：所有的翅膀
都渴望飞翔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迎来第十
一位驻校作家——著名作家阿来，
本文为学生代表在欢迎仪式上的发
言，其中既表达了对作家的崇敬，
更表达了对文学的理解。本版摘编
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编者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学生
代表站在这里，向阿来老师表达我
们诚挚而热烈的欢迎之情。和阿来
老师一样，我也是一个四川人。记
得初读阿来老师的作品还是在高
三，在那个紧锣密鼓备战高考的冬
天。四川的高考竞争压力非常大，
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刷题中度过，
身边的同学们没有时间去读文学经
典，也没有老师告诉我们有必要去
读什么经典。那段时间，我和我同

桌在一次重大的模拟考试中考差
了，灰心之余，我们想读几本闲书
放松一下，于是便去学校那座无人
问津的小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她借
了一本当时流行的魔幻爱情小说，
我借了一本 《尘埃落定》，晚自习
时，我们就坐在最后一排偷偷地读
书。那时我既没有学过文学史，也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 《尘埃落定》
竟然这么好看！那两天，我课也不
听了，作业也不做了，读几行就抬
头告诉我同桌“这本书真的太好看
了！”她，一个从来只读通俗小说的
人，将信将疑地读了几页，惊讶地
发现我没有骗她。因为只有一本
书 ， 我 们 又 都 等 不 及 对 方 读 完 ，
于 是 我 们 便 计 划 每 个 人 读 上 几
节，然后在课桌底下递给另一个
人读，我们就这样偷偷摸摸地读

完了这本书，还就书中的人物形
象 讨 论 了 很 久 。 在 我 的 记 忆 中 ，
那 是 我的高中时期仅有的几段与

“文学”有关的记忆了。
我并不认为一部作品的“可读

性”有多重要，我想说的是那时我
们两个没有受过足够的纯文学启蒙
的高中生，的的确确被这部作品里
的某些意蕴强烈地触动了。当我第
一次见到阿来老师本人，已经是去
年这个时候了，去年的 5 月 24 日，
我已经大四了，阿来老师已经写出
了 《空山》《格萨尔王》 等新作品，
在十月文学院第三期“名家讲经
典”活动上，阿来老师分享了他对

《百年孤独》 的理解。在整个讲座过
程中，阿来老师有一句话让我感触
很深，他说，一个人接受纯文学经
典熏陶的过程正是把过去受到的错

误的、死板的文学教育移除出去的
过程。顺着这句话，我想起了许多
事，既想起了高三时读 《尘埃落
定》 的震惊，又想起了我在文学上
走过的弯路，更想起了我不变的初
心和此刻的幸运。

我还记得阿来老师曾经说过：
“写或者不写，就是看见或者不看
见，清楚地看见或模糊地看见，富
有意味地看见或者一般性地看见。”
这其实提示了我们：成为一个正
直、有灵性的人，成为一个优秀
的、有洞察力的写作者，才是写出
好作品的第一步，大量关于题材、
技巧、修辞的讨论，其实无助于产
生真正有超越性的作品，因为真正
的超越性只能来源于作家本人的精
神储备。而人性的光芒、启示的光
芒，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常

常更耀眼地闪耀于作家本人的言行
上。阿来老师的独特个性，始终让
自己“在路上”的态度，在阅读作
品与体察复杂现实之间不断往返的
努力，也同样启发着我，去更加深
入地理解文学，去首先拥有“看
见”、“有意味地看见”的能力。

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
这才是我们从亦师亦友的作家老师
身上，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
深知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如果有幸亲
身领受那个时代真正的大师们的影
响，那么这段经历会成为一颗高高的
启明星，成为指引这位青年一生的精
神力量。有榜样在前，在讲台，在身
边，在师大，在这条文学之路上，
我们的步伐定会更加稳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
学创作专业2017级研究生）

文学院学生致作家阿来
杨依菲

文学院学生致作家阿来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作为中国艺术发展
研究报告年度成果，《2017年度中国艺术发展
研究报告》 近日在京首发。

该报告是总结、分析和研判 2017 年度中
国文化艺术领域总体发展状况的综合性研究报
告。全书近50万字，由19位主笔、30位撰稿
人合力撰写完成，内容由导言和包括中国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音乐、舞
蹈、戏曲、话剧等艺术学门类，以及文化艺术
领域综合学科、跨学科等专题研究在内的 18
个子报告组成。

该报告力求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眼光，观
照文化艺术领域现象与热点、政策与导向、创
作与作品、活动与交流、研究与学术、趋势与
对策等多方面内容，着力开展深度的研究性梳
理、总结概括和学术评估，以年度发展研究报
告形式剖析年度艺术现象和热点问题，研判艺
术发展趋势与走向，凸显艺术追求的主流价值
取向，从历史和理论角度为当代中国文化艺术
发展作宏观把脉，为党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
言献策。

据介绍，“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是中
国艺术研究院每年度重要的基础课题项目，启
动于 2013 年，《2017 年度中国艺术发展研究
报告》 为第一次结集出版。

《2017年度中国艺术
发展研究报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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