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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走过天南海北!梦里总是亲亲故

乡!即使没有了爹娘!也想着那片无声

的土地!想着那条脐带般!牵魂连心的

河流

河流，那灌溉我们生命的河流，

跟随在我们身边日夜歌唱的河流，一

条一条，银鱼一样正离我们远去。没

有了河流，日子就缺少了诗意，缺少

了欢乐浪花；生活就缺少了畅美曲

线，缺少了明丽韵律，缺少了生命的

脉动与灵性。

《易经》 庄严地说：“天一生

水。”河流是地球最早的生命元素。

温度升高，气候异常，物种灭

减，都可在水那里找到科学而权威的

答案。水决定生命的温度，温度决定

人的健康，决定世界万物的生死存

亡。水是空气调节剂，调谐着宇宙间

的温度与湿度，影响着人类的情绪和

心态。当代人心境浮躁，焦虑，纠

结，易怒，中医说肝火旺盛，皆与干

燥紊乱的气候有关。人体与地球表面

平均温度分别应为摄氏 "#$% 度和 &'

度，升至一定高度，世界就可能面目

全非，重新洗牌。乞力马扎罗雪山，

已经融化 ()*。雪山消融，还会有雪

莲盛开？还会有雪域奇观？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

儿跑……缺水，天上的云彩也会变得

稀薄。内蒙古一位朋友说，这些年，

草原上空的白云瘦了许多，不再像肥

硕的羊群那样绵绵滚动，无边无际。

缺水，使得一些曾经绿草丰茂的地

域，被光裸和荒芜覆盖，而沙漠得意

地吹着呼哨狂舞蔓延……

缺水，常常令北方因无雪之冬而

陷入寂寞与困惑。中国二十四节气有

大雪小雪两个席位。飞雪迎新春，瑞

雪兆丰年。正月十五雪打灯，八月十

五云追月，那一定是好年景的吉象。

一腊三白，而今落一场像样的雪，几

乎成了一种奢侈。

地球，宇宙间一朵最美的花，只

是缺失了水，地球之花也会枯萎凋

谢，像秋风里飘零的一瓣黄叶。中国

曾经美如神话传说的楼兰，最终成为

了被沙漠掩埋的永远的传说神话，水

源破损是大自然法庭最严正的指控。

地球是一个巨大生命，其水脉犹

如人之血脉，其造水功能恰似人之造

血功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肆意

建筑，疯狂采掘，令地球血脉阻断，

遍体鳞伤；人类采掘地球体内的所谓

金银铜铁，无异于伤及人体的红血球

白血球。昔日井筒，舀出一瓢水转瞬

间即可补平溢满，如今水位日渐下

降，总有探底穷尽之时。

水缺乏与水污染，两把悬在达摩

克利斯头顶的利剑，日益威胁着人类

的生命。

今日非洲，每年有多少春苗样的

儿童，在阳光下春风里刚刚伸展绿色

的手臂，就被缺水的利爪摧折掐断。而

名目繁多的核污染化学污染，更使地

球母亲毒素浸淫，痛不欲生。楼兰的消

逝是可悲的，可怕的是人类正在滑入

楼兰怪圈。“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

人类自己的眼泪”；当河流成为传说的

时候，人类距离挽歌响起还有多远？！

生命有尽而宇宙无涯，以有限之

胃去贪欲宇宙浩瀚之广，是人类一个

致命之伤。黑洞般的欲望驱使下，人

类将上帝播种的欢乐，践踏得如同暴

风雨摧残过的荷塘。是人类借助所谓

科技手段，将大自然发掘得伤痕累

累，满目疮痍。尤是工业文明，一个

人类社会发展的怪胎，冠之以“文

明”，实乃对文明的讥讽与亵渎。

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

有发生在古代文明先进的中国？答

案：西方价值观孵化的工业革命，锋

芒直逼大自然，暴力索取，贪婪征服，

带给生态环境累累创伤。而中国以“天

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为宇宙大

观，追求天人和美，对大自然充满人文

关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贯注着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包括阴阳五行，儒道

精神，充溢着丰沛的东方文化气息。即

使火药，也只用之作迎春的爆竹，以点

燃生活诗情，烘托节日气氛。只有中国

的伦理思想，才是纠正西方偏斜失衡

的法宝———李约瑟幡然醒悟道。

我知道河流!我知道那天地般古

老的河流!它们比人类血管中流淌的

鲜血更为古老!我的灵魂变得和河流

一样深邃……美国“黑人桂冠诗人”

兰斯顿·休斯河流一般轰鸣的吟诵，

常常海浪般拍打我心胸的岸壁。我知

道人类只有在河流的歌唱声中，才能

找到安宁与幸福……

飘逝的河流
聂还贵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从创
作方式到作品样式，从文学态势到文
坛格局，都在不断的演进之中，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而诸种变化之中，最为重
要的动向，还是文学新人的纷至沓来
与长足崛起。目前的文学新人群体，包
含了“+)后”、“()后”和“,)后”。比较而
言，“+)年代人”更为成熟和稳定一些，
创作倾向上更接近于现有的文学传
统；而“()后”正在走向成熟之中，业已
形成的文学素养显得比较芜杂，很多
人创作上尚不够专心致志，一些人发
展的路向还氤氲不明；“,)后”还处于
文学爱好者的习作阶段，并在习作中
演练自己，初步积累经验和开始寻求
路径。因此，我们的青年作者队伍，急
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具体的扶持
与引导。

青年作家普遍重视“日常

化”生活与“小人物”形象

青年创作群体中“+)后”写作，在

各各不同的个性化写作追求中，表现
出大致相近的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
小人物的歌者，“日常化”的圣手。他
们看取生活，更愿意从边缘人的视觉、
日常化的层面入手，来观察生活中的
人和事，那些为宏大叙事所略过、所忽
视的生活与情感的犄角旮旯，他们更
有关注的兴味，也更有发掘的办法。因
此，在人性的审视上，人情的揣摩上，
他们显得更为细致入微，更加善解人
意。这在魏微、戴来、盛可以等人的描
写“都市闲人”的作品，在丁天、冯唐、
石一枫等人书写的“都市成长”的作
品，在路内、曹寇、阿乙等人的洞察“异
常人性”的作品，都有十分精彩的表
现。这种普遍重视“日常化”的生活与
“小人物”的形象，使过去为人们所忽
略的生活层面和人物类别，得到了前
所少有的观照，占居了应有的地位，这
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应予肯定的。

青年作家中的“()后”群体，早期
的以自传、半自传的方式书写校园与
青春的路数，已随着他们在人生与艺
术上的双向成长，开始向更为广阔的
社会生活伸展，向更具深度的人性世

界探悉，表现出明显的成长性。让人更
为欣喜的是，他们之中靠近传统文学
写作的实力派，艺术上的进步尤其扎
实而显著，这样一些有志有恒的青年
作家，数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升，他
们以他们的长篇新作为小说领域添加
了新的色彩与风采，他们更以他们的
崛起的身姿为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活
力与实力。这在近期笛安的《南音》，颜
歌的《段逸兴的一家》等作品中，表现
得更出色。笛安的作品，一路读来，满
眼的“小”：小人物与小家族，小细节与
小故事，小纠葛与小波澜，但却由小见
大，见微知著，小人物正由小生活的磨
砺，悄然走向了成熟。而颜歌则由貌似
家族轶事的家庭故事，先触摸了家庭
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
矛盾冲突，继之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
的窗口，向人们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
生活：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在家族、
生意与朋友之间穷于应对，忙乱的公
务事与混乱的私生活搅合在一起，日
子像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一样，油

腻麻辣，活色生香。无论是被重新提起
的往事，还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新事，唯
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
都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印
记。

但青年作家们由此反映出来的另
一个问题，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有所
忽视，对重要社会问题的明显疏离，这
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在充满生活的底
气的同时，又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大气
与时代的豪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
活，气象万千，群雄蜂起，与这样的时
代盛世，这样的人物群英相称的文学
描写，一直比较乏力，作品也并不多
见，其中有多种原因，而青年作家们在
这一重要方面的力所不逮和并不上
心，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厚今薄古的倾向明显

“()后”与“,)后”群体中有不少的
作者还表现出对于经典文化的不屑，
对于传统文学的远离，与其他代际相
比，他们不仅厚今薄古的倾向明显，而
且崇洋尚外的劲头十足，在文化积累

与艺术传承上，更重视横向的借鉴，而
轻慢纵向的继承。这些偏向都使他们
的知识库存与文学造诣，有着明显的
倾斜。当下的一些玄幻、悬疑、穿越等
类型小说，你难以在其中看到丰厚的
人文内蕴，多是武力与武艺的炫技，智
力与智斗的游戏，盖因这种写作本质
上是出于知识基础的艺术想象，而并
非立足于人间烟火的坚实大地。如果
说那种远离“宏大叙事”的写作缺少一
种文学的历史担当的话，那么，这种游
弋于神鬼之间的文字游戏，显然缺少
系连生活的人间生气。这样的两种倾
向，都可作为写作中的一种选择而存
在，但显然与“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的打造，
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对于有理想
又有追求的文学新人来说，这种个人
追求与时代需求的不相适应，委实值
得认真反思，并切实加以调整。

因此，切实加强对于文学新人的
引领工作，尤其是对于“()后”与“,)

后”的文学引领，已经刻不容缓，必须

提上议事日程。这里的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后”（包括“,)后”）作为注重
“自我”，张扬个性的一代，与他们之前
的代际有诸多的不同与差别，而正因
存在着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为存在
差异，才需要对话，并在这种走近与对
话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变。第二，“+)

后”、“()后”、“,)后”们所置身的社会
环境与文化氛围，日趋纷繁复杂甚至
暧昧难辨，而他们所具有的经验与能
力，在应对这种复杂与暧昧时，常常显
得力不从心，这使他们的成长，不仅不
很顺遂，反而更添困惑，更具难度。因
此，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方式和能力，
去帮助他们，以使他们减少迷茫，增强
自信。

更多地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

结合现实的具体情况和联系青年
作家实际来看，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
和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首先是加强对于校园文学的引领
和对学生写手的引导。据有关方面的
调查统计，目前中学生、大学生中爱好

文学并从事写作的人数众多，在目前
注册的-))多万网络写手中占居&)*，
主要为分布于大学、高中和初中的“,)

后”，“))后”。现在，除过一些学校自建
文学社，自己开展相关活动外，学生作
者跟主流的文学组织与体制，基本没
有什么联系；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存在，
也基本不在主流文坛的视野之内。应
把校园文学尤其是中学校园文学作为
整体文学的一部分，通过积极的介入
与引导，使之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其次是加强对于青年作家创作的
研讨，以评论的方式进行更有效的对
话。目前的文学批评，依然把目光较多
地集中于名家名作方面，对于文学创
作的新人新作较少光顾，更缺少从宏
观层面对一些倾向性问题的认真跟踪
与细致剖析，从而对文学创作的发展
态势作出建设性的批评。而那些在市
场上广为行销的玄幻、穿越、悬疑类小
说，最该有文学批评以评说的方式加
以引导，但文学批评恰恰又在这一领
域里严重缺席。因此，文学批评如何走

出滞留于传统文学的现状，面对不断
放大的文学与日益更新的文坛，已是
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一场异常严峻
的挑战。

再次是主流的文学期刊与体制内
的文学评奖，要更多地关注青年作家
的创作。由文学期刊、文学评奖等构成
的现有的文学体制与秩序，仍以传统
的文学从业者为主，其关注的重心，主
要是那些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已经成
名的作家群体，正在成长中的作家，体
制之外的作家，网络领域的作家，过去
一直不在视野之内。近年来由传统作
家与网络作家结对子，“()后”作者加
入作协等，开始有所改变，但力度仍然
不大，办法依然不多，还没有真正达到
在相互走近中相互了解，在相互了解
中相互影响的理想状态。

愿我们的文坛在切近自身实际，
直面新的变动中，不断吐故纳新，与时
俱进，也愿“+)后”、“()后”、“,)后”们
在与传统文学和前辈作家的良性互动
中，获取养分，得到助益，从而使当代
文学在合理的代际衔接和完美的文学
接力中，更为和谐而健康的发展。

文
学
新
人
的
创
作
需
要
提
升

白

烨

在山东青年诗人群落中，几位
女性作家的靓丽风姿是格外引人瞩
目的。捧读她们那或雄阔浩瀚，或
低回哀婉，或风轻云淡，或唯美智
趣的诗作，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其
悲悯仁厚的博爱情怀和飞扬灵动的
敏俏才华，更可以沉浸于高远与平
朴、厚重与灵俏、尖锐与柔软、凌
厉与温婉相融相成的诗情诗境之中，
畅享远空、低谷，尘世与乌托邦的
诗美之魅。

路也的诗歌运思沿着日常生活
的内在肌理，自然、舒缓而洒脱地
展开。其艺术想象力始终植根于平
实沉厚的大地，无论腾挪旋转也无
论跳脱飞升，总流淌着日常的温暖
与爱意。比如那首 《抱着白菜回
家》：“我抱着一棵大白菜!穿着大
棉袄，裹着长围巾!疾走在结冰的路
面上!在暮色中往家赶!这棵大白菜
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
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

臀部!!我和我的白菜似在上演一出
歌剧!天气越来越冷，心却冒着热
气!我抱着一棵大白菜!顶风前行，
传递着体温和想法!很像英勇的女游
击队员!为破碎的山河!护送着鸡毛
信”。日常化书写跟文学烈度高度契
合，素朴而不失典雅，具象又通联
起抽象，让你恍然大悟：原来这日
常情事里竟藏匿着这般人生奥秘。

对深远厚博诗美的追求贯穿于
东涯的诗歌创作中，主要体现在其
开阔大气的诗歌运思方式上。其意
象方阵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
半是阴冷一半是明亮，相克相生的
奇妙组接看似信马由缰，却深刻呈
示着世界和生存的悖谬本相。比如
《失语症》 .“我需要时时面对无处
安放的虚空!我受伤，逃亡，隐居海
岛……在孤独的海洋里，享受零重
力……我更喜欢礁石、浪潮、海鸟
和斑斓的!海洋生物，它们干净，纯
粹，没有私心!杂念和防备的围墙

……”诗句的力道遒劲浑容，将孤
傲个体与芜杂现实的龃龉撕裂挣扎
的种种，自由自在裸裎，读后给人
以强烈的精神震撼。

寒烟的诗作一直行走在一种有
难度的抒情之路上，想从她笔下捡
拾温馨与快乐绝非一件易事，因为
疼痛和创伤才是她酝酿诗情的活水
源头。在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的
当下语境中阅读寒烟或许是一种痛
苦，但是读懂寒烟后却使我们的心
灵享受到一种奇异的快感。这种快
感不是轻舞飞扬的舒散，而是一种
尖锐凛冽的疼痛，之后方是淋漓酣
畅的快意。比如《伤口》：“如果我
有一个伤口!那肯定是世界从我这儿
拿走了什么!那年冬天，我带着半颗
心!走向大海不是去寻找另外半颗!

只想碎得更彻底!!只有这更大的伤
口才能把我安慰，只有这儿才有永
远保鲜的盐”。把大海比作一个伤
口，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形象出奇

的超级比喻，然而这个比喻还有衍
生：大海这一伤口为什么一直汹涌
而永不愈合？只因为海水里有永远
保鲜的盐。一个人，竟想拥有一个
大海般巨大的被腌渍得永远新鲜的
伤口，其心中该是汹涌着怎样的创
痛？咀嚼并珍爱着这种创伤的诗人，
其灵魂该是怎样的强大？其担当该
是怎样的勇毅？

阿华的诗则来得静美清雅，不
造作、不浮华，明明灭灭的烟火气
息中有着宁静朴拙的真味，她用文

字编织自己的东篱，耕耘自己的
“梨树小镇”，虽然它“远离闹市!地
处偏远!但稻穗饱满!谷物金黄!堤坝
上面常有葵花开放”，长满了“红柳
和沙棘”。她用诗行起造的属于自己
的乌托邦，穿透了都市欲望魔障的
烟霭，让人获得了一种灵魂难得的
安详惬意。

这几位山东女诗人在诗境、诗
思、诗情延展上的迥异格调和个性追
求，丰实了山东诗人群落的创作，也
让中国当代诗歌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远空、低谷，尘世与乌托邦
———谈山东青年女诗人创作

李掖平

为纪念著名作家草明诞
辰 &))周年，中国作家协会
举办的草明百年诞辰纪念座
谈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举行。草明是中国现当代工
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
家。&,'( 年完成著名的中
篇小说 《原动力》，被译为
&) 多种外国文字。上世纪
%) 年代写出长篇小说 《火
车头》、《乘风破浪》。中国
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全面
回顾了草明的人生与创作历
程，高度评价了草明在文学
创作尤其在工业题材小说创
作方面的杰出成就。她号召
广大文学工作者学习草明同
志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的创
作态度和对广大工人的深厚
情怀，为文学发展做出贡
献。

文
学
界
纪
念
草
明
百
年
诞
辰

诗刊社子曰诗社日前在京
成立。子曰诗社主要宗旨是为
海内外广大的传统诗词爱好者
提供更多发表作品的机会和交
流平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鼓励和推进当前诗
词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作
协副主席廖奔表示，中国是一
个诗歌的国度。现在，伴随着
民族复兴的步伐，新诗和传统
诗词都有复兴之势，希望子曰
诗社能够很好地发展。

子曰诗社社长由高洪波担
任，王蒙、廖奔、周笃文、郑
欣淼等 -' 人被聘请为子曰诗
社顾问。诗刊社今年拟出版 '

期传统诗词增刊，编发当代诗
词名家和子曰诗社社员作品，
而且还将成立子曰培训基地，
加强与传统诗词作者的沟通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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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
《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
主办的“泉林本色杯”我的
一封信 -)&" 全国散文大赛
日前在山东省高唐县颁奖，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存葆
等出席了颁奖活动。信，自
古是中国人最为传统的书写
方式，亦是人和人之间传递
信息、交流情感的一种行
为。此次征文，历时 &) 个
月，重新唤起了全球各地华
人作家、读者写信的热情，主
办方共收到了 ())) 多篇
“信”主题的散文作品，评出
了 "&篇获奖作品。其中，帕
蒂古丽《思念的重量》、王惠
明《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一
封信》获得一等奖。据悉，此
征文活动自 -)&- 年 ' 月启
动，以后一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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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吟·
思春日游江南
并访神交之诗友

马斗全

竞相盛开 杨 红摄

怜他信美湖山，半生空向书

中睹。一湖碧水，二分明月，几声

柔橹。芳草孤村，小桥流水，柳堤

烟渚。更六朝故国，人情尚古，真

天下，佳游处。

何日挂帆南去，伴春风、好寻

诗侣。临流把酒，骋怀游目，醉来

同舞。或见莺飞，或闻渔唱，或逢

浣女。杏花天、更向小楼一夜，听

江南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