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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题目、准备来谈一谈
何向阳的人与诗，忽然感到有些犯
难。我意识到这篇文章不好写。毕
竟，无论是在正襟危坐还是漫侃闲
聊的场合，论起对某人的印象，总
归是特立独行、风格突兀者比较好
谈。诸如性情亢奋外向、具有演员
或演说家天赋的，我们大可以谈他
的语速、神态、遣词造句的个人风
格乃至嘴角唾沫星子的放飞频率，
再不济，搬出对方讲过的私家轶事
或精彩段子复述一遍也可过关。若
遇见深沉内敛、沉默寡言、具有哲
学甚至玄学气质的，又可以直接抓
住他的“闷”或“神”来做文章。
难写的是那些优雅柔和、充满君子
风度的人。他们不会让人随处感受
到自己身上的棱角或光环，不愿用
高亢的精神分贝来反复强调自身的
在场，而更愿意以得体的举止和温
婉的微笑让别人沐浴在舒适和安全
的感觉之中。何向阳便是这样的
人。若以饮品来比喻，有人像烈
酒、有人像浓茶、有人像颜色和味
道都深不可测的单品咖啡，何向阳
则像水，清澈、从容却并不简单，
表面看不爱以浓烈的个性争胜，但
着实是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存
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仔细回想起来，第一次与何向
阳见面，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
一次研讨会上。那时我还是北京师
范大学一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来
到中国作协这样的文学殿堂参加研
讨会，兴奋之余，难免也有几分紧
张和惶恐。那日轮到我发言时，会
议已近尾声，窗外天色也渐渐暗了
下来。可以想见，经过一下午的研
讨，在场所有人都免不了比较疲
累。我接过话筒，暗自担忧自己的
发言是否还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抬
起头来，却发现主席台上的何向阳
正认真地注视着我，身体微微前
倾、脸上挂着优雅的微笑，是准备
耐心倾听的神情——整场研讨会，
她似乎一直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
不论发言的是文坛前辈还是我这样
的无名新人，都不曾区别对待。

毕业之后，我有幸来到中国作
协创研部工作，何向阳成为了我的
部门领导。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之
中，我再次感受到了她的温和与善
良，同时又进一步见识到她严谨认

真的一面。有一日撰写文稿，我打
印出来交给何老师过目，由她提出
修改意见后再由我改写调整、重新
打印，此般循环往复，一篇稿子在
我俩手间大约来回了六七遍，何向
阳用铅笔批注的修改意见也从段落
结构、内涵表意而最终精细到了一
字一句的细微斟酌。何老师的修改
意见的确高明，我在反复录入调整
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揣摩和学
习。初稿交去时本已临近下班，待
到最终稿敲定，时针已指向了七
点。我将稿子发送出去，回头看见
何老师正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口，她
说李壮你加班到这么晚真是辛苦
了，找机会我请你吃饭或者看电影
吧！这一句话让我心里很感动，与
此同时，还有几分无功受禄的不好
意思：加班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加，
领导一字一句地同我修改到现在，
我又有什么辛苦可言呢？

前不久，何向阳的新诗集 《锦
瑟》 问世。也算机缘巧合，出版社
安排新书发布会那天，竟然正好赶
上了何老师的生日 （出版社最初并
不知道此事）。那一日，到场的读者
和朋友们准备了大捧大捧的鲜花和

精致的蛋糕，一
起送到了何老师
的面前。在花朵
和 烛 光 的 簇 拥
下，何老师双手
合 十 、 双 目 微
闭，在手机镜头
闪光灯此起彼伏
的光亮中许下了
愿望。那愿望是
什 么 我 不 得 而
知，唯一确凿而
可 牢 牢 捕 捉 到
的，是挂在何老
师脸上的那种压
抑不住的笑：那
笑容是如此的纯
澈而真诚，几乎
是不由自主地涌
溢出来，像来自
一个口含糖果的
孩子。的确，这
是作为写作者的
幸福时刻，更是
作为一个生活在
社会与同类之中

的人的幸福时刻。我也从这笑容中
看到了另一个何向阳：她热烈、赤
诚，在内心的深处绽放着火。

细细想来，这不仅是一个何向
阳与另一个何向阳之间辩证共在，
更是其人与其诗之间的奇妙关联。
现实生活中的何向阳，温和、认
真、亲切、优雅。关于自己的文学
评论写作，何向阳自己又曾以“尖
锐、激烈”甚至“老辣、泼皮”来
加以形容 （当然，这亦是早年间的
自我判断）。而我从一篇篇诗作中读
到的，则又是另一个她：那个人一
往情深、内心火热、柔软得近乎激
烈 （似乎是很难共存的两个词，但
奇妙的诗的事实却恰恰如此）。也
许，作为诗人的何向阳才是最毫无
保留的那一个，寻常难见然而确凿
无疑；正如她在 《青衿》 一书的自
序中所言，“诗歌，大抵是一种火
焰，它不可见，在海底。”水和火，
在此以相反相成的方式实现了统一。

说到《青衿》，这是何向阳的第
一本诗集，出版于2015年，收录了
她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1994年止的
大量诗歌——这些诗作大部分创作
于作者的大学时代。倘若细心，我

们会发现，《青衿》一书的自序落款
时间是1993年 （即诗集作品最初收
集整理的年份），结尾的后记则写于
2015 年 （本书实际出版的年份）。
一来一去，20多年的光阴，语调风
格乃至行文背后的心态皆有不同，
此间区别颇可玩味。而令我分外感
动的，还是具体字句背后，何向阳
那 颗 文 学 的 “ 初 心 ”、 诗 的 “ 初
心”。《青衿》 的封面做得简单质
朴，除却书名、作者、出版单位等
必要信息之外，只在腰封上印了一
行竖排小字：一切刚开始时的样
子。翻看书中作品，带着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气息、青春的气息，似
带着些许青涩，但又是那样的诚
挚、热烈、令人感动。

历史上有关“青衿”典故的诗
句，最有名大概要数曹孟德的“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
吟至今”。何向阳的 《青衿》，也的
确配得上这句“但为君故，沉吟至
今”：在《青衿》正式出版两年之后、实
际创作 20 年之后，诗集《锦瑟》诞
生。诗作结尾的时间坐标从1994年
猛然跳跃到了2014年，20年的沉吟、
20年的悠悠之心，在这本真正意义
上的“新作集”中流溢成炫目的光
华。《青衿》里已然呈现出的许多美
学特点，在 《锦瑟》 中得到了继
承，并且技艺更趋纯熟、情思更臻
细密、格局更显阔大。例如，两本
诗集之间存在着一股贯穿始终的深
情。在 《青衿》 里，它常常指向某
个理念性的虚构爱情对象 （此间的

“爱情”亦可作广义理解），及至
《锦瑟》，则又加入了更多自我与自
我的隐秘审诘、尘世经验摩擦产生
的精神热能，乃至个体生命与浩渺
时空间的永恒对视。再如，某些艺
术风格上的个人特征，也在延续继
承之中显示出淬炼与成熟。《锦瑟》
里的很多诗作，在形式上回环往
复、具有古典之美，而单行诗句短
促、干净，情思绵密而节奏清朗、
绵绵如缕又浩浩汤汤，同样是 《青
衿》 中有迹可循而在 《锦瑟》 里日
趋完善。我想，这些起伏而柔韧绵
长、决然又不失流畅的诗句，也正
如同我开篇时提到的“水”：这是溪
流，是瀑布，是蒸腾入天穹又降落
回人间的雨，为美和爱所充满。上
善若水，若何向阳的人与诗。

2009 年，我受邀带领一个港澳
媒体采访团到苏南地区采访，发现
那里台资企业特别多。当我们询问
台湾商人为什么会选择到江苏投资
时，所得到的回答竟然惊人地一致：
这里环境好。他们所指的环境，当然
不只是物质意义和自然意义上的。

时隔 8 年，当我读到由 22 位江
苏作家共同完成的报告文学 《两岸
家园——二十二个台湾人》，我立刻
想起那些企业家，想起他们这番真
诚的回答。我不知道书中所写的 22
个台湾人中有没有当年所见的台湾
商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有着
相似的经历和同样的心路历程。从
两岸三通以来，台湾企业家陆续到
大陆来投资兴业，他们在大陆改革
开放大环境中获益良多，同时也为
两岸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然
而，我们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
况所知不多。《两岸家园》正好为我
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了解到
一批在大陆的台商的喜怒哀乐。

本书由江苏省台办和江苏省作
协共同策划，22位大陆作家以纪实
方式，呈现22位跨越海峡到江苏创
业台商的开拓故事。22位台商涵盖
了文创、农业、教育、化工等行
业。他们当中，有上世纪90年代初
就到江苏的先行者，也有近几年随
着两岸交流日益紧密、西进大陆寻
求市场的台商。

诚品书店，新光天地，华新丽
华，南京新地标银杏湖……这些台

商在大陆创业的故事，是跨越海峡两
岸的深情握手。他们的故事，更是个
体、家族与家国故事的悲喜交织。

《两岸家园》展现了台商创业创
新的风采。两岸结束对峙状态后，
一批批有胆有识的台湾商人陆续来
到祖国大陆投资兴业，他们筚路蓝
缕，艰苦创业。书中的 22 位台商，
有的出身寒微，有的少年失怙，有
的曾一贫如洗，有的屡遭劫难，鲜
有生而富贵、一帆风顺的。他们之
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善于抓住
机遇、敢于开拓。林铭田是书中第
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南京银杏
湖农业休闲观光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当他提出要在南京江宁西山区
兴建一个包含高尔夫球场的风景区
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不
光因为这里是一片“破田低山丘，
十年九不收”的荒山秃岭，更重要
的是政策的高压线不能触碰。但是
林铭田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从
2000 年 到 2015 年 ， 他 用 15 年 时
间，动用全家积蓄，终于将一片荒
山野岭打造成南京文化新地标——
美丽的银杏湖景区。江苏长盈机械
公司董事长赖天富，一家六代蕉
农，他从小就在山上种蕉砍蕉。他
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从一名
学徒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大
年初一，他们父子俩在东台对着图
纸啃着面包，喝着开水，谋划企业
的未来。书中的22位台商，每一个
人都有着同样精彩曲折的故事，敢

为人先，勇于创新，吃苦耐劳，可
以说是他们共同的品质。

本书是近几十年来两岸经贸交
流合作的缩影。在江苏长期工作生
活的台湾同胞超过30万人，大批台
商在江苏扎根、成长，取得了骄人
成绩。本书展示了这样一个充满生
活激情、创业活力和社会责任的群
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我们可
以看到几十年来两岸经贸交流合作
的的巨大成就。

本书既是个体事业奋斗史，又
是一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
会发展史。就像人不能拎着自己的
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任何人的行为
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社
会。本书通过对22个台湾商人创业
故事的书写，折射出中国大陆改革
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
折射出两岸关系由对峙到三通到融
合的发展变化。22个台湾商人的成
功，与这个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1949年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
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长期处于隔绝与
对峙状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
策，没有“九二共识”，怎么会有这
么精彩动人的故事发生？22个台湾
商人既是时代的幸运者，也是时代
的弄潮儿；既是时代的受益者，也
是时代的推动者。

本书展示了两岸人民同根同源
的同胞情和高度的文化认同。书中
的故事和人物，是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生动反映。他们来往于海峡两

岸，起到了连接两岸的作用。书中
写到台湾企业家在江苏投资创业，
视江苏人民为亲人，视江苏大地为
家园，以成为“江苏人”为荣耀。
在徐州创办教育的任聿旬是 《两岸
家园》 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对台湾
的朋友说，有机会要到大陆看看。
而提及自己在大陆的发展，任聿旬
说 ：“ 我 不 是 把 自 己 定 义 为 ‘ 台
商’，我是一个回家创业的台湾青
年。”《手绘银杏湖》 中的林铭田

“到了南京，有种归家的感觉”。海
峡两岸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家”的
味道，所体现出来的当然是民族文
化的同根性和血缘性，所谓“打断
骨头连着筋”。这是感情的基础，文
化的基础，也是采访的基础、写作
的基础。正如汪政在该书“后记”
中所言：“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认
同。文化认同是根本的认同，也是
最大的认同”。

本书是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
成功之作。用接地气、有温度、有
深度、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品力
作，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每一位当代
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岸家园》
为当下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境界。参与本
书写作的22位作者，大多是全国知
名作家，为了这次写作，他们扑下
身子，走进现场，紧贴人物，深入
采访，付出了相当的心血。他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

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处理好、
平衡好，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
平共荣，是当今中国比任何历史时
期更重要的担当。

言大国，除了实力、人口、国
土，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一
个国家在世界面前呈现的真诚、善
意与全力以赴的精神。

中国作为公认的世界性大国，
也就这几年。这几年中国在世界面
前做了一件件精彩的事，其中有两
件是在我们国土之外的地方发生：
一件是仅用短短8天时间，将远在
北非利比亚战乱下的近4万中国侨
民安全撤离回国；另一件事是当西
非三国遭受埃博拉病毒袭击的关键
时候，中国派出千余人的医疗队紧
急支援，同当地民众一起迅速遏制
了这场罕见的疫情。这两件事都干
得极其漂亮，是真正的完胜！是中
国外交战线有史以来，特别出彩的
两篇华章。

有幸，我成为这两起事件的书
写 者 。 2011 年 的 利 比 亚 撤 侨 行
动，我应外交部之邀，完成了长篇
作品 《国家》。这回抗击埃博拉战
斗，又应国家卫计委之邀，写下了
这部《死亡征战》。

这两部作品都是写外交事件，
都是写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色表
现。尽管事件不一样，其实都是中
国作为公认的世界性大国两次彰显
中国风采、中国精神的行动。中国
风采和中国精神不是空洞的，它包
含了对自己同胞和人民的每一个生
命的珍视与惜爱；它包含了对他
国，尤其是对那些弱国、穷国人民
生命和他们国家命运的尊重与珍
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他人要
有爱心，要有真心；见他人之难
时，当倾力相助，不弃不辱。平时
始终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友善
相处。

如何与地球村的各国相处并
存，友好共荣，这是当代中国遇到
的一个大课题。使命与意识，责任
与担当，真诚与智慧，怕是我们需
要在一次次“事件”与“冲突”中
慢慢经历和学习的“大国课程”。
无论是撤侨行动中还是此次援助非
洲抗击埃博拉的战斗中，我强烈而
又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党和政府
的英明与伟大，那些具体参与这些
非凡行动和战斗的普通中国人也异
常令人尊敬，他们的表现，给了中

国风采和中国精神最完美、最生
动、最具体的展示与诠释。

在书写 《国家》 和 《死亡征
战》这两部外交题材的作品中，一
种“中国已不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
的”意识，总在我心头涌动。难道
不是吗？今天的中国，不管是你一
个普通公民做的事，还是我们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小小的姿态，
都会影响到别国的情绪与他人的感
受。这大概就是什么叫“大国”
了。今天的中国和我们每一个中国
人都已经被推到了世界面前。无论
你好的一面还是不好的一面，他国
与他人都会在评说和注视着你——
我们因此格外需要提高自身的大国
意识、大国素质，国家已经做得很
好，并且正在做得更好。而你我，
作为这个大国的普通公民，我们自
然也要有与“中国”身份相匹配的
大国意识、大国责任和大国素质。

这是我写完此书后，对所有响
应国家召唤，勇敢地奔赴遥远的非
洲，用生命去参与抗击埃博拉毒魔
并建立卓越功勋的中国医疗队员们
所产生的最崇高的感受。援助非洲
抗击埃博拉袭击的中国医疗队员
们，是当代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
国作为大国形象的代表，更是中国
风骨、中国精神的行动者与实践
者。我向你们致敬！

“打胜仗，零感染”，是习近平
主席给中国医疗队的命令与任务，
中国医疗队在那么遥远、那么艰
苦、那么紧张、那么不可控的非洲
大地上，竟然向习主席和祖国人民
交了一份满分答卷！我知道，这样
的成绩来得太不易，背后是眼泪，
是牺牲，是实力，是彻彻底底的无
私的爱与大国精神。

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者，我期
待更多这样的大国经典进入我的故
事，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灾
难面前的人类之爱更珍贵！

余红的长篇小说新作 《从未走
远》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以
描写“90 后”女青年自主创业为主
干故事，在事业线与情感线的相互交
织之中，有力地塑造了新时代志在科
技创业的新型青年的感人形象，深情
地歌吟了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始终砥
砺前行的奋斗精神，堪称一部接地
气、有生气、扬正气的小说力作。

评论家白烨认为，余红这些年来
的小说创作，一直坚守在现实题材领
域。《从未走远》 这部作品，曲婉的
故事内含了环保的主题，生动的人物
体现了新人的风采，是现实题材中走
在时代前线和生活前沿的作品，讲述
了最为生动也最为鲜活的新时代的中
国故事，写出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追
求和担当。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从未走
远》在主题、故事、人物、意蕴等方
面，都紧跟新时代的社会变化，捕捉

新生活的内在脉动，特别是写出了当
代青年在爱情和事业两个方面的“不
忘初心”。作品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

余红表示，这部作品的创作，是
自己把触觉伸向新时代的一次体验，
也是把身心融入大自然的一次洗涤。

直面灾难的大爱
《死亡征战——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纪实》创作感言

何建明

◎作家谈

小说《从未走远》
写出当代青年追求与担当

闻 音

上善若水：何向阳的人与诗
李 壮

◎作家近况◎作家近况

同根同源 血脉相连
——读《两岸家园——二十二个台湾人》

徐 可

◎新作评介

诗人彭鸣的诗集 《东方既白》 近日由漓江
出版社出版。诗人在现实中行走，从心底里发
声，作品从一花一草、一山一木中呈现出作者
最普通的生命表达，以独特的感知述说自己的
情怀和故事，述说这个世界的平淡和惊奇、理
想和希望、现实和虚幻、历史和现在。诗评家
吴思敬认为，彭鸣是源于生命本真的抒情诗
人，“诗是人类心灵的吟唱”，她崇尚天然，把
自然、社会和人作为与心灵世界互动的写作源
泉。她的每首诗写的都是触动自己心灵的东
西，每首诗都来源于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写
深深打动自己的人物、事件，感情真诚，有独
到的发现的眼光。

诗集《东方既白》源于生命本真诗集《东方既白》源于生命本真

何向阳

祝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