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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
人类命运

●高深●●

随
笔

从整体看，这些年的诗歌创作

是繁荣的，诗人如雨后春笋一拨一

拨不断地冒出来；厚本的薄本的诗

集一摞一摞地读不过来；公开发行

的内部赠阅的诗刊诗报数不胜数；

加上大报小报和各种文学期刊发

表的诗歌，说今天“诗如海洋”并不

算过分。诗歌除了经常为节日、生

日和企业、商家造势以外，也很会

为自己造势，各类诗会各种诗歌奖

项不同级别的诗歌研讨屡见不鲜。

但是在我们充分肯定进步的

同时，也应看到诗的门槛日渐矮

化，诗歌作品乏味者较多，因此广

大读者对诗歌还是不很满意，甚至

很不满意，不论内容与形式都与读

者存在着一定的隔膜，且有愈来愈

严重的趋势。其中较为明显的一

点是，诗人的思想层面与情感层面

落差很大，诗人关注的与人民群众

关心的有相当的距离。试想人民

群众关心的政治环境、道德环境、

人际环境、生态环境，还有孩子上

学、老人养老……不一而足。这

些，都是关系社会公正和人类命运

的问题，试问有多少诗人真正深入

到这些领域的深处，深刻地剖析这

些问题，对人类生存命运加以叩

问？有多少诗人的家国情怀与群

众的诉求能融为一体？

有一位老诗人看到这种现象，

心情沉重，深刻反思诗人应有的使

命感。她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一

个诗人，不论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写

诗，首先要时时提醒保持作为诗人

的良心，这就是一个预言家对人类

的关怀和对时代的敏感。人类命

运在整个历史中总是不断地受到

各种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挑战像现

在这样尖锐，诗人应该是最敏感、

最有悟性的，他的触角应该很深地

进入到历史的深处。对人类的命

运、自己同胞的处境、商品社会推

行的生命价值观等重大问题，诗人

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诗人为历史插图，是人类启蒙

的教师，是雕塑心灵的工程师，也

是传播真理和正义的歌手。诗人

总是从生活中走来又走向生活。

他不代表任何团体与个人，他总是

以自己的名誉向社会和历史发声，

有爱有恨有幻想有预言，关心那些

广大人群渴望与感动的事物。正

像雨果说的：“任何诗人在他们身

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

还有一个蓄存器，这便是热情；由

此便从他们的脑海里产生那些巨

大的发光的身影，这些身影将永恒

地照彻黑暗的人类长城。”凡诗人

总会长出梦想的翅膀，在白云飘飞

的蓝天上翱翔，可是他们的两条腿

又注定脚踏实地地站立在大地的

土壤之中。

原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已故诗

人雷抒雁去年在接受《文艺报》记

者采访时赞颂了古代诗人身上所

体现的那种伟大胸襟，他说：“杜甫

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

等，都表现出对民生的广泛关注。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们实

在缺乏这样的胸襟。”

诗人应该用心灵诉说。在相

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有的诗人只埋

头经营诗的技巧，而忽略了诗人自

己的人格。一个诗人，只能先具有

伟大的人格，才可能表现出崇高的

举止；人格低俗的诗人比不懂得诗

歌美学的人更不该去写诗，有的诗

人纯属是择业的错误。一个人把

诗写成什么样子，往往是由他自己

的修养、情感和理念所决定。一个

关心人类命运的诗人，不为自己

活，也不为自己死，更不为自己写

作。我以为还是歌德的一句话令

人赞叹：“要是只能表达自己那一

点点主观感情，他是不配称为诗人

的；只有当他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

的时候，他才是个诗人。这样，他

就是永不衰竭的。”例如《小草在歌

唱》中的“小草”，她将成为诗的“长

城”，永不衰竭。

古山门，虚静地，黄草丛生长寂。
钟磬里，见寒秋，待星辰水流。

残院外，繁花败，还看新颜取代。
歌舞巷，醉今宵，百年随梦飘。

注：
1.门里是古老寂静的寺院，门外

却是繁华世间。这一山门，分隔了

很多事物。

2.《更漏子》，词牌名，又名《付

金钗》《独倚楼》等。见《花间集》录

唐温庭筠词。《词律》卷四，《词谱》卷

六列此词。词体主要有三：一体即

温庭筠“玉炉香”词，双调四十六字，

前片六句两仄韵，两平韵；后片六句

三仄韵，两平韵。仄韵平韵依次递

转，不同部错韵。本词用的是温庭

筠的格式。

古
墨
轩

更漏子�寺院内外
●芸苔●●

�有感而发�

赵本山同他的“忽悠”一起告别了央

视“春晚”。但是“忽悠”在观众心里留下

的“阴影”却不可能随之抹去。“卖拐”、

“卖轮椅”、“卖担架”、“策划”……这一系

列的“忽悠”，在现实生活中的副作用不

可低估。自2001年央视春晚播出《卖拐》

后，“忽悠”这句东北土语，不胫而走，一

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似乎成了中国市

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行为技巧”之一

了，不少行业在原有露骨的奸诈之中又

掺合了“忽悠”这个“添加剂”，那些用花

言巧语包装过的骗局，已经让善良的人

们防不胜防。

赵本山的小品除了“忽悠”之外，再

就是较多地贬损农民、嘲笑残疾人和弱

势群体。据知赵本山于2007年曾率领

他的团队到美国作过一次巡演，按说“赵

家班”回国后理应为这次“美国之行”大

声造势，媒体也不可能甘于寂寞，事实几

乎是鸦雀无声。这不符合一向貌似低调

实际高调的“刘老根”。后来才知道，“赵

家班”带去的一些节目被美国观众称为

“恶俗”，有人因为一些节目“歧视残疾

人”甚至要起诉。纽约一位律师说：“赵

本山的演出团队，演员上了台，一是讽刺

残疾人，二是讽刺肥胖者，三是讽刺精神

病患，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

之上。连赵本山本人出场时也说：‘大概

全中国的精神病人都在我赵本山刘老根

队伍里’。”一位曾经做过纽约中华学苑

校长的先生说：“赵本山的演出非常低

俗。我是辽宁人，按理说应该捧几句，但

赵本山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捧不得啦。

说句实话，赵本山的演出水平不高，档次

属‘下里巴人’一等，语言低俗，在纽约演

出时，赵本山本人说‘哥俩娶一个媳妇’，

又解释不是哥俩用一个媳妇。什么话低

俗得很！我感到他给辽宁人丢份儿。”

赵本山在央视春晚引退以后，春晚

的小品该是换一种面目了吧？看过2013

年央视春晚后，小品节目仍然令人失

望。今年的某些小品，好像在揭示经过

赵本山多年“忽悠”后给社会造成的恶

果：人与人之间已经充满了猜疑；“不信

任”的情感，成了小品舞台的整体氛围。

小品《想跳就跳》中的一句台词：“咱们都

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啊！”

这句台词几乎概括了2013年春晚语言

节目大致的构图，描摹出一个缺失信任、

彼此猜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态。

蔡明本来是一位观众心目中仰视的

“大腕”，20年来蔡明或是演美女，或是演

老太，都展现过她的喜剧天赋，对她的表

演人们总是有一种期待。可是今年她演

的那个坐轮椅上的退休干部，简直不通

人情，且蛮横无理，对周围人不只疑心重

重，甚至猜疑中不乏敌意。她的心眼只

有针鼻儿大，就以为“潘长江”也像她一

样跟她“玩聊斋”。这个小品里有一对年

轻恋人。那个男青年像一只沾火就响的

爆竹，因为一句不合适的话，就与一位坐

在轮椅里的老太婆耍野，反复叫喊：我就

是要（妨）碍你，我要碍你，我碍你……他

明明是在跟一个老太太耍泼斗气，而他

的女朋友却不尽情理地怀疑恋人是在向

老太太求爱，说了声“口味真重”，便醋意

十足地掉着脸子跑掉了。恋人之间的相

互猜疑与不信任达到了什么程度，才可

能发生如此“误解”？

《你摊上事儿了》里有位初来乍到的

保安，看似为人老实认真又很有责任心，

其内心却也是对现实生活一肚子“不信

任”。他凭什么认定那个“赵总”拿到钱

就要潜逃？当“赵总”叫他去找某人办手

续想重用他时，他怎么马上想到她要解

雇他？这个小品的全部内容就是“不信

任”三个字。

另一个小品《今天的幸福》，同样是围

绕人与人之间的猜疑、缺失信任展开的。

服务员郝建被提拔为大堂经理，他老婆没

有任何凭据，却一口咬定是离婚不久的女

经理爱上了她老公。女经理的前夫也猜

疑她是因为有了外遇才跟他离婚的。夫

妻、同事和上下级之间，都没事儿找事儿

地互相对对方设防，无端地猜疑对方，总

怀疑对方欺骗自己。小品中有一句貌似

幽默的台词：“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

(无邪)”！这句台词，简直就是告诉观众：

仅仅互相设防还远远不够，如果你被人

“忽悠”上了当，那是你还不够邪恶。

对小品，观众是有怀念的。陈佩斯、

朱时茂的《吃面条》《羊肉串》《主角与配

角》，黄宏、赵丽蓉、侯跃文、巩汉林的《打

扑克》《英雄母亲的一天》《如此包装》……

大多看过的人至今仍念念不忘。只要编

导们放开眼界，突破已有的圈子的重围，

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认真抓好脚本，不要

拿网上的段子凑本子，不要以噱头冒充幽

默，不要以荤段子混淆视听，走正道，别耍

滑头，小品还是大有希望的。

据报载，作家聘请“顾问团

队”已成写作新时尚，很多高校

学者和学生扮演了作家“顾问

团队”成员的角色。

对于作家而言，在特定的

知识领域，个人的知识储备和

研究深度上自然会与专家学者

有差异。特别在当今社会分工

越来越精细化、新知识新领域

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聘请顾问

是必要的，可以避免差错或贻

笑大方的事情出现，也是对读

者和社会负责的表现。众人拾

柴火焰高，这样的益处是可以

想象的。姚雪垠不算之前的构

思时间，从1957年秘密写作《李

自成》开始，到1999年《李自成》

第四、五卷全部出版，这部恢宏

之作历经42年。人的一生有几

个42年？正如出版人所言，“司

马迁写一部52万字的《史记》用

了18年”，“出版社等不了18

年，作家也很难再有用18年做

一件事的恒心。所以除了求助

于‘顾问团队’，恐怕也没有其

他路可走”。

笔者认为有必要聘“顾问

团队”，但不认为聘请“顾问团

队”是写作新时尚。

什么是时尚？就是人们对

社会某项事物一时的崇尚。写

作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

程。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作家

只能以个体活动的方式进行，

是一种体现个性的个体化精神

劳动。众所周知，文学作品可

以借鉴别人的灵感、素材等，但

绝对不是几个脑袋思想拼凑的

产物。但很不乐观也令人深恶

痛绝的是，竟然出现了“顾问团

队”负责给作家提供灵感、写作

素材甚至写作细节，但最后作

品竟然只属于作家一个人的现

象。虽然按照《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第三条规定，“顾问团队”

负责给作家提供灵感、写作素

材甚至写作细节并不在违规之

列，但这一种做法，显得某些作

家的不厚道甚至无耻了，而且

极容易让一些作家、单位和利

益集团，放弃对思想及高尚品

格的追求，唯市场马首是瞻，认

为只有赚钱才是硬道理。这些

胡编滥造的作品，降低了文化

品位和出版标准，降低了读者

的审美能力和阅读标准，是拜

金主义的胜利，是文化浮躁与

没落的表现。

由此，笔者想起了另一则

消息，说的是一线作家流行

“集体怀旧”的时尚。苏童的

最新长篇《黄雀记》，回归多年

前的“香椿树街系列”，写起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韩

少功和梁晓声在上月分别推

出的新长篇《日夜书》和《返程

年代》，写的都是他们30年前

就 开 始 涉 足 的“ 知 青 题

材”……有人把这归于创作规

律的必然结果，认为作家和生

活应该保持距离，只有保持了

距离，才可能将生活的本质看

得真切。但是，这恰恰反映了

有些作家在创作中疏于关怀

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疏于

贴近现实的生活。因为对当

下火热而精彩的生活并不了

解，他们只好“把现在的时间

全部用来写过去了”。这是一

种逃避态度？还是一场写作

危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

合为事而作。”作者不能站在

时代的前沿，以民族伟业为己

任，同祖国前途命运共脉搏，

把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融入

写作的字词句篇当中，又怎能

“肩头有担，胸中有识”呢？

因此，对于作家而言，聘

“顾问团队”不应是写作新时

尚，“集体怀旧”更不应该是写

作新时尚。这样的写作新时

尚，不要也罢。把眼光投向火

热的生活，用心触摸时代跳动

的脉搏，把激情和思索融于笔

端，才是真正有良知和责任感

的作家所应该做的，也是当务

之急。

命运有时会特别“惠顾”一个人。

我的一个朋友，晨起骑着单车锻

炼，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被一辆计

程车撞倒，大腿当场骨折。他在医院

躺了三个月，恢复得差不多了，一次

落脚不慎，钢板断裂，又做了二次手

术。

“为什么不告医院呢?”我去他家

探望，问。

“告什么呢，也许是我太大意了，

再说，医院已经给减免了手术费，很

不错了。”他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从

沙发上拿过刚刚做完的CT片给我看，

片上的钢板紧紧地箍在骨头上，螺钉

的丝纹都看得十分清楚。

“我躺在手术台上，听着钢钻吱

吱地在骨头上打眼，只感觉木木的，

却觉不出疼，”他居然不无调侃地笑

了笑，我的心里却瘆得发颤。

其时，他的父亲刚从青岛做完胃

癌手术回家。他很爱父亲，可是现在

却不能回去看望，他一直瞒着他，他

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现在的境况。

让人烦心的事还有一件，妻子的单位

刚刚破了产，她一面忙着四处应试，

一面还要照顾他，生活的重担压得她

透不过气来，他说，好几次，都听见她

在梦里哭出声来。

说到这里，朋友的眼里变得有些

潮，我不忍心看他，把脸侧向一边。

临近客厅的一个小卧室，他读小

学的儿子正坐在电脑前，跟一个小伙

伴一起玩游戏，两人你争我夺，不时

发出阵阵笑声。如果不是我们谈及

的话题透着些许忧伤，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家庭正经受着这样的坎坷和磨

难。

我还注意到，客厅的一角养着几

盆花，有两盆海棠开得正艳。朋友看

见了，就笑了笑说：“现在，我倒真有

时间在家里侍弄这些花了，你看我窗

台上那盆石竹，长得多茂盛。”

说着，他就拄着拐杖站起来，拎

起墙角边的喷壶，一瘸一拐地去给花

儿浇水。我站在一边，偷看他，他浇

水的神情是那么地专注、平静。

“日子还是要过，光愁有什么用

处?”他头也没抬，淡然地笑了笑，像是

对我，又像是对自己说。

“是啊”，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

走的时候，朋友留我吃饭。做过

厨师的他提前准备了好几个莱，厨房

也擦拭得一尘不染。

“别看我这个样子，做几个菜还

是没问题的，”他诚恳地挽留我，“老

婆不在家，都是我给儿子做饭。”

我还是笑着谢绝了。

从朋友家出来，我一边开车一边

想：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当风雨袭

来，我们能做的只有默默承受，除此

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时

候，能否以一颗坦然豁达的心待之，

笑对云起，闲看花开，则全在于你对

生活的认知和把握态度了。

我敬重我的朋友，他知道，风雨

过后，将是晴天白日。风雨过后，一

切都会好起来的!

闲看花开
●芙兰●●

说起牛阵，古今中外都有人用

过。因为牛有一身蛮力，又有一对

锋利的犄角，再加上易怒，其势犹

如洪水猛兽般，不可阻挡。所以，

在历史上的战争中，如果有人使用

牛阵，大都能获胜，有的还能大获

全胜。

可是，有一个人却轻易地大破了

牛阵，他便是南宋有名的勇将王德。

王德之勇，在当时几乎无人能敌。他

初入宋军时，便是以武勇而应募的。

入伍之初，主将闻其勇武，正好遇金

军入侵，便让王德前往侦察。

谁知，王德直接进入金营，抓了

一个大将回来。主将想知道他究竟

有多勇猛，便问：“还能再去吗?”王德

一声不吭，转身就走。他再次入到金

营，一连斩了十几员大将，并将金营

的太师活捉了回来。主将问那被俘

的太师，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太师说：

“当时只见一夜叉。”于是，王德便拥

有了“王夜叉”的绰号。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么一员

猛将，在对付同样凶猛无比的牛阵

时，采用的却并不是以武制武，以勇

制勇的方法，而是以智胜勇之道。

那是有名的柘皋之战。金军再

次入侵，王德接令应敌。听探子来

报，金军准备用牛阵。宋军将领听

后，个个胆战心惊，害怕无法抵抗牛

阵，只有王德沉默不语。

主将问王德有何良策，王德说，

多准备青草吧。主将说，不管马儿吃

得多好，吃得多饱，也不是牛的对手

啊。

王德说，青草不是给马吃的，而

是给牛吃的。主将这才大喜，并连呼

高明。果然，那一仗，王德只用了几

把青草，就轻易地让金军的牛阵溃不

成军。王德趁机出击，终于大获全

胜。这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被击败得

如此惨烈的牛阵。

试想，如果王德当时决定以勇制

勇，很可能被牛阵击败，王德没有用

勇，而改用了智，证明，王德不止有

勇，还有谋。让我们现代人大受启发

的是王德的这句话：“当遇到懦弱的

对手时，我当以勇胜之；当遇到强大

的对手时，我当以智胜之。”（《史记�
王德传》：遇弱以勇胜，遇强以智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它往往

是“成事”的条件，但并非凡事都能以

自己的特长优势“一以贯之”。特长

的把握和运用，只能是因事、因时、因

势！

只需一把草
●沈湘●●

七月的阳光特别炽热，七月的旗帜

格外鲜红。党啊——亲爱的母亲，七月

一日，是您伟大的日子，值得我们铭记，

我们十三亿华夏儿女，都为您祝福！为

您众情歌唱……

今年七月一日，是您九十二个春秋的

华诞。巍巍珠峰在为您致意，五湖四海在

为您欢呼，长城张开宽广的手臂，在九曲

黄河、滔滔长江为您弹奏一支雄浑的颂之

曲，五十六个民族把鲜花向您高举起，十

三亿中华儿女为您鼓起震撼环宇的掌声。

我们祖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而文

明的大国，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雨沧桑；拥

抱着56个民族，十三亿华夏儿女都是您

的炎黄子孙，您的儿女永远不会忘记，您

是怎样在列强的欺凌下，一步步挣扎，奋

斗，一步步向前迈进。当年的侵略者对

您烧杀、抢掠、任意践踏您的身躯，又以

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来宰割您的身躯，

掠夺您的财富，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

92年波澜壮阔。1921年的7月，十几

位来自不同城市、操着不同口音的人聚集

到上海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当中年龄最

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虽然人数不

多，但他们却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情，那就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宣告一个伟大政党诞生。古老

而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

和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

此，中国的历史将由她书写新的篇章。

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在中国

大地上飘扬了数百年之久的大清龙旗

被轰得粉碎。但接着粉墨登场的袁世

凯、蒋介石等独裁者，他们挥舞着不同

的旗帜，想继续过那种“天下大统”的日

子。这期间又涌现出“五四”爱国运动、

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红军长征等伟大

事件，一次次地粉碎了北洋军阀、国民

党反动派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

九十二年前南湖航船上那盏赤红

的明灯，辉映着您新生的庄严，您从血

泪和悲鸣中获得启迪，在漫漫长夜中树

起鲜明的形象，热血和火种构成激昂的

音符，昭示一种朴素的信仰，一个辉煌

的高度。从此，黎明的曙光腾跃在华夏

的上空，照亮了苍穹大地，您那神圣的

图案，聚集了中华的精英，无数梭标、红

缨从您这里冲出。浩瀚的草原曾书写

着顽强的轨迹，茫茫雪山依然牢记着神

圣的誓言，高擎党旗的双手是风刀折不

断，雨箭击不垮的追求。

九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锻造了您刚

强不屈的性格，血与火的辉煌，染红了

您不朽的身躯。铁锤、镰刀的交织共同

擎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擎起了一代风

流。沿着您那条条殷红的纤丝，仍能找

到风的走向，云的足迹，雷的余音，辉映

出历史的硝烟和征程。

92载成就辉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

里，在经济腾飞的今天，举国上下焕然一

新，中华儿女大展宏图。北京奥运会使

中国成为体育强国。二0一0年的世博

会举世瞩目，无疑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

最为生动传神而又光彩夺目的一个篇

章。神舟十号飞天成功，举国欢庆，开创

了中国宇航世上的历史新纪元。今天，

党啊——亲爱的母亲更加绚丽多姿，祖

国大地遍地生辉，鲜花绽放。在沿海开

放的同时，中部大崛起，西部大开发，东

北大振兴。十三亿华夏儿女们，在改革

开放的浪潮下再创佳绩。尤其是香港、

澳门回归祖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五位一体”建设，利国利民。

值此之际，我们十三亿华夏儿女，向世界

高呼：党啊——亲爱的母亲，我们为您而

骄傲！我们为您而自豪！您是我们事业

的核心，您是人民的中坚，您是中国的磐

石，您是力量的源泉，您是指路明灯，为

人民立下丰功伟绩，赢得了全中国乃至

世界人民的信赖与敬仰，功垂千秋，世纪

的丰碑铭刻您光辉的业绩。

历史证明，中国之所以能够从悲惨

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

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

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唱支

山歌给党听啊！让我们引吭，让我们挥

手，从我们的心底，从山川大河，从雪山

草地，从四面八方，唱出吧，献给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的颂歌！

党啊——亲爱的母亲
●庄华民●●

渴望小品
的回归

●竹人●●

这样的写作
新时尚，
不要也罢

●林曦●●

渔歌 杨红 摄

蝶恋花 潘长健 摄

纪念建党92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