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品艺·连载·广告

2019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编辑：黄玮 执行编辑：张克伟

ZHAOHUA

新诗话

这是史诗蕴藏的大地
王久辛

由中国作协主办的郭小川百年诞
辰纪念座谈会于近日举办。
在“政治抒情诗”这一中国当代文
学的诗歌潮流中， 郭小川是一位代表
性诗人。 他对中国新诗的形式有着自
己开创性的思索和实践， 强调新诗的
民族化、群众化、独创性，对中国当代
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生苦短，经典永流传。 诗人郭小川是
幸福的，在他离世 40 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
许多读者记得他、热爱他、诵读他的诗歌。 这
说明他的诗歌赢得了持久的人心。 而凡入人
心者，必有回响，这似乎也是所有成功诗人
最好的标志。
提起郭小川，我们自然就会想起郭沫若、
闻一多、光未然、田间，想起贺敬之、艾青、白
桦， 想起他们那一代诗人闪光的名字和他们
不朽的经典诗歌。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70 年历史与中国共产党 98 年的光辉历程，
一直都有他们热血激情的相伴； 可以说，他
们一直走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前沿。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建设祖国，还是
保家卫国；无论是在广阔农村，还是在工矿
哨卡，郭小川和他那一代诗人在行动与创作
上，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以
自己的诗歌为人民讴歌、为祖国礼赞。 并且，
他们始终坚定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保持
着旺盛的激情， 他们的诗歌以人民性为底
线，向着更宽阔、辽远的方向前进。

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逻辑，是递进上升式
的，弄明白历史，就是不忘初心。 我们承继着
上一代人的血脉，并且不准备以虚无的状态
走向未来。 相反，我们的确是到了需要认真
地回顾与检视历史的时候了。 昨天、今天与
未来， 永远都有一条贯通古今的精神血脉，
那是须臾不能中断的， 事实上也无法中断。
这就需要我们在历史、 现实与未来的贯通
中，去除泡沫与垃圾，找到那些包含着时代
发展逻辑的、 具有本质推动力的诗歌经典。
因为这些经典构成了我们的来路，通着我们
的老家，是我们新诗的族谱。 我们不能数典
忘祖，相反，我们一定要念祖省身；要以承继
者的姿态，投入新的创造。 而诗人郭小川及
其创作的新诗作品，我以为就正是其中重要
的经典之一。

共 同 撑 起 20 世 纪 中 国 新
诗的苍穹
20 世纪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天翻地
覆的时代， 是中国革命肇始至建立新中国、

对其创作成就的研究，尚
处于浅表状态
在诗人郭小川一系列表达中国革命与
中国革命史的长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
人非同一般的、超拔的追求和特质。 他似乎
有一种非常好的直觉与自觉，即只有执着于
正史激流中，迎难而上敢碰硬、敢直面惨痛、
敢挑战陌生， 才能创造出符合人性又掲示历
史必然逻辑的诗歌新境界。如郭小川在《白雪
的赞歌》 中写一个县委书记的妻子因为临产
不能与丈夫一起赴前线，结果丈夫走后不久，
就传来他先受伤、后被俘、再失踪的消息。 一
连串不幸事件的发生， 每件都像刀子剜心似
的直入人心， 尤其那一层层一重重的心理抒
写，具有直击人心的震撼力。 可以说，郭小川
从来都不是简单、 外在地赞美人性的纯洁与
忠贞， 他特别善于在人的灵魂的 “炙烤”之
中，来展现人的高贵品质与动人力量。
再如长诗《深深的山谷》，他写革命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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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重新看待那一代诗人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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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改革开放取得伟大胜利与巨大成就的 100
年。 在这个 100 年间，诗人郭小川及其创作
的诗歌作品， 最少有 40 年是与时代紧紧相
—
连、相伴、相互激励的。 他的成就与业绩——
对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史的审美创作和对
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审美创作，无论从纵向的
历史角度来看， 还是从横向的现实角度来
说，他的作品都构成了时代精神的先锋。 其
精神的高度，与郭沫若、光未然、艾青、贺敬
之等诗歌大家一起， 共同撑起了 20 世纪中
国新诗的苍穹。
仰望星空，我们说当代新诗的创作早已
完成了浅表的抒写，进入了心灵的深处。 诗
歌的审美价值， 不仅要见到人性的深度，还
要以揭示历史的逻辑为圭臬，还要以对现实
的表达、对人情感世界的宽阔与精微的阐释
为标志。
今天，我就以这两个标准，来谈谈诗人
郭小川和他的诗歌作品。 我以为他不仅属于
昨天，也属于今天，他的经验对于我们后人，
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对诗歌创作揭示
人性的深度、广度与精微度，彰显历史趋势
的必然逻辑和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深度、广度
与表达的力度，都具有可资借鉴与指引的精
神价值和意义。 他的很多作品在艺术表现上
的成功经验与闪烁出的智慧，对我们后人有
着重要的启迪。

两名女性在一起回忆其中一人的热恋对象，
男主因在战争中胆怯、恐惧、无法逃避而精神
失常，最后跳崖自尽……面对这种极端个例，
诗人不仅没有忽视， 而是更加关注其情感的
流变与人性的陌生境界。循着诗人的笔触，我
们可以随之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境。 一边
是钢铁战士，一边是懦弱书生，他们在战争
中的不同展现，既有对革命战士英勇无畏的
赞美，又有战争的种种残酷与恐怖带给人的
精神压力与心灵的戕害。 郭小川的书写，不
能不让人对战争进行深层次的人性的思索。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郭小川与
众不同的洞察、 发现与创作的禀赋和能力，
他求异求新的创作心理与创作思维，他对历
史细节见微知著的阐发与把握的能力，等
等。在我看来，这给后人在对中国革命与中国
革命史的审美创作上， 提供了承继与发扬的
重要范例。
还有郭小川那首著名的被改编成电影的
长诗《一个和八个》，也是一部关于中国革命
与中国革命史的卓越作品。 这首诗歌表现出
一种不一样的革命者形象， 其所触及的人性
的深度与广度，都超出了以往的同主题作品。
可以说， 郭小川开启革命战争文学丰富人性
内容的一系列作品， 为后续的当代文学提供
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并打开了创造的空间。
然而， 我们对郭小川创作成就的认识和

郭 小 川 留 下 的 这 份 遗 产 ，我
们承继得太少
在我看来， 诗人郭小川在他们那一代诗人
中， 是一只洞悉与掌握了对历史的审美创作的
“稀世之鸟”。
他写的另一部长诗《将军三部曲》，可以说
其价值至今都没有被充分认识和理解。 为什么
作者要写“将军”，而不是基层官兵？ 在“群众是
真正英雄”的当时语境下，他大胆选择“将军”作
为审美的创作对象，而且是一著就是“三部曲”
的作品模式，是有着良苦用心的。诗人郭小川生
前（1960 年），曾这样表露过：“我已着手做了不
少准备，打算从明年起继续写《将军三部曲》的
续篇，一直写下去，也许要写十几篇像《月下》这
样的东西。 ”并补充说，“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想
了，好好写这篇东西，献给我们的人民吧。 ”
郭小川为什么会誓愿终生要写这部长诗
呢？ 我在反复诵读中体会，从已写出的《将军三
部曲》来看，他有决心表现中国现代史上两次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并瞅准了
大的战争——
“将军”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即上可直接
领会领袖的战略意图， 下可率领基层官兵投入
战斗。 事实上，正是因为诗人艺术地择取了“将
军”这个诗歌里的人物身份，才更好地用诗歌作
品来书写历史发展的本质力量。
第一曲《月下》，他写将军 4 天 4 夜部署大
战役的气度与河边月下的漫步， 其运筹帷幄决
战前的精神状态， 和月下心灵与天地之间的情
感交流，今天读来，仍可令人强烈感受到人民军
队高级将领的热血、智性、质感、浪漫。他所书写
的“将军”，真是血肉灵魂俱足，精神风范可感。
第二曲《雾中》，正面写战斗和战情突变，还写到
了警卫员的牺牲，点线面一应俱全。诗的腾挪跳
跃，自如贯通。尤其对警卫员牺牲及之后的默默
追思，呈现了大历史中细枝末梢的感人至深。第
三曲《风前》，写大战关键时刻，将军奉令调离，
部队却在无“帅”统领的情况下，按既定目标进
军并出色完成战斗任务。我们知道，这种临时调
动在战争中是司空见惯的， 但是诗人却由此而
展开创作，正可看出诗人创作的别具匠心。
读这三部曲，可以看到，诗人的创作已经实
现了对两次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逻辑
的表达。 这样的鸿篇巨制，需要对历史的参悟，
对革命的理解，对诗歌创作技艺的娴熟掌握。放
眼今日之诗坛，对郭小川留下的这一份遗产，我
认为我们承继得还是太少了。
在我看来，当代诗歌有一种虚空高蹈、好高
骛远的倾向。特别是，在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革
命史这样关乎中华民族精神重要内容的创作
上，少有作为，无甚建树。而这一创作内容，恰恰
在表述历史的必然性与人性的丰富性方面，大
有可为，到处是亟待开发的处女地。这是坚韧的
大地，是史诗蕴藏着的大地。
我们学习西方现代诗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宽广、深刻地
理解和表达我们的民族和民族的精神世界，如
果我们丧失了这种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在创作
上一味地跟着别人跑，也许凭借个人天赋，可以
写出一些东西，但那很可能不属于中国文化。当
然，依样画瓢的“四不像”，也很难写出属于世
界的东西。 我想借此机会明说的是：郭小川诗
歌的遗产，还没有被我们真正继承。 新的时代
期待着新一代有担当的诗人去表达、去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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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提供美国国防和安全问题的任
何资料。他还说，他也不知道就这个方面
一张处方引起的风波
有其他同事被联系过。
回国前，钱学森从父亲那里收到一
经过联邦调查人员的访问， 他们明
个处方，希望钱学森在回国前能从美国
白：无论钱学森还是波斯纳，他们说的都
为他的胃病拿点药。钱学森带着这个处
得到了相互证实，也表明了钱学森确实是
钱学森的回国历程
方到地方药房买药，遭到拒绝，他们告
为父亲确认药方来找波斯纳的，他只是希
诉钱学森， 由于处方是从中国寄来的，
望在准备拿药之前需要一位美国内科医
并且是以中文的形式书写的，这个处方
生对这份来自中国的处方进行确认。就是
需要得到当地美国医生的确认。
这个目的， 钱学森拜访了波斯纳博士。这
当时钱学森想到了以前给蒋英治
才消除了联邦调查人员压在心头的疑虑。
张现民 著
病的医生——
—查尔斯·波 斯 纳 （Charles
钱学森在得知可以回国的通知后，很
Posner）博士。波斯纳是美国一位著名的
快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 辞去学校工
内分泌专家。9 月 12 日， 钱学森首先给
作、订船票、行李托运，还与导师辞别以及
波斯纳办公室打电话。经同意后，他随
为了切实了解钱学森这次访问的动
格意义上讲，那只是一个专业上的拜访，对
为父亲拿药，同时钱学森还结清了所有在
即赶到波斯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
机，彻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联邦调查局
钱学森本人则没有任何情况的了解。
美国工作应该交纳的税费，翘首以待那个
迪纳北哈德逊大街 99 号的办公室。钱学
兵分两路分别对波斯纳和钱学森进行问
就在联邦调查局人员会见波斯纳的
期盼了很多年的归国之日。
森紧紧抓住那个塞满东西的公文包来到
话。1955 年 9 月 16 日， 威廉·G·卡彭特
同一天，也就是 1955 年 9 月 16 日，威廉·
经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和难以言状的
波斯纳的办公室。 钱学森进门时说话声
（William G. Carpenter）和弗朗西斯·D·库
J·圣考利（William J. HcCauley）和罗杰·
苦闷等待， 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钱
音很响， 波斯纳无意间听到， 立即赶出
利（Francis D. Cooley）在波斯纳位于加州
S·C·沃尔科特（Roger S.C.Wolcott）在洛
学森一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从钱学森
来，邀请钱学森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
帕萨迪纳北哈德逊街大街 99 号的办公室
杉矶西六街 512 号附近地区会见了钱学
1935 年 9 月踏上美国国土，到 1955 年 9 月
们商谈了 15 分钟。波斯纳博士为钱学森
会晤了查尔斯·波斯纳。
森。沃尔科特在其报告中这样说，虽然起
离开这块土地， 钱学森在美国待了整整 20
确认了那个处方。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通
波斯纳博士说，在 1955 年 9 月 16 日
初钱学森有点担心，但整个会见，钱学森
年时间。钱学森在美国 20 年的生活经历，也
的麻醉药，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前一周，钱学森来到他位于加州帕萨迪纳
还是保持了比较配合的态度。
是钱学森对美国的态度从爱到恨的过程。
此后不久，钱学森拿着他的公文包
北哈德逊大街 99 号的办公室进行一次专
钱学森说，他于 1955 年 9 月 12 日上午
钱学森说：“从 1950 年到 1955 年回
离开了波斯纳的办公室。钱学森的这次
业访问。钱学森说，他从父亲那里收到一
11：15 到 11：30 在波斯纳博士的办公室，让
国的这一段时间里，我除了教书和作一些
访问纯属医学问题的专门访问，却引起
个处方。波斯纳仔细看了处方，发现除了单
其确认处方，他希望在他离开美国前能在这
研究工作以外，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
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觉与怀疑，特别
词“Testerone”外都是用中文写的。很明显，
个地区的药房买到父亲寄来的处方里写的
得很少，而同时因为特务四周虎视，给我
是在钱学森访问后的两三天时间里，波
钱学森过去到过其他地方的药房， 他们希
药。他说，那个处方是由中国医生开的，因此
很大的压力。我有时间也有需要对美国的
斯纳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不安以及烦躁
望在拿药前有一个内科医生批准、 认可这
对他联系的药房来说不是很明白。由于在处
政治，以及世界形势作些思考和分析。”
情绪更引起了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疑虑。
样一个处方。基于这样一个目的，钱学森拜
方中有一个词语“Testerone”是用英语写的，
但他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
他们联想到钱学森将要回国的事
访了波斯纳。 考虑到这是一个普通的麻醉
这足以让波斯纳能够辨认出这个处方。钱学
的，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就在 1950 年至
实，认为钱学森和波斯纳进行了针对美
药，而不是一个有害或有毒的麻醉药，波斯
森说，这个药是他父亲需要的激素混合物。
1955 年期间，美国政府整我的时候，就有许
国安全的阴谋活动。
纳博士为钱学森确认了处方。 波斯纳博士
钱学森说，他认识波斯纳博士已有三
多美国朋友安慰我，千方百计地给我解决困
于是，他们对波斯纳的档案进行了
说，他可能在以前某个场合见过钱学森，因
年多的时间了，不是社会交往，而仅仅是
难，对我表示了真正的友情。”钱学森还说，
现场查看。1955 年 9 月 14 日，联邦调查
为自从 1954 年 5 月， 他经常给蒋英治病。
他妻子的内科医生。 钱学森还回忆说，最
他认识到他是环境的牺牲品。他宣称，他从
局人员伯纳德·W·麦卡锡 （Bernald W.
蒋英患有支气管炎，主要是烟雾所致。波斯
初接触波斯纳是由马勃介绍的。 钱学森
来不让他的逆境来转变他对这些人的友谊
Macarthy） 检查了洛杉矶的选民登记记
纳回忆说，有一次他访问过钱学森的家，也
说，在这个国家，他从来没有被人（无论西
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
录，上面记录了波斯纳的具体信息。
就是在那次访问中遇见钱学森，但是，从严
方还是东方的）接近过，并联系向中国或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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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来看，今天的人
们迎着八面来风，思想解放，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对世界、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人们
不再迷信，不再僵化，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
见解、想法和追求，都可能拿起笔来自由地
书写自己内心深处体验到的、各不相同的诗
意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 恢复高考 40 多年
间，人们对文学艺术、对诗歌的鉴赏水平，也
都有了日益不俗的提高。 事实上，也的确有
很多人拿起了诗笔，而且写得还真是像模像
样。 尤其在新诗的理论界，更是多元并举，众
声喧嚣。
—在这样一个各种信息
我想说的是——
汹涌如潮水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新
看待郭小川和郭小川那一代诗人的作品？ 会
不会觉得他们已经不够新鲜、 不够独特、不
够厚重了呢？ 他们是被淘汰了呢，还是被遮
蔽了？ 他们执著于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史
的审美创作的发轫与开拓，是否得到了理论
界和思想艺术界的关注？ 后来的诗人们又有
多少承继与创新呢？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驻足
良久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想，值此纪念郭小
川百年诞辰之际， 也正是我们重温经典，重
新发现与认识过往经典与过往诗歌大家精
神价值的一个时机。
多元化不是虚无化。 从哲学层面来说，
多元并举， 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主张和坚守。
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多元越需要认识自己的
来路与去向。 历史与未来的中间是现实，历

研究，至今处于浅表状态，其创作雄心推动下诞
生的多部作品，尚未得到足够的解读与诠释。可
以说，这既是我们这些诗人的浅薄，也是诗学研
究者的缺位。

天下地名、景点叫五龙口的
写意
不知道有多少。 有的是因为那
座山有五条溪水汇流叫五龙口；
有的说某山边江中有五条龙而命
名……我想，每一个“五龙口”都
会有不同的景观、不同的特点和
不同的故事。
我去的五龙口在河南济源
东北。 此五龙口自唐代起便有名
气，大文豪韩愈曾留《送李愿归
盘谷序》之文，盘谷是五龙口的
一个景区。 五龙口景观简单，不
过观猴、看山而已，却非常有特
点，因为简单，游山、观猴就有了
很多清趣。
或有看官问：“看猴应该上
峨眉、下黄山，那里有泼猴山间
挡道，索讨食物，有攀树猴耍，山
间拾趣令人捧腹，观猴又何必去
五龙口？ ”
我扶栏答曰：“客或有所不
知，此处猕猴为印度迁徙而来的
一支，只只都是双眼皮、大眼睛，
颜值高，且又聪明，会看山水，智
商比 3 岁小孩有过之无不及。 此
黄
群猕猴刚来时仅百余只，猴地生
阿
疏，缺食少喝，几乎已到濒临灭
绝边缘。 好在景区请来养猴、驯
忠
猴专家匡氏父子，在他们的精心
调理、全面养护下，目前山上已
经繁衍三四千只，并分成好几个
群落。 这些猴子有猴性，顽皮、捣蛋，会抢游客手中
食物，能打开饮料瓶一饮而尽，还会剥花生、糖果，
模仿力很强。 匡师傅驯养的猕猴懂人话，非常有看
点，当然只听匡师傅的吆喝。 匡师傅一声叫唤，山上
一个群落的猴子便鱼贯而来， 猴王摇摇摆摆居其
中，左右环视，大有独霸山头之势态。 然它对匡师傅
言听计从，让其坐不敢爬，让其上不敢下，在它的带
动下，群猴做各种表演，煞是好看。 此处观猴可悟
得，人毕竟高动物一筹，终有办法制服。 ”客闻之若
有所思，点头称道。
又有不解曰：“若以游山论， 或山岩森然峻险、
怪石嶙峋奇峭，或杜鹃百里似锦、林木葱郁，九州名
山可圈可点。 不明白看山为何要选五龙口？ ”
余曰：“客官可知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和他的《匡
庐图》否？ 荆浩者，河南济源人氏，隐居太行，一生只
为笔墨丹青，具雄峻气格，别号洪谷子也；五龙口
者，山体雄阔，山脉纹裂皴若斧劈，中条山主峰两侧
峭崖石纹之线条似披麻，山间有沟壑飞瀑、古松怪
石之雄姿，山岩氤氲缭绕，又像是墨色韵开一般。 竖
在五龙口的大山云生列岫，荆浩把它们与水晕墨章
浑然一体；而溪泉坡岸，高深回环，得大山堂堂之气
势，开写生之先河也。 在五龙口看山，意义别样。 ”客
亦觉得有道理，信服然也。
何山无有峰峦、崖岩、石纹、裂皴？ 然荆浩于五
龙口开写生之先河，足以流连观赏也。 海拔 1000
多米高耸入云之山峰，便是荆浩《匡庐图》所绘的
远山。
五龙口山崖气势雄浑、乔木杂植，又若咫尺而
得纸上千顷之势。 荆浩放眼广阔，偃截巨流，披苔裂
石，遍而赏之，随即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
其真。 换句话说，荆浩画的《匡庐图》是对着这里的
大山大水写生的。 一直以为中国画山水全是凭想象
而画，而当我站在五龙口看那座大山后，才知道，原
来中国人的山水是从自然中写生而来的。 《匡庐图》
写生处的发现， 佐证了中国人也是注重写生的，并
且比西方早了好多年。
如果来个场景再现：荆浩在此驻足停留，远望
群山，提笔把大山的造型、脉络的变化起伏、植被覆
盖的疏密、山路的崎岖等都画在了纸上，成就了一
幅传世千年的山水画。
我想起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小城， 当年凡·高在
那里写生的吊桥，黄色砖墙的咖啡馆，以及他住过的
疗养院，还有瓦兹河畔欧维的那座教堂等等，那些景
物如今完好，只不过原来的树长高了许多。 那些凡·
高曾经写生过的地方，现在都插着牌子，上面印了他
的那张画，并写上“凡·高写生处”。
我忽而又想，五龙口进山的那个路边，是不是也
应该插一块牌子，印《匡庐图》于上，并书“荆浩写生
处”五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