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经典作家专刊经典作家专刊责任编辑：周玉宁 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3年10月28日 星期一

第34期

经
典
作
家
之
郭
小
川
篇

经
典
作
家
之
郭
小
川
篇

提起郭小川，我们首先想到是他“战士诗人”的称号。作为
一个有着10余年军旅生涯从延安走出的革命工作者，这个称
号自然名副其实。但回顾中国当代诗歌史，让郭小川之所以成
为郭小川从而与其他诗人区别开的，是他对裹挟在历史洪流
中的个体生命复杂心灵世界的关注与展现。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郭小川由于亲身经历了从青年知识分
子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因此他自然格外理解许多像他一样的
知识青年从知识者到革命战士的蜕变过程中所历经的种种思
想冲突与情感矛盾。可以说，从青年知识分子到革命战士所经
历的生活、情感变化，既是郭小川的生活道路，也构成了他诗
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决定了他的诗歌自我剖析式的抒情方式。
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者的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索，集中
体现在郭小川1956－1959年的诗歌创作中，他陆续写下了长
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尽管诗
人因为这些诗作遭受了猛烈的批判，人生亦陷入困顿，不得不
离开中国作协，它们却成为郭小川作为“心灵诗人”的标志性
作品。

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突破了当时的题材禁区，借知
识女性的视角来抒写一段特殊的感情。战争时期，从事革命工
作的知识女性于植，丈夫去了前线作战，她独自在后方抚养孩
子。一天晚上，孩子高烧不退，心地善良、医术精湛的年轻医
生，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默默地为孩子治病，无声地陪伴

着她。当医生得知于植为丈夫的安危焦虑不堪时，又连夜赶路
将丈夫平安回到后方的消息告诉她。作为女性，于植也感受到
医生对她的深厚情意。当医生医好孩子的病，于植心生感激，
她对医生产生了朦胧的情意：“我的面前不断地闪动着他的影
子，/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对他的感情已不限于
友谊？”最终，于植经历了短暂的游移之后在情感上回到了丈
夫身边，保持了情感的忠贞，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
诗人着力描绘的是她与医生之间基于个人情感所产生的介于
爱情与友情之间的感情。有意味的是，诗人对于这段感情的态
度。他借于植之口吐露了自己的看法，即使于植的感情有过游
移、彷徨，但这并不妨碍她感情的纯洁，“我们的感情跟雪一样
洁白”。在个人话语几乎没有表达空间的年代，郭小川借助女
性视角表达了他对人的情感复杂性的尊重与理解，将女性复
杂多样的情感世界作为审美对象进行了丰富的开掘，正如诗
歌中的诗句，“不仅要像雪那样洁白，而且要像雪那样丰富多
彩！”这无疑是在宣告人们生活与情感的丰富与多元的合理
性，人的价值存在也应该是多维度的。

如果说《白雪的赞歌》是诗人借助女性视角对人的情感的
丰富与复杂的合理性进行正名，那么《深深的山谷》和《一个和
八个》则有着郭小川自我经历的投射，从诗歌中我们仿佛读到
了郭小川内心的矛盾、挣扎、焦虑、冲突。《深深的山谷》中的知
识青年出于理想奔赴延安，性格柔弱，不能在战场上冲锋陷
阵，面对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女友，感到了两人的距离逐渐
拉大，最终选择了葬身“深深的山谷”。诗歌中的“他”清高、孤
傲、聪慧，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考虑的是个人的情感与欲求。他
对自己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非常清楚自己并不适合当时主
流的革命伦理，“我呢，我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
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本性上的善
良，他对仍然爱恋着他的大刘怀着深深的祝福。他不革命但也
不背叛革命，“当然我也不愿去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
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从中可以见出，诗人并不抱着简单
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
与反革命之间存在着过渡地带，一些本性善良的知识青年就
在此徘徊、彷徨，诗人对于这类知识分子给予了同情性的理
解。因此，诗歌的最后，虽然女主人公大刘和志同道合的指导
员结了婚，但心中始终纪念着在延河边的这段爱情，不断在心
中重构着恋人的形象，“一个不平凡的男子，/黝黑的脸上突起
来高高的鼻梁，/额头微皱着，露出深沉的忧郁”——整首诗给
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诗人自述这首诗作
的目的是“勾画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耻又可怜的脸谱”，但这

个在革命伦理和个体伦理中挣扎的知识青年，无疑也有郭小
川自己的影子，当然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追随革命的一代
左翼知识者的集体情感记忆，因此诗人并没有丑化这类知识
分子，而是以同情的笔触真实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复杂心态。从
郭小川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郭小川本人也经历过类似的矛
盾、挣扎，在中国作协党组工作的郭小川一度非常苦闷，在政
治工作与个人欲求的矛盾、挣扎中焦虑不堪。20世纪五六十年
代，中国作协是文化界风暴的中心。作为作协的书记处成员，
郭小川也参与了“胡风集团”、“丁陈集团”等批判运动，但本性
善良的郭小川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痛苦之中。从日记中可以看
到，作协的工作给诗人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烦恼和痛苦，“八
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一种厌
烦和不安的情绪占有着我，情绪有时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地压
人。”（1957.1.11日记）“晚饭后，改陈的结论，许多情况弄不清
楚，苦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
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百端愁
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腰又酸痛，身体疲惫不堪，这真
是最痛苦的一天。”（1957.2.17日记）与此同时，作为诗人的郭
小川又在疲惫的工作间隙进行诗歌的构思、创作，并从中得到
极大的快乐：“决心在蕙君回来之前，完成这首长诗……总共
一千行。为了把这首诗献给读者，纪念蕙君这一次旅行，我真
感到快乐。”“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
狂热了。”（1957.5.25日记）“又写了几行诗，思索着《白雪的赞
歌》的修改问题，整天为创作冲激着。”“又愉快，又美丽，生活
常常有这样幸福的时刻。”（1957.11.24日记）在日常工作与诗
歌创作的矛盾冲突中挣扎的他不断写信给邵荃麟、刘白羽，希
望能够离开作协，到下面进行创作，他甚至想过，只要能离开
作协，即使受点处分也没关系，也是值得的。但他的举动招致
了作协对他的批评，被认为是在“向党要名誉要地位”。在作协
领导眼中，郭小川成了与《深深的山谷》中的青年一样的“个人
主义者”。

《一个和八个》虽然触及的是革命内部冤案这一题材禁
区，但其中也有着郭小川自身痛苦经历的投射。革命者王金被
当作敌方派来的奸细与八个犯人共处一间牢房，他处境艰难，
既受到同狱的八名罪犯的挑衅、欺辱，也被他所忠诚的革命组
织所抛弃。在这一绝境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力图以自
己的行为去感化、影响这些罪犯，并在军队遭遇袭击时挺身而
出，指挥战役，为革命尽力。王金是诗人理想化的一个革命者
的形象，如此完美的英雄形象，其实折射出郭小川自身痛苦的
人生经历。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郭小川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

中亲历，成为他心中的隐痛，也成就了他的创作冲动。据诗人
自述，《一个和八个》的创作动机来自肃反和延安审干时的经
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郭小川听人坦白说北平的“文艺青年
联合会”是一个“红旗团体”，自己参军前曾参加过这个组织，
便以为自己也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所以“马上
就急哭了”，到坦白大会上进行了坦白交代。过了近一年、写了
十多次检查以后，这个问题才被澄清，得到一个“没有任何政
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与此同时，新婚仅一个月的妻子杜惠，被
怀疑为“特务”而遭拘押，被监禁在中央社会部的监狱里，长达
2年零 4个月之久。在此过程中郭小川经受的心灵磨难，在日
记中留下了印痕：“我每夜都梦见你……梦见你成了鬼，真可
怕，你的脸是白的，而雕浮着可怕的沉默……每天都想到你，
想到你也许因病死去，想到你因为‘破坏’党而（被）处死，想到
我们将不可能再见面……你不像是特务——人类中最阴毒
的，动物中最污浊的——假如，你真是，那对于我，就犹如丢掉
一个黑色茧子一样丢掉你。可是，你不会是的，你受了别人的
牵连的可能居多，正确些，你可能是受了冤枉，然而，不能把这
看作是冤枉，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从中可
见诗人在信任组织与信任恋人之间痛苦的徘徊与游移。有意
味的是，诗人在诗歌中将自己在审干运动中内心的矛盾与挣
扎置换成了对王金这一理想化的革命圣徒的塑造。对待冤屈，
王金当然是痛苦的，得知叛徒的指控时有点儿“惶乱”和“惊
恐”，听到锄奸科长的愤怒声讨“像刀子般割着我的心”，听到
科长怒斥他这个“无耻的叛徒”，王金的“嘴唇颤抖”了，“每条
神经都感到疼痛”。但他又大度、从容，极力配合组织的工作，
以“严肃的负责的态度，陈述了这个事件的全部内因”，然后就
耐心地等待着组织上的处置。当得知已经没有可能来证明自
己的清白时，王金想用最后的时间以自己的人格理想来感染、
影响身边的这八个罪犯。可以想象，诗人塑造这一理想化的革
命者形象，也在以自己构想的悲壮、决绝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
苦与委屈，当然也有以此表明自己对组织的绝对忠诚的成分。
因此，在看似完美的革命圣徒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内心
痛苦矛盾的心灵世界。

作为那个时代的“心灵诗人”，郭小川找到了他一直在寻
找的“新颖”而“独特”的东西，那就是对于走向革命道路的青
年知识者的情感世界的多面性的探索。但他的努力、尝试遭遇
了一系列的严厉批判：《白雪的赞歌》被认为“脱离了社会主义
文艺的轨道”，“通过个人的琐事，小事化大”，“是资产阶级文
艺道路”；《一个和八个》更是受到激烈的非议和批判，“这首诗
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并且充满了人性论的观点，宣扬‘人格力
量’、‘主观战斗精神’等反动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受到批判
之后，主动认错的郭小川得以如愿以偿离开了作协，到《人民
日报》做了一名记者，到各地采风的生活让他有了精神上的放
松与平静。但一直努力形成自己诗风的诗人，放弃了他的“心
灵”探索，写下了《林区三唱》《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
等与时代主流吻合的作品。从辞章、诗体形式来说，是华美的，
但失却了心灵之韵。正如他的女儿郭晓惠所言，“从此以后，他
从飞鸟变成了一只走兽，把外在的控制内化为自身的禁锢。于
是，心灵上锁。”

郭小川在黎明到来的曙光中随着一场大火
离去，留给世界的，是量多质精、元气丰沛、铿锵
婉转的动人诗篇。他是诗人，又是战士。丰宁、北
平、延安、和平里、咸宁、静海、安阳……郭小川一
生似乎与这些带着“宁、静、平、安”字眼的地名渊
源颇深，可在他57年并不漫长的一生中，却一直
风云激荡！他胸中涌动着激越磅礴的诗情，他笔
下很少有平和与宁静。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
月，还是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日子，郭小川都以
一颗赤子之心应和着时代的脉动，用自己天才的
凌云健笔，书写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最为动人
的诗篇。

郭小川被称为“战士诗人”、“党员诗人”，他
的诗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当今语境中，这些
称号似乎并不能为他争取到更多读者。但是，他
的文学史地位毋庸置疑。若论“十七年”诗歌，他
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大家。2006年，在由25位中国
现当代文学知名专业评论家和数万名新浪网友
共同参与、历时一年的“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活
动中，郭小川位列第 53，其中专家票选排名第
43。在后现代主义消解、反讽、无厘头大行其道的
当今社会，“政治抒情诗人”郭小川竟然能获如此
评价，足令喜爱他的人倍感欣慰。评出的 60 家
中，以诗人身份入选的总共 12 人，他们是郭沫
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郭
小川、余光中、北岛、舒婷、顾城；而 60 人中真正
属于“十七年”文坛的只有 3 人，即小说家赵树
理、柳青与诗人郭小川。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
郭小川代表了“十七年”乃至改革开放前30年中
国大陆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郭小川是出色的诗人。一个诗人的价值取
向、精神境界、审美趣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是
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天分、身世、阅历至
关重要。郭小川有良好的家教。他虽然生长在偏
远的塞外县城，但是其父母均是教育工作者，有
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在父母教导下，郭小川学龄
前就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背诵了大量古典诗
词，并学习写对联。这些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打
下良好基础。后来他的诗句语感纯熟、长短皆工、
文采斐然，足以显示出母语韵文传统对他的深刻
影响。由于条件所限，他没有多少机会阅读翻译
过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这对他也许并非坏事，
因为这使他天然屏蔽了西方翻译语体的不良影
响。无论是精练简洁的短句自由体，还是个性十
足的“新辞赋体”，无不是地道的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即便被认为是学习借鉴的“马雅可夫斯基
楼梯诗”，他也绝非生吞照搬，而是完全从表情达
意效果出发，使之与汉语特点完全融合。对此他
曾这样说过：“为了表现稍许充沛一些的感情，我
写的句子总是老长老长的（短句子总觉得不够
劲），而如果把20个字排成一行，那读者（尤其是
朗诵者）一定会感到难念。所以，我大体上按照念
这些句子时自然而然的间歇，按照音韵的变化作
了这样一种排列，多少也想暗示读者：哪里顿一
下，哪里加强一些，哪里用一种什么调子。”由此
可知，他在20世纪50年代钟爱“楼梯体”，并非标
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从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发，
从读者的感受出发，是他在形式服务于内容方面
积极探索的结果。

郭小川是真正的战士。抗战全面爆发后，他
离开寄居的沦陷城市北平，辗转来到延安，参加
了八路军并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手拿枪，
一手拿笔，在 359 旅做了大量的文化宣传工作，
后来成为王震旅长的机要秘书。经历过血与火的
洗礼，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新中国的和平生活
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当年曾有的最美梦想。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
住在青纱帐里，高粱秸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
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
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
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
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
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
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

——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
写于 1962 年的这首 《甘蔗林——青纱帐》

充分展示了他的战士情怀，若无当年的切身感
受和实际体验，绝难臆造杜撰出如此动人的画
面和诗句。这些话若由别人说出，可能会让人
感觉矫情夸张，但在郭小川笔下，却显得合情
合理、真实自然。

新中国建立后，郭小川长期在文化战线上担
任重要领导职务。革命诗情与宏观视角，赋予他
不同于他人的气质与高度。更重要的，郭小川是
一个真人、一个善人、一个好人。面对现实生活和
工作中的种种不和谐因素，他敏感，他多思，他不
能熟视无睹，所以他痛苦，他迷惘，他失眠，他抽
烟。在新时代的咚咚战鼓声中，他有那么多疑问、
设问和反问；在新时代颂歌大合唱的旋律里，他
有时会发出别样深沉的追问和低吟。这也正是他
的诗歌与“十七年”其他人诗歌的最大不同之处。
参加革命，他为的不是一己前程、个人幸福；领导
作协，他也绝非为满足自己的权力私欲，以踩踏
着同伴身体向上爬为乐事。相反，在政治斗争日
益残酷的关头，率真的诗人屡次萌生退意，感到
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可是，对信仰的忠
诚、对领袖的热爱，让他又不得不忍受煎熬，苦苦
支持。在对待丁玲陈企霞问题上，他显示出自己
的善良与正直。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良知与信仰。
在家信与日记中，他对亲人有着自己心灵深处最
真挚的感情流露。这些，是我们在阅读其作品之
前有必要了解的大致背景。

“我要下去啦——/这儿不是战士长久住居
的地方，/我要下去啦——/我的思想的翼翅不能
在这儿飞翔，/我要下去啦——/在这儿呆久了，
我的心将不免忧伤，/我要下去啦——/简直来不
及收拾我一小卷行装。……”

——郭小川《山中》
单纯、善良的本性让处在新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文化界矛盾漩涡中心的郭小川左支右绌，疲
惫不堪，他这首《山中》，我们未尝不可解读为那
个年代的《归去来兮辞》，不过他并非像陶渊明那
样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他是要
投身到建设的最前线，为工农业生产去“作战般
地工作”。

“而那机器轰隆着的工地和扬着尘土的田野
呀，/我的心没有一天不向你们飞驰……//我要
下去啦——/树叶呀我不能让你载着金色的时光
轻轻跌落！/我要下去啦——/秋风呀你不要这样
把我折磨！/我要下去啦——/小河呀我要同你一
起走向喧闹的生活！/我要下去啦——人们需要
我像作战般地工作！”

——郭小川《山中》
在四大文学体裁中，诗歌反映时代精神最快

捷、最直接、最鲜明。正因如此，它也很可能成为
受政治干扰最大、被政治化最严重的一个门类。
君不见，“十七年”乃至“三十年”诗坛众芳摇落，
万马齐喑，口号化、标语式作品泛滥成灾。而时过
境迁之后，有许多一度风行一时之作迅即被人遗
弃，甚至沦为笑柄。

政治，似乎成了艺术的天敌。
可是，果真如此吗？
尽管“十七年”文学政治倾向明显，但这一特

征未尝不是溢彩流光的中国文学史链条中具有
独特审美价值的一环。若放在更长久、更宏阔的
人类精神长河中考察，“十七年”文学优秀代表
作中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未尝不具有其独特的
精神内涵与存在价值。“两结合”亦被看做世界文
学宝库中别具一格、独具魅力的创作方法。用这
个方法书写的，是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在向上攀
登过程中一段独特历史和一种独特梦想。

评价一个诗人、一部作品，不能离开其产生
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不能简单地以当下审美趣
味来衡量一切时代的经典作品。比如，按今天某
些诗歌美学标准看，《黄河大合唱》词句直白素
朴，不够含蓄蕴藉；但我们无法否认，它是中华民
族的不朽诗篇，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最
强音，在中华艺术史、诗歌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对
郭小川诗歌我们亦当作如是观。

读读郭小川的诗吧，让我们再次回归进入那
些美好的字眼，你能产生无比超拔博大的心怀！
今天，时代精神变了，人们审美观变了，可是，忠
诚、进取、无私、乐观这些品质，难道也该弃之如
敝屣？欲望横流、荒诞不经、自私自利、个人中心
主义就更有鼓励和宣扬的价值吗？看看当今诗坛
吧，哼哼唧唧的自说自话、前言不搭后语的故作
深沉、自怜自恋的哀哀戚戚泛滥成灾。诗歌，在大
众的心中，早已变得光彩全无、美丽不再。本来，
它是多么神圣的字眼！

郭小川诗歌为中国新诗艺术创造了一种雄
奇宏阔、幽深高远、真挚炽烈的全新的审美趣味、
审美境界。因为诗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
而是亿万团结一致豪迈发声的“人民”。他充当了

“时代的号手”。这一点，贺敬之也当之无愧。就其
诗风的雄奇飘逸、豪放洒脱而言，他们一点不亚
于李白苏轼！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这是一笔
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耕耘下去吧，未
来世界的主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
天上难寻。”

——郭小川《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

花，北方。/我走遍了我广大祖国的每一个地方/
呵！每一个地方。我的每一个故乡……”

——贺敬之《放声歌唱》
这些奇绝豪迈的文句是口号吗？是！是又有

什么不可以？只有宏大叙事固然太单调，可如果
一点宏大叙事也欣赏不了，接受不了，那口味也
未免太单一，性格也未免太偏执，精神也未免太
萎缩。郭小川并非北大荒人，他只是跟随王震坐
火车去短暂访问了一下。在返程途中，他诗情难
抑，文思泉涌，一挥而就写成了这首《刻在北大荒

的土地上》。回到家里，对妻子杜惠谈起北大荒
来，他还难以平息内心的激动，说是在北大荒看
到了中国的希望。现在，这首诗被全文展示在北
大荒博物馆里。可以想象，任何有良知、不麻木、
不个人主义到极点的人到了那里，站在那块土地
上读到这首诗，都会血脉贲张，热泪盈眶！

郭小川作品思想的深度，不仅仅表现在其长
篇叙事诗里对人性的思考、对矛盾的处理上，也
体现在《望星空》这样的优秀抒情诗中。作者的真
诚与坦率充分体现于其中。对于永恒宇宙的凝望
与思考，是自古以来优秀诗人常常涉及的话题：
曹操举杯浩歌之际，会想到人生如同朝露；张若
虚面对春江花月夜，将无限感慨寄托于闲潭落
花、游子归舟。李白也曾感慨人生如梦为欢几何，
苏轼也曾于顿悟人生如梦之后一樽还酹江月。任
何一个赤子仰望星空，都难免感到自身渺小、人
生短暂，郭小川亦不例外。在开篇，他用纯粹的现
代汉语营造出不亚于前辈诗人的意境氛围：

“ 但 星 空 是 壮 丽 的 ，/雄 厚 而 明 朗 。/穹 窿
呵，/深又广，/在那神秘的世界里，/好像竖立着
层层神秘的殿堂。/大气呵，/浓又香，/在那奇妙
的海洋中，/仿佛流荡着奇妙的酒浆。/星星呵，/
亮又亮，/在浩大无比的太空里，/点起万古不灭
的盏盏灯光。/银河呀，/长又长，/在没有涯际的
宇宙中，/架起没有尽头的桥梁。……//在伟大的
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
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
波浪。/呵，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于是我带着
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

——郭小川《望星空》
他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怅惘迷茫。可

是，怅惘迷茫之后，并不是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
到来，而是意识到：只有将个人溶入集体，将有限
生命溶入群体事业之中，才能让短暂的一生获得
永恒。面对“终极问题”时，周恩来说，“生死参透
了，还要努力为生”，郭小川则说，“人生虽是短暂
的，但只有人类的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世
界啊，由于人的生存，才有了无穷的希望。”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因为偏离正确方向，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刚
刚随同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严峻考验的诗人，用
祖国大地到处可见的“乡村大道”这一意象，委婉
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的事业遇到了挫
折，不要气馁、不要动摇，不要为一时的困难而消
沉低落。只要心存远大革命理想，脚踏实地、努力
拼搏，困难一定会过去，美好明天一定会到来！

“乡村大道啊，我爱你的长远和宽阔，/也不
能不爱你的险峻和你那突起的风波；/如果只会
在花砖地上旋舞，/那还算什么伟大的生活！/哦，
乡村大道，我爱你的明亮和丰沃，/也不能不爱你
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不经过这样的山山水
水，黄金的世界怎会开拓！”

——郭小川《乡村大道》
那个时期也被认为是诗人创作的全面成熟

期，那时创作的一系列优秀作品，都能让我们感
受到郭小川的深沉思考和磅礴激情。“青纱帐”和

“甘蔗林”也是他创造的两个鲜明意象。“青纱帐”
代表过去的战争岁月，“甘蔗林”象征当今的和平
生活，正如“乡村大道”上会有那么多“沟壑”和

“风波”，“甘蔗林”固然是香甜的，可有时也会让
人感到“你为什么那样严峻？”这就是郭小川的深
刻和独到之处，他不是旁观者，旁观者此时即便
不敢批判质疑，也可以偷偷冷笑看热闹、至少可
以闭口不再发声；他也不是一味迎合、丧失独立
思考勇气的投机分子，否则他也可以一味地“歌
德”。他是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他觉得战胜这个
困难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职责。“一颗心似
火，三寸笔如枪”，他要做的，就是用笔，用诗句唤
起“年轻时代的战友”，“青纱帐里的亲人”，让他
们到甘蔗林“聚会”，一起“唤回自己战斗的青
春”。

说起郭小川对中国诗坛的贡献，不能不提的
还有他的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
歌》《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堪称中国新诗
发轫以来长篇叙事诗的扛鼎之作。尽管是在“十
七年”期间所写，尽管有人人皆知的政治条框，但
诗人还是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华，将它们写成了
具有经典特质的艺术精品。他是战士诗人，是全
心全意相信这个政权、拥护自己领袖的革命文艺
战士，他是完全发自肺腑地歌唱，歌声纯洁响亮
而又自然流畅。这些诗作在内容方面表现人性的
突破与深刻，本文不再赘述。而其文本给人带来
的阅读美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诗人自觉的
环境细节描写。郭小川非常重视叙事诗中的环境
营造。在与朋友的一次谈话中，他这样说：“写非
洲，就应该有沙漠和棕榈树。为增强艺术效果，就
要通过创造鲜活的形象，吸引着读者跟你走，然
后，你突然一转身，再把他们领向相反的方向，给
他们制造一个惊奇。要做到这样，你就不能仅用
那些别人常用的陈词旧语，要有创新，要学会创
造新鲜生动的词汇。”（赵兹《我所认识的郭小
川》）他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笔者在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郭小川那些长诗带给自己
的阅读体验。那些诗句是那么的细腻温婉，体察
入微，阅读它们，与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唐
璜》等世界名著的审美感受并无二致，甚至在文
辞音韵方面的美感超越了阅读那些名作的译文。
例如：

“沉沉的冬夜，风在狂吹，/星星蜷缩着，在严
寒中微睡。/炉火上的水壶打着鼾声，/蒸汽在玻
璃窗上涂抹花卉。”

——《深深的山谷》
“啊，多么鲜明的光亮的田野，/田野上铺着

一层软软的白雪，/微风都仿佛染上了雪的颜
色，/阳光也像被雪洗涤得更清洁。”

——《白雪的赞歌》
“将军凝然不动。/静静地看/静静地听/水

波/月影/草舞/虫鸣/蛙叫/涛声/将军说/“你觉
得吗？/河水也有心灵。”//将军长出一口气，/在
岸边走动。/旋转着头，/观看四围风景：/巨石，/
树丛，/落叶，/流萤，/小路，/清风。/将军说：/‘你
瞧啊，/一切都有生命。’//将军‘啊’了一声，/大
有感触，/看那河水下游，/展开庄严画幅：/谷
堆，/窝铺，/场院，/高树，/大家，/大路。/将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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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诗人郭小川
□潘 磊

不能忘却、无可取代的郭小川
□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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