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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英出版过三部散文集：《天涯孤旅》（百
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8 月出版）、《青草时代》

（济南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出版）、《唯美：1984》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3 月出版）。《唯美：
1984》是她的一部最为真实感人的思乡力作。20
多年过去了，为故乡、为亲人歌哭的作品出版
了，作家却已身在万里之外的悉尼。

《唯美：1984》讲述的是发生在作者故乡的
故事。书中，赵建英给故乡汀河起了一个更美丽
的名字——汀洲。关于汀洲的种种故事、美好
回忆都凝聚在遥远的 1984年，沉积了 20多年
的回忆化作文字，如故乡的河水一般缓缓流
淌，滋润着她的心田。

全书分为 7 个章节：四季、耕织、众生、汀
洲、稼穑、自然、人间，结构讲究、开合有度，有着
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美感，显然经过了精心的
构思与打磨，不似《天涯孤旅》《青草时代》那般
生涩混沌。“四季”首先给了汀洲天与地之间广
袤浩瀚如诗如画的背景与宁静舒缓唯美忧伤的
笔调。《春》如抒情的解说词，《夏》则显露了歌者
的姿态：“夏天浓浓的露水，打湿了每一个角角
落落，漫漫长夜！歌者自有天与地，听者何惧乐
与忧？”棉花味儿弥漫的夏日是最火热最富生机
的，那也是赵建英最美好的青春年代，只是她
心中升起的，却是似浓还淡的愁思——“那就
是 1984 年的夏天。一片朦胧之中的荧光，点
亮了我的生命。但是，在日出日落的劳作中，
在浩瀚无边的平原上，我只能用长着厚茧的双
手，来触及青春的第一缕霞光，并且无奈地看着它渐行渐远！”

《秋》是有力而深沉的，“风在风的世界里游走，云在云的天堂里
行吟！”恍若如歌的行板，又大气驰骋。《冬》则充满了触景生情
的忧伤，“我一下子跳出了我的忧伤。而进入了另一种更深重的忧
伤之中。”“丝蔓般的忧伤”“伤感的冬天”……是啊，1984年的冬天
是她与父母共度的最后一个美好冬季，以后的冬天在她眼中都不
再温暖完整。

有了阔大的背景，接下来便是这背景上铺展开来的乡村生活。
难能可贵的是，越过时光的河流，赵建英在叙述稼穑耕织时不仅能
够真切地还原当初的情景，并能赋予辛劳单调的农事以灵动的色
彩与飘逸的哲思，《大地的味道》《因为生命存在平行》写扶犁拉耧，

《线上的岁月》《织布 织布》写盘腿纺线闯杼织布，而《草的温暖》写
晒干青草是这样真实而唯美空灵——“用力地将草挑起来，一下一
下地翻来翻去。水分慢慢地蒸发，分量越来越轻，就像是草的灵魂
都飘到了天上，剩下的只是它们漂亮的衣衫。”

“众生”是《唯美：1984》中浓墨重彩的一章。整部书既有诗味、
散文味，又有小说味。诗味是整体氤氲在语言与意境中的，散文味
则是其核心人物、主体故事、内心情感的刻骨真实，小说味特别体
现在“众生”一章与其他章节一些描画故乡人物的篇什。汀洲的子
民在广袤的大地上如走马灯般活动起来，极生动地演绎着属于他
们的故事。无人敢惹外冷内热的七老太、霸气强梁的万家父子、命
运如转蓬的箍儿、红粉……他们的悲欢离合家长里短，通过“我”这
个既实在又虚无的叙述者发出不同的哀声。阅读“众生”，我们真正
感受到赵建英笔墨的省俭与笔力的犀利老到，或许其中还掺杂着
一些熟悉的味道。如《无名氏》中的老撇，就有鲁迅笔下人物的神
韵。“众生”成就了一个鲜活的汀洲，《唯美：1984》成为赵建英散文
创作中的一个超越与突破。

《唯美：1984》的第四章是“汀洲”。它既是自然界中一片极其广
袤、蕴涵生机的土地，也是作者书中无所不在的故乡。“四季”“耕
织”织就了汀洲辽阔的背景与周而复始的内容，“众生”描画了汀洲
汲汲于生汲汲于死的生命，“稼穑”赋予庄稼人一样的命运与心灵，

“自然”“人间”则是汀洲远去的日月星辰与历史云烟……整部书散
发着诗一样美丽的光芒，“汀洲”如同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
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一样，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为她文学世界里
的生灵提供阔大的活动背景。正如赵建英在《汀洲永不消失》中说
的：“岁月能将苦难淡化，在人的心里，留下的是美好的光环。”
文学的汀洲被虚化和美化了，它成为记忆中的圣土。

然而，汀洲又是这样地实在，它并非刻意营造，它就是赵建
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汀河。历史上，汀河曾经是黄河和大清河
的河道、河滩、河岸，确实像长河中的一个沙洲。“耕织”中《消失的
曼陀罗》借老屋旁边生长的洁白的曼陀罗花写一个逝去的时代，集
体经济、生产队、小社员……如同被砍掉成了烧柴的曼陀罗一样，
消失在岁月的深处。“人间”中《哭泣的火焰》则秉笔直书20世纪80
年代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与拉关系、走“后门”的弊端：一位老实又耿
直的老人，60多岁了，将辛辛苦苦种的1000多斤一级棉拉到棉站，
因为没路子没熟人，验级员居然给定了个“五级”！悲愤的老人点着
了棉花垛，后来他被派出所的人拖走了。老人不明白，为什么他烧
自己的棉花却被警察抓走。在全书宽阔无边的时代背景板上，80
年代应该是农民们舒心明亮的颜色，但苍茫的大地上依旧有阳光
照不到的地方。就赵建英的个体经历说来，这种“唯美”的感受似乎
到“1984年”后就戛然而止。

时间是这样无情，“二十年之后，汀洲于我已经是陌生的故乡
了。但我还是要常常回去，在清明节和七月十五这样的节日里回去
给我的父母上坟问安，并烧上一刀黄纸，以表达女儿的心意，好让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稍好一点。他们活着时我还没有什么力量
让他们吃一顿像样的饭食，等我有能力奉养他们时，他们早已去了
另一个世界，心里的痛与悲哀，就只能借这一刀黄纸、一壶白酒表
达。”这节制的忧伤让人心痛。

刘志成的散文属于西部，属于有着久远
历史，在新的时代虽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却奋
力而行的西部人，他生于西部，书写西部，但
精神上又超拔了西部，他以自己的追求证明，
持久的艺术冲动是保持散文创作活力的重要
保证。他有篇散文叫《裸坦的渴意》，较好地概
括了他的散文。散文是一个人经历、思想的直
接记录，最见人的性情和情感，读刘志成的
散文，觉得他确实是在“裸袒”着他的内心，对
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对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情
感，他几乎没有保留地和盘托出，他是个以自
己为题材的写作者，在他的散文里，我们见到
最多的不是良辰美景、高山大河，不是花前月
下、卿卿我我，而是生活的坎坷，是生活给予
他的磨难。

西部造就了刘志成，他出生于陕北一个
贫寒的农民家庭，家里的所有财富就是父母
与自己的孩子，举目所见，只能看到裸露的土
地、奔跑的牛羊，以及看老天脸色、终日战战
兢兢的农民。生活是经历的海洋，也是情感的
海洋，谁知道这广袤的荒地里，会生长出怎样
敏感、细腻抑或粗犷、狂野的心灵呢？他日后
找到的途径，其实与许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
人是一样的道路，就是用文字倾诉敏感的心
灵，用文学摆脱自己的窘境，延伸自己的人
生。刘志成所说的“渴意”，就是孜孜不倦地、
忘我地用文学耕种、跋涉的愿望。

这种愿望很快就化为了让他无怨无悔的
力量，他所做的一切，他得到的收获，让他能
够对生活的不公含笑置之，虽时光流转、百物
泯灭，但他心中的“渴意”长存，使他去追求更
加美好的东西。长期以来，刘志成惟一不悔的
就是他对文学的这份圣洁。他在《灵魂之约》

一文中说：“文学是我的宗教。多少年过去了，孤形孑影的我，像
荒原里的一轮月，高悬远天，月光滔滔，万物感受着凄艳的温情；
抑或是冷月照拂下的一棵树，凄然孤立，坚守在岁月的边缘上。”

刘志成固然善于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化为文学，他也用文学
去为自己打气、为自己的人生增添颜色，在文学这个大世界里，
他的本色更加凸显，他的陕北人的风骨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他
说：“文学的山还很高，路还很远，但又怎能阻碍住一个人前行的
脚步呢？我想汗水和心血总会有收获的。而那段向往文化的心灵
迷惘在一截灰暗日子里的流浪情结，是怎样一种流浪中的艰苦
体验呀。它构成了我精神园地里的一棵菩提，它为我的坚强，我
的痴迷，为我的真性情和灵泉的涌动，拓出了一方广阔的性灵空
间。”（《灵魂之约》）这应该是他内心的最好诠释。

陕北在他的笔下是个永远绕不开的存在，西部、边远、穷困，
以及粗犷、大气、坚硬，都是刘志成散文的关键词。他愿意迎着现
代化的浪潮，尽情书写这种亘古以来便存在的豪气——连同陕
北的狂风、陕北的黄土。在他笔下，最迷人的当然还是陕北的精
神、陕北人的劲头，他激情四溢地为我们描绘了节日“扭大场秧
歌”、“敬神秧歌”、“转灯秧歌”时的壮观，场面激动人心令人神
往：“汉子们头系的白羊肚手巾迎风飞舞，黑红黑红的脸上汗珠
挥洒而下，扑簌扑簌地落在脚下的土地上，他们张嘴呐喊，声震
天宇，惊飞了枝上落着的鸟儿；他们绽开的笑，宛如这土地上随
意生长的植物，朴素、自然，却又给人希望和力量。几百条汉子迎
风而立，手端冲天的唢呐，古铜色的脸上是充满力度与淳朴的开
怀之笑，腮帮子一鼓，惊天动地、如泣如诉的唢呐声响起来了，汉
子们的双眼眯缝着，豆粒大的汗珠扑扑而下，古铜色的脸庞真如
天人下凡了，真像西北大地上迎风矗立的箭杆杨，给这大地上增
添了充满力量的一景。”（《陕北歌悠悠》）这些句子，是我们久违
的、想读到的。

在文学的创造中，问的力量往往是极具震撼性的，刘志成在
自己的散文天地里，以拷问、质疑、反诘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他常用的写作手法中，总是以抵达人的内心世界为至高境界。

记得在论及内蒙古作家尚贵荣的散文时，刘志成曾经说过：
“文学是时间深处永恒的汁液。但要把散文写得像块骨头一样硬
朗，很不容易；让后学像考古学家珍重化石一样汲取黄金、火焰
般纯净的养料，则更不容易。”而在《独舞陋室》里，他相信，人的
心灵是最伟大的存在，是使一切文字获得理由的依据，他说：“从
此岸到彼岸，从来外界因素不是因素，心才是因素；路好不好走
不是关键，心才是关键……迷惘后的顿悟里，才惊喜地认识到陋
室就是……一片最好的芳草地。就如白天，并非全是纯白的光
辉，它的阴云，它的雨意，它的风声，是为了更好地渲染晴朗。你
嗅见了淹没在往日尘嚣中的笔耕清香……你恍然明白：窗外的
嘈声其实是冶炼你的心、试量你心理的承受能力呢！那何尝不是
一份厚实的生活底蕴？只不过自己就像面壁老僧不能大彻大悟
跳出三界驱驾而已。”像这样令人回味的句子和段落是很多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民散文的时代，几乎每个识字、有点文
化的人，都想宣称自己可以写散文，都会成为散文的创造者，
至于散文的质地、散文的精神、散文的脾性，很少有人去关注
与研究，也许，刘志成的散文可以为我们认识这个文体提供一
些新的视角。

东乡族作家了一容 《我的颂乃提》（《人民文学》
2013年第 7期），用其一贯本色质朴的笔触，细腻描述
了少年伊斯哈格从“向往”成人仪式到“自行”成人仪
式，最后在他人隆重的成人仪式中“被仪式”，完成简
单而神圣的自我成人的心理历程，其中所蕴涵的对于民
族传统“仪式”和“被仪式”的现代思考丰富深刻、值
得回味反思。

《我的颂乃提》中的少年伊斯哈格，像鸟儿渴望蓝
天一样渴望“颂乃提”，渴望像盼舍一样“成为大人”
的仪式，更渴望“可以像父母那样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
一切，扛起生活的担子”。根据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
理论，有这样两个基本命题：“价值命题——如果某种
行为的后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么他就越有可能采取
该行动。理论命题——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是单纯的刺
激——反应，而是一种理性行为。人们在选择行动时，
不仅考虑行动，更考虑后果的价值大小，以及考虑获得
该后果的可能性，通过理性全面权衡，选择对自己有利
的行动。”伊斯哈格在认真考虑自行“割礼”行为的可
能、后果和价值后，他便努力克服一个孩子成长阶段的
孤独、羞涩、自尊、疼痛、惧怕，勇敢地拿起“一根红
线、几粒花椒，一根最小号的钢针”，自己动手让“先
天不足”的身体合乎健全成人的要求。可以想象，当那
根线跟随着钢针在肉体里行走的时候，多么让人“惊心
动魄”，“每过去一丝就感到自己的某个神经被拉长
了”。但是年幼的伊斯哈格为了将来可以“把自己洗干
净，干净地活在世上”，咬紧牙关，决不轻言放弃。在
一丝一毫肉体疼痛的忍耐中，得到思想的成熟与升华：

“生命的道路每前行一步都会有制造坎坷的，都有万般
的艰辛千般的痛苦。人生没有一步是让你顺顺当当和平
平静静的”，只有“一个人内心能够忍受一切屈辱、误
会、孤独，那才是最有力量的人，是强大的、打不倒打
不败的人”，就像桑迪亚哥和鲁滨逊一样。不难发现，

《我的颂乃提》中的“我”既不是伊斯哈格，也不是盼
舍，而是他们所代表的一个民族。作者旨在通过两个孩
子的“成人”仪式，深入挖掘本民族的精神内涵，向读
者剖析本民族勤奋耐劳、坦荡洁净、豪爽宽厚、勇敢机
智、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让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一民族
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内在因素。

当然，相比现代都市孩子场面隆重、仪式风光的成
人礼，乡村少年伊斯哈格的成人礼未免过于简单冷清

（其实压根儿就没有正式举行过），但是伊斯哈格“甘受

痛苦”“勇于承担”的“心理成人”，正是“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永远长不大”的都市孩子所匮乏的。记得曾
经看过一则故事，讲一个好心人用剪刀帮蝴蝶剪开茧
子，结果没有经受破茧疼痛的蝴蝶却再也飞不起来，良
好的初衷有时候也会适得其反。因此，《我的颂乃提》
其实是作者对当下社会过于重视成人礼轰轰烈烈的“形
式”，而轻视成人礼实实在在的“内容”的理性反思。
在作者看来：“在世上，有些事情靠别人帮助完成，但
是有些事情没办法，得靠你自己。闯过了这一关，人在
这世上的苦难就少了一个，你就会长大！”表面看来，是盼
舍举行“仪式”，伊斯哈格在盼舍的仪式中“被仪式”，实质
上，盼舍是在大人精心安排下“被仪式”，伊斯哈格在自我
觉醒中“仪式”。但是，无论是“仪式”还是“被仪式”，成人
礼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意义重大，如果举行，务必名副其实
且行之有效，千万不能流于华而不实的形式，例如在“五
四”青年节当天集会宣宣誓，发发纪念品等，然后解散回
家，一切照旧。所以，作者其实也是通过文本呼吁家长、学
校和社会集思广益、形式多样地将“成人”意识和理念落
实到日常学习生活的每时每刻，只有身心同步走向成熟、
健全和完善，“主动成人”而不是“被成人”，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成人”。甚至成人仪式可以不重形式，就像净身，有
大净和小净，用黄土也好，用清水也罢，关键在于启迪自
我意识的觉醒和完善，以及坚守心灵秘密的神圣和勇
气。推而广之，这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自我个体的审
视和书写，也是对本民族精神信仰的彰显和传承，更是
对当下种种浮躁、形式、虚假之风 （“被捐款”、“被自
愿”、“被代表”、“被小康”、“被就业”等） 的自觉抵御
和委婉批判。

其实，任何一种积极向上的风尚、礼节、习俗、规
范等典礼的秩序形式，都是对某一种文化信仰的实践和
忆思，是一种纯净心灵的圣行，是一种“人文的资
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
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
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费孝
通）。往小处说，它关乎个人成长；往大处说，它关乎
民族未来。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应立志从当
下做起，从点滴做起，及时检查并治愈个人身体的疾
病，及时反思并根除民族的陋习、痼疾，“做一切的善
事，多行好，爱一切的人和生命”，主动完成“我的颂
乃提”仪式，从此，“清清白白、透透亮亮、堂堂正
正”地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读 《观我生》，感觉小说中的“念想”“寻找”“审
视”“出逃”和“意义”更多源于作家自身的心理结构。我
鲁莽地将作品看做作家心理的某种投射，是对自我本性的
一种分析和描补。在 《观我生》 中，穿梭于字里行间的人
们在修行和寻找；作家有时附丽于作品中的人物，有时试
图像读者一样旁观，倚借文字搭就了一架树骨——伸展着
枝桠，等待小说中那些灰影般的人找到自我栖落的位置。

作品中无论蓝莲花出走杭州置身不丹再返回原点的旅
程，还是赛壬再赴拉萨朝佛赎罪，看似混沌，实际有着清
晰的心理动力。这种动力来自逆反，来自对高度秩序化和
物质化的都市的逆反，来自一种对大多数人已经遵循和麻
木的人生设计的逆反，来自对于父亲的逆反。与此相对应的
是，贡布、扎巴、强巴等人的挣扎和救赎，则来自另一个方向
的逆反。两种性别、两种带有不同文化征别的人，在迎面而来
交股结缘抽身而去的过程中，终于绞扭到同一个着力点“虎
穴寺”，可谓殊途同归。对于虎穴寺的眺望和登攀，实是可观
你我、可观生死的视焦。因此，这部小说的原始动力来自对人
生意义的探究，小说人物的经验，甚至作家本身的经验，无
不如一个“团块”那样力图揉捏出意义的形状。

“我的意义在哪里？我又一次逃走了。我急切地想为自
己冠以一种意义。我需要另一种自由的呼吸。陌生的城
市、陌生的人群，对我的生活是一种真切的隔离。我需要
这种隔离。我需要走进更广阔的世界。”

就人物而言，较之男人们清晰的寻找和救赎之路，女
人们则显得更本能、更自然一些。梦境理所当然地出现，
成为她们起身上路的巨大指引，而“选择性失忆”则给予
她们既疯狂又适度的心理护佑。蓝莲花的“选择性失忆”不
如称作“无意识的独立性”更为妥恰，或者直接解读为“深度
催眠”——是一种关涉文化、心理、精神，还有身体的深度催
眠。小说最具诗意的所在，正是其间人物类似深度催眠般的
游历。回到“心理结构”，梦和游历犹如氧气，正从另外一种高

山反应的情形里补足“我”和赛壬的心理缺失，并且予以抚
慰。小说隐伏的叙事动力和心理暗示，在藏文化这个色彩和
气味独特的空间获得了别样的意味，这在其他小说中可能被
视作异常的事态，在这里变成了平常。因为在佛家看来，就算
混沌诡异，也是因果相承；而容格说的更为直白：几乎没有什
么事是“偶然”发生的。

好吧，如果没有什么是偶然发生的，那么“我”为什
么要独行秘境和险途？前面我已说过，一切出自对于梦和
未知的探求，是出自另一种、另一半的长久呼唤。现在我
们来补足其之所以为其，之所以发生如此行为的直接刺
激——那就是“我”或者赛壬对于现实 （即自我存在的空
间） 的整体的不适感和绝望感。鲍贝有几部作品都在刻意
观察中国当代一部分已经富足的人们。在她提供的窥镜
中，我们发现去除了饥饿、贫乏等等带有民族历史基因的
词汇之后，这群中国的富人——男人和女人并没有显示出
相应的教养和风度，幸福感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叠积而如莲
花般绽放。什么是幸福？瓦尔特·本雅明有一句话说得好：
幸福就是能够认识自己而不惊恐。在 《观我生》 中，芸芸
众生既很难认识自己，又常常处在一种随时变异和变化的
不确定中——不遭遇心理和精神的惊恐是不可能的。由是
我们看到，“我”时时处于梦中，即便是带有美好记忆的

“恋人之梦”，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而在现实场景中，蓝
莲花深为自己和贡布的境遇所困，惊恐的场面在贡布暗自
追踪之后放大出来：在那个老男人王者般冷静而貌似宽容

的掌控中，贡布其实孱弱如婴儿；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早已
瞬间把蓝莲花的心脏压得碎屑满地。《观我生》中的主角其
实是女性。

《观我生》强于一般青藏题材作品之处在于并没有将雪
域、寺院和僧侣极端美化，身在云端的人们同样可能呈现
某种扁平和虚弱的状态。在这个层面上，尽管作家对于藏
地的人文地理研习不够深厚，却也有效地克服了旅游写作
的通病。现代社会中的事物并非与生命的需求格格不入。
在 《观我生》 中，飞机、手机、WLAN 等处处印显于雪
域，形成对极地的某种勾连和延展。两种类型的文化地理
隔岸观照，两种类型的人物隔岸游走，影交水面。双重的
观照和补足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张力。

世界在多棱镜中转动，转动着那么多的人和事物。谁
在观我，我在观谁？迷局似的感受，应是大多数人都曾有
过的经验。特朗斯特罗姆因此写了一部薄薄的诗集 《巨大
的谜》，其中充满了探究谜的热情和信心。这其实是每一部
艺术作品的出发点，《观我生》亦然。当然，这样的探究者
必然身具不怕耗损、不畏眩晕的心理能量，如此方可踏出
你所熟悉的地界，进入陌生的领域。我们必须从记忆的谜
团中脱身，转而进入他人的谜团，并在更为巨大的谜团中
耗散和集聚心理能量。

这是因为我既为我亦为你，你既为你又为我。人人都
是一个谜语。我们最珍贵之举即在于勇敢地猜谜，并在猜
谜的过程中品茗生命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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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和“被仪式”的现代思考
——评了一容《我的颂乃提》 □胡笑梅 胡笑瑛

在猜谜中品茗生命的滋味
——鲍贝长篇小说《观我生》的一种读法 □郭建强

屈指算来，1968年6月18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黑龙
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 12 月 21 日发表毛泽东“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
指示”，迄今已整整45个年头。当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屯垦戍边”的知青中最小的六九届“小北京”今年也
进入花甲之年。2013年6月18日，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北大荒知青志愿者委员会的筹划操办下，来自全国各地
的3000多名知青集聚北京，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让人百
慨端生。在我看来，一代人的青春只要发生过，就不可避
免地对这代人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对北大荒知青来说，
留给这代人惟一的标记，便是理想主义和激情。如今，曾
经的北大荒战友董爱平的诗集 《我的那片土地》 出版了。
看毕诗集，我首先想起的，便是上述那些感受。

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靠着《国际歌》就能找到战
友，那么，北大荒知青就以理想主义的青春和激情，彼此
相拥相通。如今，这种理想主义的青春和激情，都凝聚在
这本诗集里，化作这些让人感慨万千的诗篇。《致敬——为
我们青春的历史》《黑土之吻》《回望》《白桦树》《我的一串汗
珠》《感谢你，篝火》……作者这些怀念北大荒、怀念青春岁
月的诗篇，无一不倾述着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回荡着不息
的理想主义激情。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在渐渐走向历史深
处的知青往事中发掘一点印记，为当年的生活做一点诗化
的记录。简单地说，为北大荒战友荒友写一首大家能喜欢
的知青诗，让他们从中看到当年自己青春的身影和心灵，
也在当今物欲横流和喧嚣的社会中，让他们的青春记忆放
射出价值之光，留下精神的骨骼”。（《作者后记》）

不错，正是“精神的骨骼”，成为这本诗集最重要的
特色。作者不纠缠于青春的“无悔”还是“有悔”，他甚
至努力超越对于历史的评价，而致力于发掘知青岁月给人
生带来的丰厚馈赠：“那飘扬的旗帜上写着——纯洁和激
情/荣誉和牺牲……/但是黑土地记着/我们默默地燃烧青
春/温暖受伤的祖国”（《青春祭奠》）；“回望是青春的纪
念碑/回望是人生的财富/回望是心灵的家园/我们庆幸/在
这 理 想 贫 乏 的 年 代/有 一 片 值 得 回 望 的 土 地 ”（《回
望》）；“我们无愧自己的城市/我们无愧祖国/已经凝固的
往事/让生命永远鲜活”（《知青日记》） ……在作者的感
受里，那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参加的是——救助祖国
的行动，履行的是——匹夫的责任”，因此，我们是在

“写一章时代/绝无仅有的——青春悲情史诗”，因此，“我
们应当/向它致敬/向自己的历史致敬”。在我看来，《致
敬——为我们青春的历史》是一首值得知青们反复诵读的
好诗，那里凝结的诗情，既有知青们梦魂萦绕的记忆，也
有梦醒之际的思索；既有对于青涩岁月的惆怅，更有挣脱
时代羁绊的欣喜，诗里贯穿的准确和犀利，穿透历史的重
重迷障，直抵人生的真谛——那一定是作者毕生的苦思所
得，值得成为知青们临近人生终点时的漂亮句号。

董爱平的这些诗，并不像许多知青诗人那样写于知青
时代，而是写在回城工作多年，甚至临近退休之际。因
此，知青生活的回忆对于他，犹如一个反复咀嚼的梦，凝
练简洁而不流于斑斓浅薄；又如一杯沉积多年的酒，纯正
醇厚而不止于甘冽诱人。他写白桦树，既有“白桦树挑着
中秋的月亮/能映进我的影子吗/让妈妈看看儿女成长的模

样”那样的清丽，但是却收束于“说出和白桦树守护四十
年的秘密/那两个字是——坚强”这样的果决 （《白桦
树》）；一个柔弱同学40多年前吃包子的背影，令作者念
念不忘的则是：“肩上/有一座大山/山下/有一片黑土地”
（《背影·1969》）；连队吊在树杈上的耙片充作早晚的钟
声，而今在董爱平心里，“青春岁月磨出了老茧/梦也有了
金属的质感”（《钟声》） ……这些诗行里，潜藏着一言
难尽的沧桑，如果没有对北大荒知青岁月的磨洗和思索，
是很难发之为如此凝练的诗情的。

董爱平并不纠结于青春之有悔还是无悔，这使他的诗
作超越了知青难免拘囿的一己得失。他把青春岁月当做人
生的重要阶段，必得经历而确也扎扎实实的经历了，那
么，无论多么艰难困厄，无论多么不堪回首，如今都在始
终如一的理想主义照耀下，化作人生丰厚难得的结晶，源
源不断滋养自己的生命——这，也许是他现在来写这些诗
作的理由。他借被遗弃在荒原上的“老磨盘”这样写道：

“遗弃——是命运的一部分/经历了北大荒的风雨/还有什
么不能担当/用坚硬和不屈/研磨剩下的日子/慢慢地变成
齑粉/平静坦荡”（《老磨盘》）；在 《我赶过的牛车还在
吗》 里，作者干脆在题目下直抒胸臆：“往事终将被岁月
冲淡，只要能留下精神的骨架”，诗中吟哦道：“黑土地不
会忘记/你曾经载过的重负/碾出的路人们还在走着”。

可以说，作者为数不多的这些诗作，可谓是纪念碑式
的证明。作为一代北大荒知青的我们，终究战胜了历史，
并且以不变的理想主义和激情，汇入了创造历史的行列。
这时读到他的这些诗作，怎能不让人感慨万端呢？

书写北大荒知青的青春情结
——读董爱平诗集《我的那片土地》 □何志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