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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行板》是

金学泉间隔了较长一段时

间之后出版的一本汉文诗

集。显而易见，此间，金学

泉的诗思沉淀过、发酵过，

也甚至可能彷徨过，所以

收入到这部诗集中的诗作

愈发显得厚积薄发，耐人

寻味。

诗集的内容既是时空

的宏观的，又是心灵的微

观的，显现出诗人娴熟地

驾驭各种题材和各种情致

的能力，呈现出整体和局

部、平面和断面以及景深

与细节等方面有机而随意

地融合于绝佳处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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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父》
僭越与颠覆

陈希我的《父》（《花城》2016年第1期）采用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父亲与我们四兄弟
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父慈子孝”的中国传统价
值观进行了僭越和颠覆。

小说中父亲的时代是一个“革命”体制凌
驾于一切社会诸事物之上的时代，长期浸染于
其中的父亲，其内在的精神深处不可能摆脱时
代因素的强势控制。因此，“我们几个兄弟都是
放养大的，没给父母添多少事。母亲说，父亲抱
都没抱过我们”。这样长大的四个孩子在父亲
的赡养问题面前相互推诿，竭力逃避为人子者
所本应承担的责任。借助于父亲失踪这一事
件，陈希我尖锐地揭示出四个儿子都属于不孝
之子的残酷事实。虽然作家为小说设定了一
个自相矛盾的开放性结尾：一方面是警方确切
的关于父亲的死讯，另一方面是“我”儿子一力
强调爷爷已经回家，但是，这家人“父不慈”、

“子不孝”的事实已经摆在了读者面前。
陈希我的小说写作，一贯以对于道德伦理

的冒犯与挑战为其根本特色。在小说《父》中，
陈希我描写了一个有违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家
庭，同时对今天的家庭伦理、父子关系进行了
反思。 （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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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思的沉淀诗思的沉淀 耕耘的印证耕耘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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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金学泉的诗歌创作总是在安然的

状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有板有眼的探索

和前进中，时而用汉文，时而用朝鲜文，时而又

用汉文和朝鲜文交叉互译着书写，不间断地发

现自己，不间断地表达自己。

金学泉作为著名朝鲜族诗人，首先擅长用

汉文写作，已经出版了《缤纷的季节》《世纪之

交的独行》等汉文诗集，他用汉文抒发着汉化

的诗思和情感，许是因为双语创作的缘故，他

的作品诗域辽阔，诗语别致，诗意浓郁，显得独

树一帜，在当下的诗坛颇为惹人注目。

当然，金学泉也用自己的母语进行诗歌创

作，直接地表现本民族所固有的情感底蕴。据

我所知，他不仅在国内出版过朝鲜文诗集《多

梦的白桦林》《某日某时的某种感觉》，还在韩

国出版了《白桦林情结》等诗集，为国内外朝鲜

文字圈的作家和读者广泛好评。

金学泉的朝译汉翻译和汉译朝翻译都是

非常出色的。他翻译的韩国诗人金良植的长

篇叙事诗集《银妆刀啊银妆刀》于本世纪初出

版，产生过良好的反响。早年的金学泉还经常

翻译朝鲜族诗人金哲的诗作，为其母语文学通

过汉文翻译走向全国文坛做了诸多努力。

金学泉这次出版的诗集《穿越时空的行

板》，是他间隔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版的一

本汉文诗集。显而易见，此间，金学泉的诗思

沉淀过、发酵过，也甚至可能彷徨过，所以收入

到这部诗集中的诗作愈发显得厚积薄发，耐人

寻味。这部诗集中的诗篇想象丰富，情感饱

满，诗思奔放，韵味十足。韩国评论家洪起三

认为金学泉的诗一如他的为人，很有传统意义

上知识分子的意味，通常在其诗篇里总能感觉

到诗人隐约的身影和声音以及既奔放又有节

制的情感，却见不到诗人直接的存在，折射出

某种隐忍自重的哲学观和美学追求。正如《穿

越时空的行板》中诸如《走进孤独》《裸露的森

林》《芭提雅之夜》《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古隆

中感怀》《布尔津的月亮》等诗作，奔放之外，在

有度的节制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象征中蕴含

着含蓄的成分，令人读罢回味再三。

《穿越时空的行板》共分六辑，即“大江南

北”、“异域万里”、“故乡情韵”、“时光隧道”、

“月夜絮语”、“牧放灵魂”，作品的内容既是时

空的宏观的，又是心灵的微观的，显现出诗人

娴熟地驾驭各种题材和各种情致的能力，呈现

出整体和局部、平面和断面以及景深与细节等

方面有机而随意地融合于绝佳处的境况。

比如，诗人在《兰亭》中这样吟哦：“只因了

酒和诗文/九曲流觞的典故源远流长/四十一

位才子的才华/连同三十七位才子的诗文/与

不朽的集序在岁月中传扬//王羲之洋洋洒洒

的书法/与文采横溢的一段美文/流传至今/自

由的灵魂幻化为某种痕迹/以传说涂亮天际多

彩的霞光//用三桶水练一个太字/只有一点像

羲之/那也是可喜的进步/君不见好一个正楷/

正襟危坐在书法艺术的殿堂//兰草/翠竹/曲

径/在此处和谐地融为一体/营造世代延续的

文化意象”。在这首诗中，金学泉置身于绍兴

兰亭现场，用“兰亭集序”和“九曲流觞”的典故

发挥自己的想象，令诗思跨越千年的时空，翱

翔于当下，不啻是对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富有

见地的浪漫解读。

还有《遥望彼岸》：“此岸/是云南的小凉

山/彼岸则是四川省/声名远播的大凉山//湛

蓝的金沙江从这里流过/不知名的成群的候

鸟/也在这里来去匆匆/告示季节从未间断的

渊源//同是凉山/却有大小之分/分别在两个

西南省份/炫耀高原湖泊别样的内涵//或许在

下一次/我会从对岸的大凉山/到泸沽湖畔徜

徉/隔湖体悟一番异样的灵感//立足此岸/总

是感觉彼岸的神秘/料想如果已经置身于彼

岸/该会有怎样的诗句抚慰一湖的微澜//经幡

和青葱簇拥格姆女神峰/母仪天下/普米族和

摩梭人的心愿/隆起地标式巍峨的峰巅”。诗

人在泸沽湖的南岸遥望着对岸即北岸，想象着

大小凉山在自然景观与人文积淀上存在的差

异和不同，把遐想一直衔接到未曾涉足过的对

岸，足见诗人灵魂的驰骋与情感的飞翔已经覆

盖整个湖面及周边的时空，令其不能自已。

金学泉的情感宣泄永远都是丰沛而多元、

直率而含蓄、亢奋而又委婉的。《有关春天的某

种话题》就有这样的情感抒发：“话题/有的时

候会很长很长/有的时候会很多很多//就像南

来的雁阵掠过一片蓝天/徐徐地剪开蔚蓝的天

幕/宇宙便倾泻流星雨缤纷的传说//蒲公英的

畅想/金达莱的芬芳/一如朝阳蝉翼般的流苏

在天际喷薄//话题是这样持续的/季节是这样

衔接的/故事就是这样勾勒时空的梗概与轮

廓//一朵玫瑰/一杯葡萄酒/一次不经意的擦

肩而过//为某种可能或不可能/为某种不可能

或可能/忧郁着欣慰着思索//尔后/以匆匆的

行色/沿着那个崎岖的话题孑然奔波”。这是

一番真情的告白，既直白又婉约，彰显诗人复

杂而热烈的内心世界，不乏一定程度上的模糊

性和不确定性，给读者留下多义的思索空间，

表现出作者别样的一种创作风格。

金学泉的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无

论是歌咏山水大川的还是吟诵人文景致的，无

论是以内心展示为内容的还是以客观叙事为

特色的诗歌作品，都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

感，韵脚整齐，读起来便朗朗上口，这在现当代

的新诗散文化倾向日甚的当下是并不多见

的。金学泉诗歌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

他的汉文和朝文的双语书写，在于他的两种文

字书写引发的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的交叉和

交融，在于他能够自由地用两种文字熟练地开

掘并表达不同文字圈的文学空间，在于他由此

能够升华到多重的、多义的、多元的诗意的境

界。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金学泉的双语书

写有着视野、思维、意境和表达方面更加丰富、

更加多样等诸多的优势和特色。其中，坚持母

语书写是他最为本原的精神和文化基因所在，

是他能够永葆自身民族特色的终极源泉。

金学泉以其诗人的天赋和勤勉，在灵魂的

时空中不停地行走着、穿越着，其节奏犹如时

光流逝的如歌的行板，循序渐进，张弛有度，韵

致紧凑，缓急自如，自然地、和谐地、自由地、快

乐地耕耘出一块块丰饶的田园，而这部诗集便

是最好的印证。

天道酬勤。诗人与农夫毫无二致，只要耕

耘就好，只要书写就好，久而久之，坚持下来，

总会有收获的。让人们欣慰的是，随着人类对

精神生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诗歌

的作用越发显现出来，我深信作为诗人的金学

泉，将会为自己的民族以及人类写出更多美好

的诗篇。

小说是一种实际的存在，

源于虚构。

虚构本一无所有，却充满

了混沌的存在，有时间、空间、

人、灵魂、家庭、情爱、政治、鬼

神、历史、宇宙等等。

作家似乎天生有一种能

力，从庞杂混乱的无中，准确有

力地找到自己笔下小说的需

要，并以此为根据，产生另一个

“无”。这个“无“与上一个“无”

相比，产生了具体的线索与内

容。作家以此为基础，展开文

学的想象，形成了一个新世界。

新世界有可靠具体的逻辑

并形成文学的真实。这时，小说已成为作家精神世

界里的一个有，作家用自己的笔，运用写作技巧，将

心中真实的小说世界，变成一部小说。

小说里所有的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但在

小说中真实可信，并因为其先前生成的文学逻辑，无

论有多么荒谬，都是真切可依的。然而，它的真切可

依在现实世界中依然是一个无。小说不是真的有，

却是真实的有。它如此具体存在着，又根本不存

在。它以人类所有世界的存在为基础，由作家在精

神世界重新构建出新世界，以文字为媒介，呈现出一

个文学世界，从而将真的世界拓展出无限个文学世

界。好像一个人置身于无数个镜子面前，镜子中的

脸并不是这个人的脸，而是拿着镜子的人从这个人

的手、脸、脚或一个汗毛幻化而来，它已是另一个人，

却是由这一个人而来。

小说与真实世界共同营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

界才能使人类世界达到无限，并且是具体的无限。

每一篇小说都是活生生的，它拥有生命。它会

寻找到能将它复活的人，并通过这个人的虚构与写

作，成为真实的镜中人，成为存在，与真实世界相映

生辉。

我想，有无共振并不是现实世界与作家虚构的

共振，而是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共振。是照镜子

的人与镜中人的生命共振。过去，曾有很多个镜中

人。我常想，未来的镜中人是否已经存于一个又一

个的无中，耐心地等待着举镜子的人出现，一旦出

现，照镜人与镜中人共同共振，作家在二者之中，成

为执行人，看似主动实际被动。

有无共振，被镜中人选择的作家，是能向全部有

与无打开自我的那个人，读书、观察、思考，一切都是

为了更纯粹更广阔更真诚自然地打开自我，只有这

样，有无共振之时，镜中人才能出现在镜子面前，使

有限的人类世界，进入无穷无尽的世界，并且，可无

穷无尽的被讨论。

暗潮涌动 必有深流
——读张学东长篇小说《暗潮》 □房 伟 明子奇

张学东的小说，素来以深刻的启蒙思考与浓

厚的现实关怀而著称，写法上细致绵密、千变万

化，似有先锋文学韵味。《暗潮》却颇出乎读者意

料，这是一部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张

学东对民航系统生存环境的深刻体察、对人性复

杂性深入开掘以及冷静内敛的小说笔法，都让人联

想到日本作家山崎丰子的作品。张学东以极为宽广

深厚的人性视野，高屋建瓴的价值评判与悲悯情

怀，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奉献了一部优秀之作。

《暗潮》的故事始于1993年夏末秋初，米川

机场通信机务员白东方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

灾难——身为航务处处长的父亲在一场突如其

来的空难当中命丧黄泉，失去荫庇的他一时被推

向了风口浪尖。小说虚构的米川地处在中国西北

内陆，经济发展滞后、信息闭塞，人们的观念也相

对保守，米川民航局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它最

大的特点便是目光狭隘、故步自封。父亲一死，曾

经对白东方笑脸相迎的同事瞬间冷漠了许多，而

在父亲的老战友齐开河的安排下，白东方在短短

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条件艰苦的边远外台、

负责新机场建设的工程指挥部以及齐开河苦心

经营的蔚蓝大厦接受“锻炼”。过去，白东方由于

有父亲这个坚强的靠山，对于人情世故并不怎么

通达，在民航工作了数年的他俨然还是个职场小

兵，既不懂得如何在勾心斗角中寻求晋升，也不

懂得在变革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本该属于他的职

位被善于钻营的马晓勇顶替，急功近利的妻子李

丹为了“前途”与他离婚，作为上级的殷红等对他

既拉拢又打击……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鲍鱼之肆鲜闻幽

兰芬芳。白东方原来虽软弱木讷，但还保有着善

良与真诚。然而，职场失意与情感受挫的双向打

击最终改变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既然无力改变

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索性随波逐流。白东方最

终也变成了一个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极端利己

主义者。正如小说中所言，白东方的身边“尽是些

机会主义者和自私鬼，互相敌视或所谓的帮扶一

把，都绝非无缘无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如此

脆弱”。

《暗潮》全文共分五卷：金卷、木卷、水卷、火

卷、土卷，既对应着风水五行，也暗含着各卷的题

旨。“金卷”围绕着白东方父亲的空难补偿金，揭

开了白家的内部矛盾；“木卷”中，白东方的妻子

李丹、“伯乐”杨秘书以及情人郝椿姓名中都带着

“木”字偏旁，小说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一步步展

现出白东方的家庭状况、工作情况以及感情生

活；“水卷”透过白东方与老同学郑闽粤的交往，

勾勒出了一幅官商勾结的暗黑全景画；“火卷”

里，不管是民航总局内部还是白东方的生活均是

处处“冒火”，工作中的不顺让白东方的内心充满

了怒火，与郝椿情人关系的破裂以及对权力的渴

望又使他欲火焚身；直至“土卷”，在空中不断摇

摆的白东方最终又回到地面上，渴望过安安稳稳

的踏实日子，这看似是回归本原，实质上却表明

白东方一颗冰冷的心。从“金”到“土”的五卷式写

作，昭示着主人公从追逐光鲜浮华到一步步回归

平淡本真。

《暗潮》堪称是一部特征复杂的现实主义作

品，它既有官场小说与黑幕小说的特点，也有改

革小说与谴责小说的身影，但作者又巧妙地超越

了以上所有模式从而自成一体。小说中的人物或

多或少都患有斯德哥尔摩症，他们一方面默默忍

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不公与压迫，另一方面却又享

受着在高压内苟活的快感。比如，齐局长不断地

对白东方的工作进行调动，白东方本身是不情愿

的，但却又怀揣着不切实际的幻想，默默忍受所

谓的“锻炼”。当他感到前途无望，与齐局长当面

理论时，对方仅仅用一大段回忆式的温情感化，

便使他心灰意冷、黯然离开。《暗潮》中的当权者

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无疑都是“新瓶装老酒”，通

过“人治”来维持的权力运作模式并未发生任何

现实改变。

《暗潮》同时也包含了改革小说的些许因素。

白东方所在的米川民航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

规模改革：“米川机场发生特大空难不到半年时

间，国家计委便正式批复了新机场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同时，确定下来新机场建设规模：飞行区

按4D级标准建设……总投资预计近5亿元人民

币。”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使得作为机场附属

酒店的蔚蓝大厦也拔地而起，老旧的机场被抛

弃，过时的机型纷纷遭到了淘汰。然而，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改革小说，《暗潮》当中的改革只带来

了物质变化，却没能使人们的精神焕然一新，更

不能让民航落后的管理体制产生根本性变革。在

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各派势力争相斗法，为了自

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张学东并无心描绘改革给机

场带来的现代化景观，他所关注的只是改革当中

的矛盾重重以及变革中个体的渺小无力。

张学东是一位有着现实焦虑与人文情怀的

“70后”小说家，《暗潮》颇具现实指向性和价值

批判力度。小说以广为人知却又鲜为人熟识的

民航生活为题材，以极其独特的视角切入故事，

为读者呈现出民航工作光鲜表象之下的诸多

疮孔与不堪。通过绵密写实的现实主义笔法，描

绘出一幅真实可感的社会众生图景，作者在深

刻反思社会、人生与人性的同时，着重批判了社

会构建的不合理与社会评价机制的不公，值得

我们深思。

■关 注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

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中国言实出版社日前策划推出

了“青年学者文库·文学批评系列”丛书。该丛书第一

批选入10位较有影响的中青年文学评论家的文艺

批评作品，包括李云雷的《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

曾攀的《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

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张慧瑜的《风吹影动：

中国影视文化评论》、徐刚的《影像的踪迹：当代电影

的文化政治阐释》、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

工业基地文化研究》、鲁太光的《重建当代中国文学

想象》、胡少卿的《驶向开阔的世界：当代文学与文化

论集》、刘涛的《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吴子

林的《批评档案：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霍俊明的

《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

中国言实出版社负责人表示，出版这套丛书旨

在打造文艺批评的绿色生态环境，推动和引导文学

批评健康有序发展。 （邹绍荣）

“青年学者文库·文学批评系列”丛书面世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纪

念丁二兵逝世10周年，弘扬甘肃

武威厚重的历史文化，6月23日

至 28日，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人民美术出版社、甘肃省美术

家协会主办的“天马腾云·戈翁写

逸——丁二兵书画展”在京举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名

家画集——丁二兵》首发式、荣宝

斋出版社《丁二兵画集》首发式、

“天马遗韵——丁二兵学术研讨

会”等活动同期举行。

丁二兵1927年生于武威，因

二度从戎，故名“二兵”。他曾于解

放初期创作连环画《英雄季明

成》，上世纪70年代初从事民间

工艺美术和地毯设计工作。丁二

兵一生酷爱诗词、书画，国画以山水、花

鸟尤为擅长，以情入画，画风独特，笔

墨恣纵。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

孙克表示，丁二兵的作品有独特的品格、

趣味和情调，不离传统而又有强烈的个

性，其中国画传统深厚，笔墨写意，境界

闳远深美。希望此次展览能让更多人了

解丁二兵和他的作品。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

24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华

谊兄弟聚星文化携手当当共同主

办的金子息长篇小说《食梦先生》

新书首发暨媒体见面会在京举

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总编辑刘

凯、华谊兄弟聚星文化商务总监

张萍等与会交流。

金子息是华谊兄弟首位“90

后”签约作家。《食梦先生》由10

个单元故事组成，作者用独特灵

巧的语言构建起一个个奇幻瑰丽

的梦境世界，灵异诡谲的冒险之

旅就此开始。这些梦境迥异而光

怪陆离，充满神秘气息。与会者认

为，这部作品设定新颖，有很强的

故事性和画面感，有利于进一步

改编和转化。

“我的许多故事框架都是从

这些或离奇可笑、或惊险刺激的

梦境中获得的灵感。”谈及《食梦

先生》的创作，金子息坦言，自己

以前常有睡醒时回忆和记录梦境

的习惯，久而久之便积累了一本

厚厚的梦境手札。

本报讯 6月26日，由中国音乐学

院、北京和景文化古典音乐研究中心、中

华诗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意象·净土”

民族管弦乐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

院音乐厅举行。这是一次由音乐家、文学

家、史学家共同打造的民族音乐新作展

演，也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一次探

索和创新。

中国音乐传统源远流长，体系完备。

此次音乐会的主创人员在民族文化的厚

土中打了一口音乐的“深井”，从国人熟

知的文学意象中提炼出经典民族情怀，

创作出《山居》《古调》《月下独酌》《咏莲》

《桃花源》《净土》《江南》等7部主题相近

又各有千秋的新作。这些作品音乐形式

丰富，音乐语言新颖，其创作灵感或源自

于古典诗词的意境，或有感于自然之物

的意象，具有厚重的历史维度、典雅的文

人风格和精致的审美趣味。作曲家既尊

重民族音乐的精神内核，又结合国际音

乐的创作手法，对旋律、配器、乐器组合

都进行了大胆探索。这些作品经由二胡、

筝、琴、笙、笛、鼓、磬、琵琶、箜篌等民族

乐器加以演绎，让人耳目一新。

据介绍，“意象·净土”民族管弦乐原

创作品音乐会由张尊连担任项目主持

人，王燮担任总策划，已被纳入2015年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余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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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石河子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化语境中

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举行。来自全国近20所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名学者与会。

与会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对区域文化与文学多样性展开

研究，显现了研究视野的开阔与开放性，突显了区域文化及文学

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新疆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观察视角和研究

样本，其所能提供的阐释视野和言说空间已经超越了区域的范

畴，具有普遍性意义。深入研究新疆的区域文学，不仅可以加深

我们对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理解，也可以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提供颇富建设意义的新鲜经验。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对于增进中

青年学者间的互动与分享、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新疆现代文化建设、推动中国西部文学和新疆文学的发展，将起

到积极作用。

研讨会期间，杨庆祥、王敏、丛治辰、李平、杨向奎等青年学

者还以“文学与未来：‘一带一路’与想象全新的世界文学地图”

为主题，与石河子大学师生展开了文学对话。 （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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