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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

柴松献是个生命力旺盛、充满激情的人，他的
诗歌是他生命激情的一种外在呈现。他本质上可
以划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
抒情的。

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视诗歌为生命的冲
动与激情的勃发。其来源是柏格森的“生命哲
学”，即“生命冲动”是指内在于生命中的“生命
欲”或意志，有了这种冲动，生命就变化、发展，因
此，生命的冲动是创造进化的动力，是一切生命
的本源。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
以生命的冲动为根本动因的。后来，也有人将之
延伸发展为“信仰意志”、“存在意志”等，突出情
感、意志的重要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
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它对于思想变
革和精神解放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柏格森相
呼应的还有尼采的“超人哲学”，强调唯意志论，
夸大意志的绝对作用。这些观点影响到中国当
代诗歌界，产生了不少类似的说法，比如强调“诗
歌是自由的象征”，“诗歌是英雄的事业”，强调

“活到哪个份儿上，写到哪个份儿上”等等。这样
的观点激发了一些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充满激
情地投入诗歌事业，有益于诗歌的活跃和兴盛，
但也有脱离社会性、公共性的缺陷。

柴松献无疑受过这种观点的影响，他的《信
念》《做一个巨人》《宇宙之鹰》等都或多或少有着
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子。《信念》是柴松献20岁左右
写的言志诗，写这首诗就是要向世界宣告自己的

理想，他在诗歌里这样自我砥砺：“西北风/撕咬着
黄皮肤/每走一步/都是一种痛苦”，但他坚信：“饱
尝了风雨沧桑/一个不屈的信念在分娩/搏而无
憾，尽管平淡……”颇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概；
而在《做一个巨人》中，他自我分析：“也许我的骨
髓真的已融进尼采的魂灵/生来我就要做时代的
叛逆/生来就要与世俗力量抗争”，最后，他发誓：

“我要说/我会愈挫愈奋/就是奋争万年/也要叱咤
风云/最终给世人一个惊叹”；而在《宇宙之鹰》中，
他这样写道：“因为自小有着勃勃雄心/不甘平庸
于这狭窄天地/一直想做茫茫宇宙的强者”，“鹰高
瞻远瞩/开始集聚超越梦想的力量/十年磨一剑/
已磨出了王者之剑霸气之剑/能砍断一切缠绕筋
骨的锁链/向宇宙冲刺/冲刺/冲刺……”关于鹰的
寓言写得颇有象征性，这分明是柴松献个人的自
我写照和精神寄托。

柴松献遇到过不少挫折，但总体是个不甘失
败、永不气绥的人，就像他用以自勉的“忍辱负重
任嘲弄，二十年后争雄霸”。正是这种激情，这种
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及诗人的敏锐机智，让柴
松献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写作风格上，柴松献吸收了不少浪漫主义
诗歌的特点和精髓，比如在《宇宙之鹰》等诗中用夸
张、比喻、象征的手法塑造鹰的形象。他的写作符
合浪漫主义的特点，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
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语言大胆，想象奇异，辞
藻瑰丽，重感觉引领和情绪宣泄，比如他的爱情诗

《那段诗歌记忆》《一个蝶恋花的故事》《爱的不约而
至》等，都是一见生情，一发不可收拾，热烈而恣肆，

充满对女性的想象和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夏尔·波德莱尔曾如此定义浪漫主义：“浪漫

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
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对

“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根本目
的，柴松献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
人，所以才写了大量宣泄内心情感、充满想象力
的诗。这样的诗歌也被称为抒情诗。

抒情诗在中国有着深厚传统，陈世襄甚至认为
中国文学的主流就是“抒情诗”。抒情，即表达情思，
抒发情感。古人说：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郭沫若更断言：“诗非抒情之作者，根本不是诗。抒
情用进步的话来说便是表现意识。”因此，抒情诗具
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意化等特征。浪漫主义诗人
们是将“生命哲学”、“超人哲学”体现贯彻得最为彻
底，最淋漓尽致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点是：精
神上浪漫自由，生活中情感丰富，多姿多彩。所以浪
漫主义诗人最擅长写抒情诗。而最适合表达浪漫情
感的也是抒情诗。在柴松献的系列诗歌中，《美丽是
一种秘密》《誓言是一种激情》《失落是一种情怀》《郁
闷是一种雾水》《梦寐是一种花朵》《惆怅是一种烟
月》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抒情诗。

鲁迅先生曾写《摩罗诗力说》，其实是赞许一
种诗性的生命状态，其实质也就是推崇浪漫主
义。而当代中国诗歌界正需要唤起一种新的激
情，在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进程中，在文化强国
的历史背景下，整个社会呼唤理想与激情，呼唤
生命创造力，以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创造新的
诗歌高潮。

诗性的生命状态
■刘英团

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他的作品“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语言

“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他
的《蘑菇圈》依然沿用诗性的语言，以极具民
族性的载体，包容了时间的维度，融化了理
想化心灵和现实的边界，将其对藏区的“生
根之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蘑菇圈》聚焦藏地当下热点，讲述的是
与近年被消费者爆炒的与松茸有关的故事。

那时，机村山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
最多分为没有毒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
到了故事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开
始把有毒的蘑菇分门别类了。在阿来的笔
下，蘑菇也能开创“历史”。“尽管那时工作组
已经进村了”，“尽管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
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
叫做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做不能浪费资
源”，“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
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

“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形成了强
烈的对比，乃至时空跨越。所以，《蘑菇圈》所
讲述的围绕着主人公阿妈斯烱发生的那些事
儿，皆属现代性或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结果。
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时代，阿妈斯烱的蘑菇
圈突然就变得值大钱了：“不是所有蘑菇都值
钱了。而是阿妈斯烱蘑菇圈里长出的那种蘑
菇。它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松茸。当其他不
值钱的蘑菇都还笼统地叫做蘑菇的时候，叫

做松茸的这种蘑菇一下子就值了大钱。”
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蘑菇或者说松茸

的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包括机村人在内的所
有人的贪欲。当人们都在为松茸而疯狂的
时候，保持了冷静心态的，唯有阿妈斯烱。

但逐渐地，阿妈斯烱说：“儿子啊，我老
了我不伤心，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作为
一个底层普通藏民，阿妈斯炯不担心自己自
然生命的终结，伤心的只是蘑菇圈的消失，
这里消失的其实不是蘑菇圈，而是大自然。
阿妈斯烱说：“我只想问，变魔法一样变出这
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谁能把人变
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这是对大自然的
敬畏，也是对人性的敬畏。

在她的人生中，这个“蘑菇圈”成为与她
一起度过各种复杂岁月的秘密力量：爱情、
私情、孩子、革命、时代，各种事物纷纷飘现，
又不断消失。这个“蘑菇圈”既象征着她内
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又象征着她丰富的人
性。她从不把这个“蘑菇圈”据为己有。比
如，在大饥饿时期，她用采来的蘑菇，养活了
陷于饿死边缘的村民们。

这种力量，使得一个普通的藏族女性，在
历经沧桑时，仍然保有极大的善意和自由。

《蘑菇圈》是一部优美的藏文化史诗，在小
说里，阿来以极大的善意来对待世事万物，以
极大的敬意来写阿妈斯烱这位藏族的“精神领
袖”。一如阿来所言，他之所以选择直面藏区
人民挖掘松茸、虫草的故事，是因为“特产给藏
区带来了机会，但也深刻改变了那里……”

当“蘑菇”变成了“松茸”

■嘎子

冬天，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到窗前，我就收
到龚伯勋老师快递来的这套书。捧在手里，
厚重结实，沉甸甸的。那是由三卷书组合成
的康巴纪实，三卷硬皮精装的书矗立在眼前：

《行走康巴》、《长河说古》、《川边风云》，我想
到的是矗立在山冈上的一座伟岸的藏式建
筑，石砌的碉楼耸立云端，漂亮的雕梁画栋，
彩色的门楣与窗棂，迎着雪山口刮来的冰冷
的风和蓝得透明的天空，宏伟壮观。

记得有个在世界各地设计了好多摩天大
楼的老建筑师说过，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
寻一处开满各种鲜花的河岸，修一幢有彩色
屋顶的木房子。避开一切商业操作与客户意
愿的干挠，只想让自已的心愿实现。那是他
童年时期的梦，一直装了几十年了，他还在等
待梦想的成为现实。当然龚伯勋老师不是建
筑师，他是个真正的记者、历史学家和文学作
家。他早就在为实现自已的梦想做准备了。
构建这三部厚重的《康巴纪实》，就是他这许
多年辛勤劳作，细心专研、田野搜集、实地采
访的结果。对他来说，只是完成了他多年的
心愿，对康巴这片古老且丰厚的土地来说，无
疑于修筑了一幢辉煌伟岸且民族之风浓厚，
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建筑物。

一页一页翻开这部《康巴纪实》，跟着龚
伯勋老师的指引，我们走进了这片神秘古老
的土地。不得不佩服这部书这座建筑的构
筑者，从他把生命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交付这
片土地起，就开始了他的构筑“大厦”之梦。
他当过公务员、报纸记者和杂志社编辑，他
工作休闲时，就开始为这部书搜集材料。龚
老师是个很细心的人，每一段有价值的历史
资料，都保存起来，日积月累，他终于有了构
筑浩大工程原材料。书里大多数图片都是
他在现场地亲手所摄。他正是一个使命感
强的有心人，一点一滴的集累，才弥足珍
贵。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成熟的果
子，可在它的诞生过程中，作者付出的艰辛
与汗水，不是一句“呕心沥血”能概括的。记
得，龚老师快七十岁时，还不顾身体的年迈，
去高海拔的新龙等地寻访梁菇新龙娃独特
的民俗生活，考察清未布鲁曼之乱的发生
地，拍摄了扎呷神山的壮丽之景。

完整的生命，除了血肉身躯与精神灵

魂，还应有与他热爱的土地脐血相连的历
史。那是一条长河，穿越了千百年的时空，
隐藏在古老岁月的丛林里。龚伯勋老师这
部《康巴纪实》，会帮助每一个喜爱这片土地
的读者，了解康巴那段隐秘在时光深处的历
史。书的第一部《行走康巴》，通过对古“牦
牛国”、“西吴国”的寻访，在“扎溪卡”、雅江、
色达、新龙等地的走马，我们走过那些山色
风光，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古老与厚重。沿茶
马古道登上贡嘎雪山脚，走雅砻河谷，在藏
族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里寻宝，在长河风烟
弥漫的古战场怀古。第二部《长河说古》，以
一条河——大渡河（长河）为线索，全景式地
展现了大渡河沿岸和周边这条世界著名的
民族走廊，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的风霜雨
雪，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几个
不同信仰的民族间交流融合或为生存拼死
搏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第三部《川边风
云》，从时空上覆盖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历史
转折时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事件：赵
尔丰改土归流始末及川边将星尹昌衡平乱
西征。这些历史事实与民间传奇，在当地各
民族人们心底都深刻着不可磨损的印迹。
厚重的书，沉重的历史，作者一一道来，笔墨
色浓且轻松。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个好搬弄
故纸堆来炫耀的伪史家，曾经做过记者的探
底认真，使他书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发生地
的田园寻访，实地考察。多年的文学修养，
使书中的文字清丽自然，又不故作深傲，聱
牙诘齿。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讲述历史
事件的同时，又把读者引入藏族的宗教、伦
理、哲学、艺术等古朴且悠远的天地，在恪守
真实的同时，又不妨碍他在有些篇章里点染
神秘传奇的色彩。可以看出，他在写作中不
仅仅对历史真实性的认真负责，更是在磨炼
与寻觅一个真实的自已。

龚伯勋老师的这部书，不仅从时空上涵
盖了清末民初以来康巴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各
类大小事件，就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在开
掘连接康巴历史长河与今天和未来的通道。
正如作者所说，他是“撷得历史碎片，垒起记
忆高山”。读者借助他的导游，穿越时空去探
察一下发生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那些轰轰烈
烈，又传奇神秘的历史，在游览高原壮丽美景
的同时，也知道这片土地历史与文化的富饶
与丰厚，认识一个真实的康巴。

用挚情之笔构筑记忆大厦
■禾刀

几乎每个读书人，都会有拥有一个独立书房的
梦想，我当然也不例外。

成家立业后，开始一家三口挤在现在这座城市
的城中村。房小人多，努力在城市里站稳脚跟自然
成了头等大事，对于书房自然不敢有何奢念。若干
年后的今天，在改善住房条件时，我终于有了自己
现在的这个书房。这个书房并不大，仅由十来平方
米的阳台隔将出来。我感到最得意之处在于光线
好，采用了全玻璃结构。现在只要拉开窗帘，近可
瞰小区绿化，远可眺波光粼粼的湖水。

待书房里的这一切装备配置妥当，我也逐渐
习惯了从亲戚朋友那里一次次收获啧啧的赞美
声，一种多年未了的愿望顿时付诸现实的欣慰总
会不时涌上心头。为了保持书房的整洁，我还给
妻儿提出许多要求，比如书籍归类、卫生打扫、家
具摆放等，弄得过去无拘无束的儿子进书房时，
总会三番五次地“请示”。

然而，当亲戚朋友初次入门的那些赞美声逐
渐安静下来时，原以为在新的书房看书会自然地
涌出更多热情，码字的思路自然更为活络，但几
天下来，反倒感觉书难得看进去，字也码不了几

个，码出来的几句话显得干涩难以下“咽”……我
不是一直期待有自己的书房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一书友聊起读书的话
题。他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时说，“怎么舒服怎
么读”。在家里看书时，书友从不正襟危坐，要么
斜倚在沙发上，要么半靠在床背，有时脚跷得老
高，有时还会直接趴在地板上……反正怎么舒服
就怎么来。他的书房里也摆了很多书，除了少数
码得比较整齐外，绝大多数也是信手摆放，视觉
上看确有些不雅，不过他从不愿意让妻子打理，

“自己放的东西自己好找”。
想想也是，这些年读书，早就养成了喜欢在

书上做些笔记的习惯。书看完了放在哪里、书上
有什么笔记，常常只有自己心知肚明。过去看书
条件虽然差点，但没什么特别的讲究，怎么方便
就会怎么读。码字也是这样，前些年一直把电脑
架在卧室，桌上摆满书籍，多少个夜晚就这样“艰
苦奋斗”。过去总以为那样是因为“艰苦”，可真
正摆脱这样的“艰苦”后又猛然发现，自己迟迟难
以回到过去的读书和码字状态。

书友的体会如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一
直以来，拥有一个书房是我的追求，但在久而久之
的渴望中，这种追求被我的想象一再“抛光”，所以

现在的书房还算气派养眼。不知是否因为气派养
眼的潜在心理，无意中却忽视了书房的原本功能
价值。我一直把书房当成独立于家庭的一个特殊
所在，设置了种种“清规戒律”，而正是这些所谓的
规矩，在书与人中间划出了一条看不见的界限，亲
近变成了生疏。实际上，书房本应是家庭的一个
组成部分，理应有利于书与人的亲近，而非孤立于
家庭的“世外桃源”。前些年，经过耳濡目染，儿子
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但自打这个书房建好之
后，我的那些关于书房的想象与要求，儿子明显感
觉没有过去那么随意自然。

明白了这些道理，虽然对于书房的卫生标准并
未降格，但我不再动辄给妻子、儿子提出种种严厉
要求。我自己也脱掉了过去为自己强加的那些想
当然的“清规戒律”，怎么方便就怎么摆，怎么喜欢就
怎么读，哪怕是看书累了，随意躺在地板上大睡一
觉也未尝不可。有时我还会在整齐的书架上信手
贴上几张摘自书籍中文字的便条，以便增强记忆。

其实，书房就是全家享受书香的地方。一个
家庭的书房价值，不应迷失于满足外人的赞誉，
而应方便这个家庭最大限度地吸收知识营养。
一言以蔽之，书房，就应是一个家庭最舒服的读
书与写作的所在。

书房不是世外桃源

■何亚兵

莎士比亚不仅是绝顶的戏剧大咖，他的十四
行诗也是一座无匹高峰，在英国乃至世界十四行
诗的创作中，都当得起空前绝后的赞誉。他的诗
语言华美，内蕴丰富，与戏剧相比更多了一份真
诚，特别是每首诗背后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比如，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朱生豪译本）
中的第二首，解读的版本就有很多。有说是莎士
比亚对一位青年男友的忠告，劝他结婚生子，这
样就可以将把他的美貌、青春、血脉继承下去；也
有说是莎士比亚对女友的一种“花式”求爱，告诉

“她”即使再美貌也只是一时，希望她能和自己在
一起，而不要被眼前的青春美貌给蒙蔽了双眼。
特别是开篇“当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朱颜”，只此
一句就把那种青春不再、暮年忧伤的残忍境遇传
达了出来，这种情境的营造确实是大师级的，无

论是原诗还是译作。
这种诗意让人不禁想起水木年华的《一生有

你》，歌中有这么两句，“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
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写得既浪
漫又现实，以现实的内涵来凸显浪漫的情怀，这是
歌曲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是的，年轻时的美貌
人人爱慕、喜欢，但随着岁月无情变迁，还有谁能
为你细数额头的皱纹？还有谁能在你身边朝夕相
伴？年轻时的美貌也可能不过是虚幻的“梦一
场”。这种糅合了年华易逝、青春难再的普遍性情
感，很容易激起大部分人的共鸣，特别是在这样一
个什么都能异变成“快餐”的年代。

很多人怀念青春，其实倒未必完全是怀念那
年青的容貌和过去的时光，而是怀念那个曾经

“青春”的自己。因为，那种简单纯粹、忧乐自洽
的心态，正是在无数次社会碰撞和沧桑历练后，
慢慢遗失在“青春”正好的记忆时光里。所以，不

少人在读到木心的《从前慢》时就深受触动，诗中
寥寥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就把那种从前“慢”到初心
无悔的情感与会心“懂了”的情趣，用如臻化境的
语言，在字节与分行中敲打出来，直敲入人心及
灵魂深处。

青春是诗与歌的不朽语言，也是永不翻篇
的记忆珍藏。很多年过去了，但还总是回想起
当初用攒来的钱，从从前到处都是的旧书摊上
买来一本本诗集抄阅吟诵的岁月，从街头随处
可见的逼仄音像店里买来随身听插在皮带上听
歌装酷的岁月，一段并不完全明媚如春但却格
外纯粹干净的日子，一段并不怎么随心所欲但
却那么悠游自在的日子。或许，这也就是青春
的无解魅力和引人追忆的所在，因为那是一段
永远无法回去的时光，也是一段只会在记忆中
越来越美好的时光。

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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