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 年的一个深夜，在嘉陵江
边一个陈旧的老厂区里，我心事重
重地走着，脚步不能匹配云淡风轻
的夜色。夜班巡查，是棉纺厂动力
车间值班长的例行工作，差不多
每隔两小时，就要把保障全厂水
电空调正常运行的关键岗位检查
一遍。工作简单，值班的师傅们
都是久经考验的段子手，交流完工
作，再聊几句天，常能让人笑得神清
气爽。所以，我的心事与深夜的巡
查无关。我只是在犹豫着，要不要
放弃自己苦学四年才得到的工程师
职业。

棉纺厂的车间值班长以及即将
从事的电气工程师，是我大学毕业
后的第一个岗位，大学毕业才几个
月，我已经深深迷上了这里的一切：
有趣的人和事（他们非常温和地让
我能认识社会，还带来了想写一写
的冲动），能让书本知识派上用场的
技术实践机会（原来学过的枯燥的
公式，竟然真能解决大问题，几次尝
试的成功让我确认所学有用，自己
有用）。但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
的文学爱好，又总是诱惑我胡思乱
想。一个多月前，我抱着玩耍的心
态参加了《重庆日报》的公开招聘考
试，没想到，他们真的打算收下我，
而且答应我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做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我这
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工程师，在顺风
顺水的职业道路旁，突然出现了一
个极富吸引力的岔路口。

犹豫的我请教了身边不少朋
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放弃专业，去
媒体从头学起。有一个长辈问我，
你是喜欢文学创作，还是喜欢编辑
工作？我说，喜欢文学创作。他说，
那你继续搞专业，一样可以文学创
作嘛。我说不一样，编辑工作毕竟
离文学近些。其实，我心里更真实
的想法是，两个同样有吸引力的事
业，我最终是只能选一个的。那么，
我犹豫的原因其实是，选几乎看不
到成功希望的文学，还是格局已成
的工程师职业。

白天的忙碌让我来不及细想，
深夜一个人走在厂区里，却不禁浮
想联翩。不觉间，我已走到工厂边
缘的一个检查点，这里很靠近嘉陵
江了。我抬头看了看夜空，正上方
不见月亮，却有着满天繁星，银河隐
约可见，突然就想起陈子昂的《登幽
州台歌》那句“念天地之悠悠”，还真
是得仰头对着银河，才体会得到“悠
悠”这两个字的旷远。就那一瞬间，
觉得身边的事、心上的事，都变得很
小很轻了。我又一次，真切地体验
到文字的力量。像是有某种启发来
到心上，就在那个晚上，我决定了，
放下四年所学，放下这个让自己感
到充实的岗位和职业，选一条最难
的窄路走。只有这样，自己才没有
退路。

虽然我作了选择，但还是想报
告父亲后才最后定，父亲一直因我
能成为工程师而宽慰甚至骄傲，而
且，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
和母亲的经历，对从文的职业有着
后辈们不能理解的顾虑和担心。父

亲听到我的想法后，沉默了一阵，最
终，他选择了支持。他支持的理由
是“对你来说，可能是最适合的”。

于是，我成为了媒体人。为了
走好这条窄路，我作了一个文友们
都不太理解的决定，两年内停止业
余创作，干好工作之余，我要系统地
研读。当写作不是兴趣，而是一项
事业，作为一个工科生，我需要好好
补课。从我居住的重庆歇台子，只
需转一次车，就可以上南山。那时
的南山，游人稀少，有时整个山谷没
有别人，你可以对着天空大声朗读，
四周应和你的只有隐隐的回音。一
旦有完整的一天，我都会背上挎包，
里面有馒头和水，坐着公共汽车晃
晃悠悠上南山。这是最大限度地排
除干扰，让自己专心读书的笨办
法。虽然笨，但人很舒服，没有比在
树林里读书更舒服的了，没有比散
步更能增加阅读的耐力了。所以，
我的阅读和其他人真不一样。有些
书我一翻开，就知道是在哪一条小
道，是坐着还是走着读完的。这些书
像磁带一样，录下了我的阅读过程
和环境，包括偶尔突然而至的山雨。

和之前的享受型阅读不一样的
是，这一轮阅读（其实多数是重读），
我是当成学习谋生技巧来读的，俄
罗斯诗人式的抒情，新批评的文本
细读，博尔赫斯呈现世界观的方法，
李白的联想，清人的幽趣。我都像
啃馒头一样，一点一点地慢慢嚼慢
慢回味，一句一句推敲它们。我的
挎包里，还有一些空白卡片，读到妙
处，或者联想起些什么，我会掏出卡
片记下来。这个习惯之后一直伴随
着我，只是后来卡片变成了手机上
的记事本。

从偶尔写写的文学爱好者，到
有预谋的写作者，我对自己的规划
带来了两年的贪婪阅读，并给自己
打下了薄薄的基础。至少，我有了
一些可以参考的坐标，能相对客观
地对照自己的习作，看到它们的一
些明显缺陷。对写作的技术细节的
关注，也逐渐增强了自己写作能力。
但最重要的是，我带着一种警惕从文
青的习惯性自恋中走出来，能够真正
地审视和衡量复杂的自我。

十年之后，我已经成了一个老
到的媒体人，一个能在有影响的文
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青年诗人，交

友甚多，爱好广泛。紧张的工作之
余，我除了写作，还是业余棋手、音
乐发烧友、业余书商、球迷、麻将爱
好者、钓鱼爱好者、电脑游戏发烧
友。日复一日，忙得不亦乐乎，有时
感觉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一条窄路
活生生地走成了宽路？

记得还是一个深夜，我在渝中
区和平路附近一个巷子里走着，人
还沉浸在麻将牌局的各种意外中，
要走到大街上，才能打的回家。走
着走着，突然一个激灵，就从变化莫
测的牌局里走出来了，甚至，从这几
年的生活中走出来了。夜深人静，
我汗如雨下地推敲了一下自己的日
常，如果把工作时间除开，活生生的
老有所乐的退休生活啊。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顾一片谴
责声，我放弃了棋友们的聚会，一
个人在家里检讨自己。整理读书卡
片时，我发现，以前一天甚至几十张
的笔记，早就变成了一个月几张。
整理诗稿时，我发现这几年写的互
相重复，简直难以挑选。我不得不
承认，自己迷恋的写作，因为写作时
遇到的瓶颈，也因为其他事情的吸
引，早就原地踏步重复自我了。而在
其他的玩耍时，我又时常闷闷不乐，
觉得这些活动不够过瘾。其实我还
是最喜欢一个人安静写作，喜欢不时
有意外进阶的那种沾沾自喜。

当天，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把
最占用时间的娱乐删了，让自己回
到十年前的窄路状态里去。最占用
我的时间的活动有两个，麻将和围
棋，它们就在那个星期六被我彻底删
了。后来偶尔还在网上下盘围棋，但
是麻将再也没有碰过。真的，本来以
为很难的事，就这样被戒掉了。

我开始了新一轮兴致勃勃的研
读，而且，从之前更喜欢研究外国作
家的作品，到系统地研读当代中国
作家特别是中国诗人。因为年岁渐
长，和之前研读的重点完全不一样
了，之前特别关心写作的技术细节，
这一轮的研读，则更多是读格局，读
文本的意外。

从这个阶段之后，我的写作和
阅读都稳定了下来，它们互相补充
地占据着我的主要业余时间。我的

《走得太快的人》这首诗，就是这个
阶段的开始，从此之后，每几年就会
有几组自己相对满意的作品写出来。

宽路被删回成窄路，好在，窄路
虽然行进艰难，却更有着人所不知
的风景。如今，回顾自己年轻时的
两次选择，我还是很庆幸的。我是
个随兴的人，而且并无抱负。能把
一个喜欢的事情坚持下来，至今兴
致不减，这两次选择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海子去世后，由于其
诗歌的影响，各种报纸、刊物、书籍
在刊发海子大量诗歌的同时，更是
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海子大量的照
片，使海子的形象通过照片这一载
体渐渐地深入人心。然而，令大家鲜
为人知的是，在海子生前，曾经有一
家刊物公开发表了海子的照片。发
表海子照片的刊物，就是由内蒙古自
治区团委创办的青年刊物《这一代》。

2015 年 5 月 18 日上午，我在旧
书网上搜书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本梦
寐以求的《这一代》1985年合订本。

此前，因为获悉《这一代》是最
早发表海子长诗《传说》的刊物，所
以，我十分重视对这本刊物的搜
寻。为此，我曾经给《这一代》的现
任主编、著名诗人、作家、内蒙古原

《诗选刊》创办者阿古拉泰联系，请
他帮我寻找这本合订本。

然而，由于时间已经过去 30
年，加之单位几次搬家，资料散失十
分严重，当年的旧刊物早已荡然无
存，使我的希望破灭了。

所以，当我发现这本蓝色精装
合订本的踪迹时，喜出望外，当即下
了订单。5 月 25 日，在我的热切盼
望中，收到了这本《这一代》合订本。

打开这本合订本，我迫不及待
地翻阅着。在第 7 期第33页，一个
更大的惊喜出现在我面前：在这期发
表的海子长诗《传说》标题左侧，赫然
刊登着海子一张一寸的半身近照。

这张照片中的海子，头发比较
浓密，眉清目秀，穿着黑色的衣服，
里面穿着白色的线衣，露出一圈白
色的领子。照片里的海子，年轻、稚
气，一副朝气蓬勃的学生模样。

在1980年代诗坛，对一个青年
诗歌作者来说，最大的殊荣就是在
刊物上发表诗作的同时发表一张个
人照片。在这方面，海子无疑是幸
福的。

《这一代》青年月刊的编辑对海
子更是偏爱有加，不但刊登海子《传
说》的第7期《这一代》的封面上印着

《传说》的字眼，而且还在海子作品的
左上角，刊登了海子的这张近照。

这张照片应该是海子大学期间
的照片。对一个诗歌作者来说，“题
目上封面，诗作配照片”，这在1980
年代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最高的礼
遇了。

海子去世后，全国各地书报刊
登载了海子各种形象的照片。其
中，有3张最广为人知：

一张是海子在北京十三陵大红
门由他的好友孙理波拍摄，就是后
来广为流传并印在西川编的《海子诗
全集》一版一印扉页上的“就义”照；

一张是海子戴眼镜、长头发、留

胡子，两手高举握成拳头的个人照
片，就是后来印在西川编的《海子诗
全集》一版二印书脊上的那张照片；

一张是海子穿着西服，没有留
胡子，没有留长发的标准照片，就是
海子墓地上的那张照片。

我认为，在海子所有公开的照
片中，最珍贵的还是《这一代》公开
发表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1983年海子在北京
大学法律系毕业时拍摄的。即将毕
业期间，班级印制了一批毕业同学
录。印在同学录《法学阶梯》上的海子
的照片，就是《这一代》发表的这张。

在《同学录》上，海子亲笔写下
了一首短诗：

路是一支瘦瘦的牧笛
把牧歌吹成渔歌
潮来潮去，我积攒叶叶白帆
落款署名：查海生
在这页通讯录上，海子画了一

幅钢笔画：画面里站着一个人，他的
胸怀里承载着一叶白帆，他的眼前
面对着一片蔚蓝的大海。海上，一
轮红日从海平线喷薄而出，冉冉升
起。波光潋滟的海面上，两只海鸥
高歌吟唱并肩飞翔在汹涌澎湃的波
涛之间，3个赶海的青年人在海滩上
奔跑嬉戏，右下角张贴着海子的那
张照片。

画面的意境，恰似后来海子创作
的经典名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据我所了解，《这一代》刊登的
这张海子照片是海子生前唯一在报
刊上公开发表的一张个人近照，具
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海子的这
首三行短诗，被《海子诗全集》漏收，
属于海子的“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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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胜，男，当代著名诗人、生态摄影师。
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重庆市作协副主席、中国
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曾获鲁迅文学奖、诗刊年
度诗人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重庆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

|名家简介|

名家专栏⑧

给自己选条窄路
□李元胜

海子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照片
□姜红伟（黑龙江）

海子

人模树样（外十首）
□马慧聪（陕西）

名家简介:马慧聪，诗人。1984年生，陕西神木人。2000年提出“绿色文
学”理念，2003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青
年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青联委员，陕西省“百优人才”。出版诗集《人
模树样》《渴望》《守候》等。荣获全国十大80后作家主编、徐志摩诗歌奖、中
国青年诗人奖、陕西青年五四奖章、草原文学奖等荣誉。参加第八次全国青
创会、第33届青春诗会。现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长，《延河》下半月刊执
行主编。

名家方阵

绘图 罗乐

领悟更多宽
窄之道，扫码上封
面新闻。

周日，去附近超市买菜。踏着
满地泥泞，上了路旁一辆三轮车，师
傅专门下车，从外面帮我关上锈迹
斑斑的铁门，以御风寒。

这细微的关照，一下拉近彼此的
距离。路上，有一搭没一搭话家常，
让四面透风的车厢增加一点热气。
便自然聊起，一会儿还会回来。师傅
很热情地表示，愿意在超市外等我。

到达目的地，我手忙脚乱在包
里找零钱。师傅温和地说：“不用找，
一会儿一起给就行。我相信你！”

为这句萍水相逢的信任，坚持
把钱付给师傅后，我一路小跑着冲进
超市。琳琅满目的海鲜肉食，新鲜当
季的蔬菜水果，专用必备的调味配
料，我从一个柜台奔向另一个柜台。

兜兜转转中，一个小时很快过

去了。与我承诺力争半小时搞定，
已超出太多时间。提着大包小包，
满头大汗赶去师傅约定的位置，心
想，他多半已离开了。

老远，我便看见师傅正朝这边
张望。见到我，他快步跑过来，利索
地接过我手里的重负，帮忙拎上车。

我一个劲儿道歉，他很善解人
意地说，“没关系，超市那么大，随便
一转，时间就过去啦！说好等，多长
时间我都会等，我相信你。”

在这人心隔阂、信任稀薄的尘
世中，得到陌生憨厚的师傅如此无
条件的信任，让我的心无比雀跃而
热乎。感动于师傅的守信重诺，我
暗想，茫茫人海中，他咋就如此信任
我？难不成是我由内而外的修炼，
让他见我面善？

我相信你
□杨华（成都）

喜欢什么植物
上辈子就是什么样的人

松柏坚贞
荷花清廉
玫瑰带刺
青苔见不得光

葫芦是吊死鬼转的
猪笼草是饿死鬼转的
菟丝子是吸血鬼转的
一群海藻揭示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爱吃芥末的被情所伤
种植爬山虎的攀附虚名
此刻我嘴里塞满蘑菇，反复咀嚼
我就想知道我的上辈子或下辈子
到底有毒没毒

草

我想诸葛亮会感激草的
白居易也会
把墙头草或窝边草挂在嘴边的人
心里常常装着鬼

好马不吃回头草
因为那匹马知道
草无处不在

腐草为萤，草木皆兵
打草惊蛇，草菅人命
一队蚂蚁路过草丛
也被风吹雨打散

草躺着
也中枪

牵牛花

我从不提牵牛花
因为太熟悉了

童年。小院。土质结构
泉水袒露在外
触手可及

红色的，粉色的，紫色的
白色的，蓝色的，黄色的
我鼓捣出来的牵牛花
就这么长开了

甚至黑色的
我都能鼓捣出两朵来

直到那年秋来
我上了小学
院子里长出一地大白菜

我的牵牛花
戛然而止

红掌

那只初唐年间的大白鹅
被天才少年带走了
只有鹅的掌化作的火鹤鱼
困在花盆里
游啊游，游啊游
几千年在碧波荡漾中远去

它其实想做洞房的烛
对我倾诉
在婚姻比爱情更牢固的年代
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坐在床边
一个问：娘子
一个答：相公

幸福树

妻子怀孕后
喜欢上了幸福树
在她看来
什么树都叫幸福树

我的幸福树
去年冬天死过一次
在我无意间倒入几杯茶水后
它在今年的春天复活
原来幸福就是
平白无故失去很多东西
看到还剩下一些
紧紧抓住的滋味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座城市
不知道这棵幸福树
还要自生自灭多少次
才会解脱

蝴蝶兰

庄周梦蝶
梁祝化蝶
我知道一些凄美的东西
终究要融入泥土
又会在泥土里盛开

你看，这么多光明女神
仿佛失去记忆的天使
一个一个贴着泥土安居
那个温哥华的民国女人
为什么在要死亡之前
愉悦地说：蝴蝶飞走了

我的蝴蝶快快飞走吧
它们会成为台东市的市花
它们会用翅膀
穿越海峡

夜来香

像洒落的碎银子
像刀光剑影
像周璇与李香兰
柔弱苍白的一生

一个中国女人与一个日本女人
以及一大群代表不同势力的女人
又一次在夜色中聚拢

像冯敬尧的大烟枪
一口一口吐露着芬芳
硝烟弥漫的山河
就这么被遮盖起来

白色的夜来香爬在窗台上
仿佛夜上海的夜
在想象中支离破碎

绿萝

男人的眼睛贼亮贼亮的
看到你就看到了水
看到水就看到漂亮的女孩

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在KTV里
喝酒、吸烟、妖娆多姿
她们用一层又一层的绿
透支着一年又一年的青
KTV不是花盆
我想让你遇水而生

你来自贫穷的所罗门
所罗门的富饶被森林覆盖着
你永远看不到

昙花

你们的爱情见不得光
无论你怒放多少次
撼动了多少人

多么绚丽多么傻啊
因为一个和尚
你散尽千年的修行

既然不能再转世为人
就做一株正常的花吧
游戏规则无处不在
爬得越高盯着他的人越多

怪只怪
你爱上的是佛

绿宝石

在北方
绿宝石不会开花
也开了

仿佛一截直直的骨头
渗出一粒又一粒血来

书上说
人死后的第三天
灵魂才能从骨头中分离
我的绿宝石开花
它让我联想到
灵魂出窍或万人瞩目
这两个词语

一盆很老很老的绿宝石
遗落在角落里
因为它的花期
才被我们重新提及

两只鹦鹉

我给它们买来最舒适的笼
再将笼挂在茂盛的龙血树上
绿萝、红掌、铜钱草、蝴蝶兰
围绕在四周
一片春在房间中油然而生

房顶上的灯
化作它们的月亮
两只鹦鹉，依偎在安静的空间里
我一直期盼的鸟鸣没有到来

或许它们没见过高耸的蓝
一出生就爱上了铁做的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