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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钢，诗人，重庆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期进入中国诗坛，代表作为大型系列诗歌《蓝
水兵》，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当选“当代十大青年诗人”和

“最受喜爱的当代十大中青年诗人”。出版有诗歌、散文、
漫画等著作多部，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曾获第二届全
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以及数十项文学奖。此外，有作品
被央视拍摄成电视诗歌散文多部，连续获四届全国电视
星光奖。

大道之行也
□李钢

名家方阵

一乡之望（组诗）
□王学芯（江苏）

/名家简介/
王学芯，生于北京，长在无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代为江苏青年诗人

“男朋友”诗社成员。迄今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等国内主要刊物发表诗
歌。参加《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获《萌芽》《十月》《诗歌月刊》年度诗人奖，获《中国
作家》《扬子江诗刊》双年度诗人奖，获《诗选刊》年度杰出诗人奖。部分诗歌译介到国
外，出版个人诗集《可以失去的虚光》《尘缘》等10部。

回归原点（外三首）
□小封

小封的诗⑦

绘图 罗乐

领悟更多宽
窄之道，扫码上
封面新闻。

怀念海子
□尚仲敏

宽与窄的道理，我以前没怎
么想过，现在写这篇随谈，大概
想了一下。

我认为，宽窄之道，宽是大
道。宽与窄，无论在哪个层面，
我都认同宽，并且歌颂宽。因为
人类的历史，就是由窄向宽、由
束缚向解放的历史，人这个物种
自诞生以来，天生向往的就是
宽；窄是人类不断摆脱的现实，
而宽是神话，是梦想，是未来，是
人类从古至今不懈的追求。

当然是这个道理。庄子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
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
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
冥者，天池也。”他描述的就是一
种宽阔，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的志
向和目标。我们还有一些成语
和俗语，比如“鸿鹄之志”、“天马
行空”、“虚怀若谷”、“气贯长
虹”、“胸有丘壑”、“宰相肚里能撑船”
等等，还有我少时听到的两句话“身
在长工屋，放眼全世界”，这些话表达
了无论在胸怀上气度上视野上境界
上，人所希望具有的都应该是那种辽
阔，高远，旷达，这就是宽。相反也有
一些成语，如“鼠目寸光”、“井底之
蛙”等，皆为贬义，比喻的是狭隘、保
守和封闭，也就是窄。窄是宽的对
立，从人类进步这个意义上来说，窄
的存在相对于宽，就是一种警示，窄
是条死胡同。尤其是就像坐井观天
那样，你明明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
雁阵高飞，鹰在翱翔，而自己却置身
于逼仄狭窄中不能动弹，恰如李白诗
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试想
那该是怎样一种痛苦！

记得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成功者
的演讲，讲述他当初如何沿着一条崎
岖小路走出大山，几番挣扎拼杀，开
辟了事业的坦途。然后他陷入对那
条小路的深情回忆，讲到自己在路上
的犹豫和徘徊，以及和一个送他的女
孩怎样难分难舍、拥抱接吻什么的。
我当时边听边想，无论他怎样流连缠
绵，那都是一条他不能折返的路，因
为那条路的一端连着封闭和穷困，另
一端虽然未知，却预示着无数个希
望。当然我觉得他最好把那个女孩
也带出来。让我感动的是他成功之
后多次回乡，给那个偏僻山村带去了
前所未有的变化。

事实上，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我经常看到一些目光呆滞、表情困惑
的人，从他们的谈吐举止衣着打扮
上，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来自闭塞
乡村的人。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切
都是全新的，不可思议的，他们为了
谋生，闯入到这种全新和不可思议之
中，要在这里打工生活。过上一段时
间，我看到了他们的变化，他们的眼
神变得鲜活起来，衣着甚至语言都在
改变。他们参与到这座城市的建设
中来，而这座城市也在由外向内地建
设着他们，改变着他们，从装束，到习
气，到胸怀，到观念。如果他们再回
到原先的乡村，就已经不再是从前的

自己了，他们会成为那个地方开过眼
界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们带回了新
鲜的气息，他们的目光和想法就会把
那个地方搅得躁动不安，一个地方的
变化就这样开始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流行过
一个故事，说咱们的元宵这种食品那
真是奇妙无比。外国人觉得好吃，就
想把制作技术学回去，但是咱们要保
密，不教给他们。他们就偷了一个没
煮的元宵来研究，转来转去找不着一
条缝，于是就想啊想啊，人都想傻了，
硬是没想出这馅儿是怎么装到里面
去的。其实咱们的北方农村老大娘
只是把馅儿放在糯米面上滚来滚去，
就把元宵做出来了。这个故事我当
时在各种场合反复听人讲起，讲故事
的人全都一脸得意。现在再想起这
个故事，真是让人脸红，让人哭笑不
得，它完全是咱们在封闭保守状态下
的一种无知的自我娱乐，自我满足，
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耳塞
豆，不闻雷鸣。改革开放几十年，打
开了人们的眼界，让人们看到了世
界，看清了自己。

如此看来，世间的路无论大小，确
立了目标，选对了方向，顺道而行即是
宽，背道而驰即是窄；而方向与目标的
正确，取决于行路者的胸怀、境界和眼
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不是靠双
腿而是靠思想在行走，一切宽阔都是
思想的宽阔，有了宽阔的思想，才会有
脚下的宽阔和宽阔的远方。

过去有一首民歌《走西口》里是
这样唱的：“走路你走大路，不要走小
路，大路 上的人儿多，拉话话解忧愁
……”人人都知道朝大路上走，车如
流水马如龙，车多人挤，再宽的路也
变窄了，挤到最后就挤不动了，堵
了。这不只是地域性的现象，而是世
界性的现象，全世界都在塞车，越是
发达的地方越塞车，所以“堵”是发展
的象征，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征之
一。我觉得是好现象，千年堵一回，
让我们赶上也值了。我坐车的时候
最不怕塞车，有时被堵在半道上我就
想，早晚你总得通吧，一会儿，果然就
通了。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开车从康

定回来，半夜在一个叫泥巴山的地
方就堵了车。伸头一看，好家伙！
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长串车灯，蜿
蜒几公里，十分壮观，原来是狭窄
地段对开的长途车互不相让，司机
们在赌气。我就对车上一个身穿
保安制服的人说，你下车到前面
去，吓唬吓唬他们。因为他那个保
安制服酷似警服，我觉得应该有效
果。这人就提着个应急灯跑过去
一阵吼，那些僵持着的司机吓了一
跳，弄不明白半夜三更在这荒山野
岭上怎么会钻出个警察来管理交
通，就乖乖地听他指挥，两边的车
缓缓开过，井然有序。谁知这位老
兄冒充警察有瘾，我们的车通过之
后他仍站在那里忙活，停不下来打
不住了。所以，当一个人在为疏通
做贡献的时候，是多么忘我多么卖
劲啊！我们只好去把他强行拉上
车来。

堵则思通，就是这么个道理。
河流堵了要疏通，下水道堵了要疏

通，马路堵了要拓宽、要造新路，一造
就发展了。堵是暂时现象，通是必然
趋势，有办法堵就有办法通，通则不
痛，通！通！通！我在一种四处张贴
的广告上看到了这个“通”字，我觉得
这个字要流行起来。堵是个什么玩
意儿？螳臂挡车。车要通行，人要通
行，历史要通行，挡不住的。

外国有句谚语：绕着房子转一
圈，就比呆在屋里要知道得多。咱们
中国也有句话：树挪死，人挪活。人
跟植物不同，挪就是要走动，要交流，
要开阔视野。闭塞的生活容易造成
目光如豆，思想窒息。我们今天的这
个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天上地
下江河湖海，有飞机有车有巨轮有
互联网，这些东西将旧的疆界打破，
使人跳出原来的生活范围，挣脱旧
有观念的束缚，摒弃那种植物生活，
走到陌生中去。今天这个时代，人
的思维在网络化，双脚在车轮化，臂
膀在羽翼化，飞翔是人类千年的梦
想，是神话，但是从上个世纪开始，
人 类 飞 腾 起 来 了 ，神 话 变 成 了 现
实。飞到天空俯瞰大地是什么感
觉？飞到外太空俯瞰地球是什么感
觉？那就是由鲲化鹏的感觉，是上
帝的角度。我一向认为人应该是遨
游的生物，是飞翔的生物，停滞会使
人庸俗和渺小。而人一旦改变了视
角，改变了空间位置，思想就开始向
新的领域拓展。所以我们的思想是
立体的，视野是宏观的，这个世纪的
人类已到达前所未有的高点，有着前
所未有的宽阔。四十年前，邓小平看
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伸手推开
了中国的窗户。他有一句名言：发展
是硬道理。中国
持续发展到今天，
改革开放是唯一的
道路。这是一条宽
广的道路，必须畅
通无阻。宽是大
道，通是保障，是
趋势；坚持改革开
放不停步，是谓大
道之行也。

燎原先生在《海子评传》一书中，
写到了我与海子的一些往事与过
节。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可
谓恍若隔世。

我从1990年代初下海从商，不再
写任何东西，其原因之一就是倦于文
人之间的恩怨、功名之争。但当我偶
然看到这本《海子评传》时，我觉得我
有责任还历史以真实，同时告慰海子
的在天之灵。

一
海子1988年上半年来成都，四川

诗人表现得不尽热情。一方面因为
四川诗人的恃才自傲，另一方面因为
海子本人的沉默少言和过于内敛的
性情所致。

当年的诗坛纯粹是一个江湖，所
谓大侠辈出，各路豪杰横空出世，诗
人相见往往对酒当歌、壮怀天下。而
海子则显得玉树临风、儒雅得有点书
生气。

他才气逼人，智慧的光芒在不经
意中、在举手投足中，仍能划过那个
时代的黑夜，但他的确与四川诗人显
得格格不入。海子更多的时候像个
知识分子、像个思想者、像个人类苦
难的守护神。

他当时穿着一身牛仔服，头发很
长，外表时尚而叛逆，但在本质上仍
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青人。

他是一个黑夜的海子，背负着人
类的痛苦走遍大地……

二
我非常坦诚地接待了海子。
当时，我在一所电力学校教书，

有一间房子，有一张床，有一点微薄
的工资。海子在我那里住了下来，有
一周左右，我们朝夕相处。

他很少喝酒，但我每天仍会去买
一瓶一块一毛钱的沱牌曲酒，买些下

酒菜，我们甚至会通宵达旦地饮酒长
谈（我喝得要多些）。

说实在的，我很喜欢海子，一是
因为他的大学生身份，二是因为我们
曾有过共同的经历，三是因为他的纯
净的内心。

我们是同龄人，经历过同样的高
考，有过类似的大学4年生活。那时
我们多年轻啊，只有24岁。海子甚至
常常表现出一些孩子气。他身心健
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当时给他说过最多的话是，
让我们面对现实，做个平凡的人。
如果成就一代大师要以生命为代
价，那还不如选择好好地活着。

然而，天妒英才，海子从四川回
去不到一年，1989 年3 月26 日，永久
地结束了他充满幻想和浪漫情怀的
年轻岁月。

消息传来，当时我正在上课，我
震惊了。当我从悲痛中回过神来，
我让同学们全体起来，向北默哀。
坐在前排的女生甚至有人泪流满面
（在我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从来不
曾把女生安排到后排）。

那是一个多么稀有的年代，全社
会都热爱诗人和诗歌。

三
我和海子的一些诗歌观念是有

分歧的。
他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令人窒

息的象征意义。他曾反复表达“这是
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
死亡……”

他主张“伟大的诗歌”，他把目标
定在死亡的高处。他纯净而又脆弱
的心灵，承担了太多的人类命运和时
代苦难。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曾为他
写过一首诗。标题是《告别》：

过往年代的大师
那些美丽的名字和语句
深入人心，势不可挡
但这一切多么徒劳
我已上当受骗
后面的人还将继续

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
我们痛悔的事物日新月异
看一看眼前吧
歌唱或者沉默
这一切多么徒劳

四
我坚信海子的死不是因为生活所

困、自身疾病、情感纷扰等世俗原因。
他是被自己的才华焚烧致死的，

他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非凡人所能
及，他在自己虚拟的世界里难以自持，
他构建了“伟大的诗歌”，而这些方块
文字却成了复杂而神秘的迷宫。在这
个迷宫里，海子拔剑而起、翩翩起舞、
流连忘返，最终精疲力竭……

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

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

乡村
五

在最后，在我怀念我的朋友海
子辞世 20 周年的同时，我想对燎原
先生说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对诗歌
怀有真诚，你就应该回到1980年代，
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那个年代的
诗，也读读我本人的诗……否则，你
就会愧对海子的伟大回声。

我虽然与海子诗歌观点不尽相
同，但我对他永远怀着朋友的真诚和
敬意。

迁变
栖居的寓所
住宅小区填满一片田野
窗玻璃上的光魅惑 相互呼应
楼房的有力踝骨
伸入钢筋水泥的地心

无辜的沉闷 唇髭长出荒草
脑子里的沃土翻动不停
使阳台与遥远的篱墙
交融一起
盆栽中的一撮泥土和含意
拂过城市的窗棂
花卉倒挂苍穹 猫的
有簇影子 扑动灌木深处的叶子
传到心里的呻吟
碰到一口深深的呼吸

目光与熟稔的距离 间隔
一层玻璃 安静和辉煌的孤寂
在干净的房间里生长
晨曦或夜色
时间穿着袜子
无声而又轻盈

不眠的夜际
房子孤立
四周的鸟哑着嗓音飞远
这一刻 我的眼皮加快跳动
像在等待
泪水倾洒
衰败的椽柱垮塌

嘴里含着一粒谷子
我仿佛有了足够多的时间忘记田野
微风测定门窗的缝隙
蛛网连接——
落地的糠秕

比梦还轻的告别
开裂的砖缝如同无一合拢的眼睛
一些失而复现的用品
弥盖着灰尘
而变成灯罩的报纸 一点
城市化的标题 在瞳孔里
充满空间
撒下墙灰和不眠的夜际

这是村子坠落的时间
锯齿形的黑蒙蒙天空 如同
锈迹斑斑的一片剃刀
斜在我的屋檐边上

窗景
城市的雪和风
总会整理出干净的小径 养成
住宅小区的洁癖
使落叶产生一种感官
卷走满地的尘土

庭院的树木藏好远方的田野
一阵又一阵过来的雨 伴随着魂魄
滴下梦悠悠的微光
溅落的样子
如同鸡在食钵里觅食

玻璃上的云层
揽着暖融融的阳台 露出一块
想入非非的空隙

此时此刻
小径保留着蚯蚓的消化道形状
独居或安静的周边环境
歇在窗景之中
瞟过冷或热的光晕

坐在新居的阳台上
黑夜 萧瑟的风很大
虫鸣如同天上还有的一丝亮光
拂过水泥的窗沿
每棵抖动身子的树
在坡土中飞翔

房子对面的房子 熄灭
最后一盏灯 重新出现的浓墨空旷
影子瘫痪下去
眼睛隐没
相互顾盼的眼睛

撩一眼自己的脚
概念中的趾骨掠过泥泞小道
那些被洗净的泥斑
隐没时代的踪迹
某一瞬间
身影像在天壤之别的边界

冷飕飕的窗子开着
风吹胀裤子 裤子贴着大腿
像在摆弄一副骨架

恐高
脱离地心引力 恐高
在眩晕的楼宇间旋转 胶裹汽车

分解开狭窄的通道
阳光斜照过来
金色崖边 一个软踏踏的人影
如同黑色织物 缩在
阳台后面
堆积在时辰的椅子里

血涌满头部
窗帘 给迷恋的眼睛戴上眼罩
感到脚下的地壳
有些冰凉 正在脱离远古大地
隆起的心脏
有了干枯的形状

而透入间隙的光亮
闪出刺眼的绿色和蓝色 落进
一个瞎子的房间

透明的变化过程
田野上 十几台挖掘机
绷紧肌肉 钢兜里的土
掏空蚌的小河 工棚前的洼水里
空酒瓶和废弃的泡塑
晒着阳光

鸟飞得远了一些 翅膀
默默隐匿 那些看不见的小爪
躲进了伶俐的腹腔

田边的稻草人 粗粗的喉结
动个不停

蝴蝶沾着泥渍
纸一样的羽翼 皱起几丝
灰白的条纹

根须剥离开自己盘绕的泥土
石子如同另一个世界里的足迹
坑里恶化的水
满怀凄凉
我的脚趾
在鞋里跷动了一下

城市指南
陌生路口
车流与行人嗖嗖而过
马铃薯纵队 蚯蚓队形 各种
原色的蔬菜样子 轮胎气味
裂开呼吸和心跳

汽车的尾气如同一种空气的注射针筒
留下肺的一把草火

街口巨大时钟里的分针和秒针
胶着端详的时光

过了斑马线
信号灯长出暗色的苔藓 柏油路面
沉淀到意识的深处
而城市指南上一页又一页温暖的气息
弥散开来
暗淡或明亮
同样不明自己的方向

锯锯草
水泥缝隙里的草 带着新鲜的露珠
它仿佛已经超越生存和死亡

沉思默想的草 在自己正确的位置
继续疯长

城市三公分厚的地皮
凝成一大片空地或鄙野之美
空气变成一种还愿的气息

安安静静走过的脚 每一步
回响着窸窣的风声

看上一眼或想象一眼
我像在目睹自己的重生和毁灭

一根稻草
一根稻草 飘在城市上空
缠着一大堆田野的思绪

一根稻草 佝偻起身
繁衍出千亩万亩幻觉的光线

一根稻草 干咳了一声
土壤和季候松开了咬紧的牙齿

一根稻草 进入翕动的嘴唇
遗忘了最后一粒米的香息

一根稻草 丢下苍穹
体内的万物冒出一丝着火的烟缕

放光的眼睛
看见天堂的灰烬落下

惊叹不已的惊叹
城市的空气造出了攀登的梯子

遥远的地方 土地硬化
稻草响起回声的脚步

这时候
我看见了月亮
在遥远的地方
影子正在适应颤抖
身体疲倦的开始分离
有了家
我们却不再说话
连梦中也不会互相问候
等黎明之后
一切将回归到最初的原点

等待被时光掩藏

脱下需要晾干的衣裳
向一屋的陌生人诉说远方
窗外透进的光
显示着飞鸟的痕迹
我感到茫然失措

行人应当把灵魂的颤抖和凄凉
留给冷酷的来路
等待被时光掩藏

水波
在长长的下午
淌下历史的一张网
水波与树枝都在眼前
仿佛什么都不信任
但它的确是春天

幸福之地
就我一人躺在海里
用一分钟找到他的家
从眼神里
成为一颗心
他不知道现在的我
是以往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