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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记者 李婷婷

“有一个地方让我藏起来， 这就
是诗”

记者： 我很想知道， 作为一名女诗人， 温
和、 暖心的张战对 “自我” 和 “个性” 是如何
维护的?你如何处理内心的敏感?从你的诗中似
乎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某种冲突， 这种冲突会带
给你自我消耗吗?你会沉浸在这种自我消耗里
吗?

张战： 人与世界的关系， 永远是不断妥协
的。 我懂事很晚， 30岁后开始思考我真正想要
的生活是什么。 生活一年一年过着， 父母老
去， 孩子长大， 我也眼看着丈夫脸上的轮廓越
来越柔和， 我慢慢明白， 我的幸福其实是来自
于付出。 我真的觉得， 能够给予比索取要快
乐。 仿佛我总是被生活推着走， 我的生活态度
是逆来顺受的。 啊来吧， 我受着， 这反而是一
种自由。 当然， 心灵的苦痛或是绝望， 随时都
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心性敏感的人尤其如
此。 但是， 写诗是最好的疗伤方法呀!
� � � �你问我的个性和自我， 我的个性和自我就
在诗歌里。 有一个地方让我藏起来， 这就是
诗。 这多好!我多幸运!
� � � � 记者：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自己的质地 ，
你觉得是什么?

张战： 如果用纺织物来打比方， 我觉得自
己像棉布。 来自于土地， 不华丽， 但是柔软温
暖。 这是我的现实。 可是理想中的我， 我愿意
自己像蚕丝， 微微的一些发亮， 可以拉得长长
的。 对的， 微微的一些发亮是最理想的状态。
不要太暗， 也不要太亮。

“我这样固执地、 绝望地想从虚无
之中求一个不虚无的答案”

记者： 在自媒体时代， 诗歌的门槛看起来
很低 。 你如何理解 “诗歌 ” 与 “分行的文
字” ?

张战： 现在能写好诗的人太多了， 大家都
好厉害。 但是， 好诗应该还是有一些恒定的标
准的吧。 这种标准使得诗歌门槛的高低是固定
的， 不会因为踩踏者多寡而升降。

记者： 你的长诗 《我， 一个编号》 读起来像一首 “挽
歌”， 你以父亲为第一人称写下这首长诗， 为何想做这样
的尝试?

张战： 我父亲于2010年12月去世。 父亲从发现患病到
去世不足三年。 这三年， 我目睹父亲如何迅速消瘦、 衰
朽， 如何从乐观地积极配合治疗， 到最后听天由命， 直至
放弃求生的希望。 我记得他临终前那一段时间的表情， 非
常认命， 温顺而悲悯。 看着母亲和我们为他伤心忙碌， 他
只觉得我们可怜。 虽然已经很瘦， 但只要和我们对视， 就
一直把嘴角向上扬起， 保持微微的笑。 他自知要走的日子
不远了， 就对每一个来看望他的家人， 很隐晦地表达他的
关爱， 有时是郑重地道歉。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都懵
懵懂懂， 因为心里总想着父亲还会好起来。 我过后回想他
说过的话， 才明白那是最后的叮嘱和告别。

父亲变成了一抔骨灰。 我不知父亲的笑容去了哪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实习生 张靖

在湘北一带，过去有一种雕花铃玻床，是
许多中等人家婚庆必备之物。 这种集实用性
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床，四周通过绘画或雕刻，
添上龙凤呈祥、金玉满堂、五子登科等吉祥喜
庆的图案，显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 这种床
的名字，缘于以前床上装了铃子，床板上的孔
里装了玻璃，摇动就能发出响声，故此得名。

在华容县鲇鱼须镇松树村，有严姓一家四
代传承雕花铃玻床。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这
种床已经被席梦思取代。 然而，严氏后人仍然
完整保存了这种雕花床的技艺，传承人严凤球
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动雕花铃玻床的保护。

雕花铃玻床的历史渊源， 始于严凤球的
曾祖父严其嵩。 他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
1876年，是一位知名木匠。 除了把技艺传给儿

子严文植，他还留下了4套《绘图鲁班经》、4套
《芥子园画传》等，这些都是制作雕花铃玻床
必不可少的资料。

严文植生于民国初年，历经战乱和动乱，
他格外注重保护父亲留下的资料。 文化大革
命时， 他将资料包好， 装在用来装菜的坛子
里，埋在自家的菜园，又在上面种上菜，让祖
传的历史资料得以存续。

严文植的儿子严钦海，1931年出生，自幼
聪慧过人，读古诗文过目不忘。 随父学习制作
雕花铃玻床，仅一年便掌握了全部木工技艺，
第二年又学会了油漆工艺及绘画技术。 看到
祖传的《绘图鲁班经》和《芥子园画传》后，他
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凌波床的技艺，成为一位
远近闻名的木匠，人人都叫他“钦海木匠”。

严钦海30岁时，手艺已驰名乡党，远播荆
湘的华容、石首、江陵等地。 尤其是他的绘画

技术为人称道，人物花鸟栩栩如生。 艺术贵创
新。 严钦海在传统题材的基础上拓展发挥，融
入水墨画绘画技巧， 使瓷板画呈现出出晕皴
的效果，还大胆引入了西式画风。

严氏家族雕花铃玻床的传承， 是按照中
国古代的传统习俗“一脉传”，即只传严家，不
传外姓。 就算是严家人，也只传长子，不传次
子及女儿。 雕花铃玻床第四代传人严凤球，是
严钦海的长子。 1962年起，6岁的严凤球就一

边读书一边利用空闲时间跟父学做木工。
“4年后，我基本上可以单独从事木工，不

但能单独写、画，还能单独雕花板做床了。 ”严
凤球说，白天在生产队里整修农具，晚上就在
家锯花板、搞雕刻。 他的木工、绘画、油漆等方
面皆得父亲真传。 那时候市场上买不到油漆
工具，需要什么工具都要自己制作。 有一年生

产队死了一头大水牛，他不动声色弄到牛角，
就像得到了一件宝物一样， 把牛角靠根部的
位置锯下来，再埋在泥浆水里，半年后挖出来
制作了几对油漆刮子。 为了提高绘画水平，严
凤球还遍访绘画名师、书法大师。

时代不断发展， 伴随的是各种用具的革
新换代。 改革开放后，老式的雕花铃玻床逐渐
被现代席梦思取代。 严凤球和他带的徒弟们
只能转行。 雕花铃玻床技艺失去了用武之地，
如今面临失传的境况，严凤球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 严家的老艺人们自掏腰包，举办了雕花
铃玻床研发班、 木工班， 向年轻后生传授绘
画、雕刻技艺，其中就包括严凤球的长子严岳
泰、次子严俊、侄子严若虎。

严凤球目前还在整理雕花铃玻床的资
料， 准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希望祖传的
技艺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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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肉体一旦朽坏寂灭， 就一切
归零了吗？ 对于已经不在了的父亲，
那些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焚心般的爱
恨， 那曾经飞蛾扑火一般的激情， 那
黑暗中忍下的恐惧和泪水， 不就像梦
一样虚无吗 ?死了的父亲， 梦是醒了
吗?还是永远永远沉进深渊一样的黑暗
里?我们还活着， 可是我们是在梦里
吗?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梦吗?如果我们
知道， 我们还会认真地去做梦吗?我们
还在一起， 我的手拉着你的手， 可是
有一天， 那一只手就不在了。 每时每
刻都在离开， 都在告别。 以后我们会
怎么样呢?我只想问一个答案。 我这样
固执地、 绝望地想从虚无之中求一个
不虚无的答案。 我已过了中年。 我必
须想清楚这个问题， 这是我写这首诗
的动机。

“我以这种方式生活 ，
也以这种方式写诗”

记者： “灵魂只是生在腐草间的
萤火虫/只有在它发亮时你才能捕捉”。
你的灵魂何时会发亮？

张战： 我的灵魂？ 我多么希望人
有一个永远亮着的灵魂！ 这正是我在
这首长诗里要问的问题呀。

记者 ： 你父亲阅读了这首长诗
吗？

张战： 也许父亲在天国会读到我
这首长诗。 我以前很怕黑， 也怕一个
人呆着， 我爱听鬼故事， 但又很怕鬼。
奇怪的是父亲去世后， 忽然我不怕鬼
了。 我想， 父亲去了那边， 那边就有
人保护我了， 所以一想到鬼， 我还觉
得亲昵。 每年清明我们全家人都会上

山去， 祭如在。
父亲曾给我写
过 《金刚经》，
我妹妹有年也
抄了 《金刚经》
在父亲坟前焚
化。 来年清明，
我会把这首长
诗在父亲坟前
点燃。

记 者 ： 日
常中的你温柔
可爱 ， 举手投
足间依然像个
邻 家 小 女 生 ，
但在这首诗里，
你如此彻底地
将自己投入到
近乎残酷的探
究和追问之中，
你如何看待自

己身上的这种 “反差” ?
张战 ： 我对我的外在给人的印象一

直没有自觉。 好像我很容易在各种角色
中转换： 教师、 女儿、 妻子、 母亲， 各有
各的样子， 也并没有什么违和感。 但我
想， 我在我信任的人面前常常会有孩子
气。 我仿佛有一种天性， 喜欢把生活中
很复杂的事情儿童化处理。 我的痛感很
迟钝， 别人伤害我， 另外的人都替我打
抱不平， 我自己却还浑然不觉， 快快乐
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在 《诗刊》
发表诗。 因为我诗的风格和气质， 又因
为我的名字， 《诗刊》 的编辑老师一直
以为我是男的。 我活得很自在， 能轻松
化解很多生活的压力， 是因为我对很多
东西都不看重。 但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
也有一点小聪明。 我小时数理化成绩很
好。 我喜欢做饭， 喜欢尝试做各种新菜。
我最爱看科幻小说、 推理小说、 武侠小
说。 我年轻时， 用金庸小说里写到的武
功和人比过招， 谁也打不过我。 做逻辑
推理题目也很厉害。 我以这种方式生活，
也以这种方式写诗。 这是我的优点， 其
实更是我的缺点。

江海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滚滚洪流。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中， 有
成功的喜悦， 有低谷的彷徨， 有幸

福的回忆， 也有扼腕的叹息……伴
随着潮起潮落， 这一桩桩、 一件件，
犹如一片片五颜六色的贝壳， 静静
地停留在海滩之上， 折射出耀眼的
光芒。

自行车“王国”的消失

大潮拾贝 2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全世界名副其实的自
行车“王国”。

每当工厂下班或学校下课铃声响起， 厂校大门徐
徐开启，成百上千的自行车蜂拥而出，一阵阵清脆悦耳
的铃声伴随着大家的欢声笑语、相互道别，迅速融入大
街小巷，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担任某工业开发区的
负责人。 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在金色阳光照耀下，数
万辆自行车，如潮水般涌入，又如潮水般退去。 每次站
在办公楼窗前远眺此景，都让我内心十分激动，工作的
成就感油然而生。 因为这些自行车的主人，都是来自农
家的子女。

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田野。 是改革开放的东
风，催生了一栋又一栋厂房，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合资企
业。 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插满了来自欧美等各国的五彩
厂旗；开发区的就业大厅里，每天滚动发布大量的招工
信息。“只要肯劳动、就会有工作。 ”当时，县里的老百姓
都知道：不用再找关系、托门路进企业了。 一户农家只
要有人在工厂上班，全家的生计也就有了保障。

自行车也是我青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它伴
随我上学、上班整整有十多年。

记得我上高中时， 我哥进了工厂上班。 他省吃俭
用， 一年后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 每天下班后， 他
都要把车子擦得锃亮。 驶进驶出弄堂时， 邻居们都会
投以羡慕的眼光， 其“织台型” （俚语， 意为有面
子） 不亚于今天开着奔驰、 宝马。 偶尔， 我向他借车
外出， 他总会不停地叮嘱我， “当心啊,别碰了！” 我
知道， 他关心的不是我会不会摔倒,而是心疼他那宝贝
的自行车。

我的自行车车技是在中学“学工学农”时练就的。
当时我被选为区里的学生代表，跟着一位“军代表”（一
位年轻的解放军指导员），每天去各个村了解学生参加
农业劳动的情况。“军代表”带着我在崎岖不平的田埂
上一路骑行，犹如走钢丝一般。 田埂时宽时窄，不时有
水渠隔断，稍不留神，就摔进了稻田里。 几天下来，浑身
上下都是乌青。 一个星期的摸爬滚打，让我的车技大为
进步。知道田埂越窄，车速就要越快，才不至于摔倒。人
的胆量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跟着“军代表”走了三个月，
我的体魄也更健了。

结束了上山下乡，我从农村回到了城市。 每天骑着
自行车上下班，真是一路风景一路歌，自由自在、风雨
无阻。 晚上骑车上夜校，教室前黑乎乎停着一大片自行
车，去晚了还找不到停车位。 一下课，同学们骑上自行

车仍在相互交流学习体会和对老师的印象。 大家你一
句、我一言，一路上银铃笑语。

春天，我与妻子、孩子被郊外的桃红柳绿所吸引，
想去享受大自然明媚的春光。 唯一的自驾工具就是自
行车。 前车杠上坐着不满五岁的儿子，后轮行李架上载
着妻子。 每当通过十字路口，见到有交警站岗，妻子就
赶紧从车架上跳下，步行过了红绿灯又跳上了车架。 警
察也知道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但只要不在他眼前“熟
视无睹”，他也就“视而不见”，时而还会给我们会神的
一笑。 在那贫穷又幸福的年代里，大家更多的是体谅和
帮助。

当年听留美的同学说起， 在美国一般家庭都有两
辆以上小汽车，我们都感觉是“天方夜谭”。 何曾想到，
短短十多年时间，在中国满街走的、停的已是各种品牌
的小汽车。 住宅小区里，已难以寻觅自行车棚的踪迹；
大街上，也不见了自行车修理摊。 自行车作为主要代步
工具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更多的是成为市民们的锻
炼工具而存在。

如今，我也坐上了小汽车，上下班不再像过去那般
费神费力了。 但我始终觉得，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骑
自行车上下班的那段岁月。 由此，我每到一地，都会买
上一辆自行车，既可锻炼身体，也可在假日里自由自在
地浏览街景，放松心情。

去年，我去荷兰访问时，令人意外地发现，在这高
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街头到处是自行车“横冲
直撞”，竟让我们这些来自自行车“王国”的人有些“胆
战心惊”。 在那里，自行车最“牛”，汽车见了要停、行人
见了要让。 护城河里，打捞船只不时从河底“抓起”几辆
自行车。 原来，自行车“王国”已经转移了，真不知这是
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而在国内，随着机动车的迅猛发展,自行车骑行的
空间日益被挤占。 由于没有设置专门的自行车道，或者
自行车道被机动车所占用，大街上，时常可以看到骑车
人在小汽车中间穿插挪移、急停闪避，由此发生口角、
冲突甚至安全事故的不在少数。

这不禁让我陷入了沉思。 经济发展了、 物质丰富
了，但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却少了。 我看着阴沉的天，
不知是雾还是霾；望着正在拓宽的路，不知道是对还是
错。 路越修越宽，车却越来越挤，“水多了加面、面多了
加水”，何日才是尽头。

时光不会倒流， 也许属于自行车的时代不会回来
了。 留下的，只是我对过去岁月的美好回忆，以及对绿
色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时光不会倒流。 也许属于自行车的时代不会回来， 留下的只是人们
对过去岁月的美好回忆和对绿色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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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1月13日， “2016深圳读书月
年度十大好诗” 评选揭晓， 湖南诗人

张战 《陌生人》 获评 “年度十大好诗”。 深圳读
书月组织方 、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胡洪侠
说， 所谓 “十大好诗” 仅仅是一个说法， 并不
代表中国年度就只有这十首好诗， 但 “十大好
诗” 让诗歌回到人间， 诗和远方都在身边。 中
国作协副主席 、 诗人吉狄马加说 ， “十大好
诗” 让诗歌更广泛地走进人的精神世界， 是这

个社会应该去做的事情。 颁奖典礼上， 诗
人张战深情地朗诵了 《陌生人》， 感动了
现场每一位观众。

中国即将迎来新诗百年， 诗歌在今天
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诗
才叫好诗?新湖南记者就此对话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教师、 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张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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