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投稿邮箱：732349208@qq.com

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曾衡林 版式编辑 刘也周刊·悦读

读有所得

汤素兰

《九章先生》是陈惠芳继他的“一本半”诗
集之后出版的新诗集，精选了诗人从 1987至
2017年30年间写的新诗35组，系“湖湘文津
系列”丛书之一种。

陈惠芳是著名的“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
之一。1987年，他和江堤、彭国梁一起，在长沙
共同创建“新乡土诗派”，以“传承民族血脉，
塑造精神家园”为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
诗风，影响颇大。这本《九章先生》可以看作是
他个人新乡土诗创作的实践成果，而且透过
这些组诗，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一个诗人跋
涉前行的足迹。

如果说 30年前提出“新乡土诗派”，是作
为“两栖人”的诗人因为“站在村庄与城市的
关节处”“腹背受敌”，为“流动城市血液/却传
出村庄声音”的双重身份而矛盾，以乡土中劳
动者与大自然的健康朴素的关系和乡村田园
的诗意美好作为精神乌托邦，企图为现代人
塑造永恒的精神家园，那么，经过 30 年城市
环境的围追堵截，30年精神世界的探索追寻，
作为诗人的陈惠芳对于“城市”与“乡土”都有
了新的理解。

纵观他的诗作，诗人为现代人“塑造精神
家园”的初心没有改变，但他和都市已经“和
解”。事实上，他在 2012 年提出“复兴新乡土

诗派”时，就已经自觉地将“都市”作为“新乡
土诗派”的空间开拓了。在现代社会，没有谁
能扭转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也不再是世外桃
源；而人的精神空间，并不是简单的都市与
乡村的地理空间，而是更深层的文化空间。
所以，如今的陈惠芳，能为长沙的一场大雪
而欣喜，会为“泥巴腿子插在城市的土壤上”
而释然。

但其“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的
写作宗旨始终没有改变，而是成为一种更为
自觉的追求与探寻。他在湖湘文化中、在湖湘
大地上去发现诗，去写诗。作为记者，他零距
离接触底层生活，足迹遍布三湘大地；作为诗
人，他自觉将笔触探寻到历史文化底蕴的深
层，为湘楚大地立传，将风俗民情、时代风云、
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凝聚在一起，构成隽永而
大气的诗篇。

诗歌是离不开想象的。作为“蓝墨水上
游”的湖南诗人，血液里应该天生流淌着屈
原、宋玉浪漫沉郁的诗风，而瑰丽雄奇的想象
是构成这种诗风的首要因素。但是随着新诗
的现代性进程，诗人们越来越向内窥，越来越
注重诗歌的精致、澄明、理性，诗歌的浪漫与
激情少了，诗越写越精致。陈惠芳的诗，不炫
技，不玩弄辞藻，有一种生活本身的粗粝感，
更有一种难得的热情和天马行空的浪漫想
象。比如：“喝令我的湖泊/煮熟一枚太阳/喝

令我的月亮/打扫浓雾的天空”（《张家界》）。
文学是语言艺术，现代白话诗的一个特

点就是能够将日常语言入诗。陈惠芳在诗意
开掘和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是灵活自如的。他
的诗歌语言，既有屈贾骚赋、唐宋诗词意境的
巧妙借用，也能将现代日常口语甚至带有明
显时代色彩的名词术语入诗，而不显得违和。
比如他这样写潇湘合流处：“湘江一路关停并
转/一路公私合营/以潇水的名义走到萍岛/
亿万年的股份公司，正式命名”（《古潇湘》）。

陈惠芳对物象的描绘和捕捉非常敏锐，
语言风格常破常规，不雕饰，而是准确而感
性，用词大胆而锋利。比如雪天屋顶上的反
光，是“一道雪亮眼神，站在了高处”（《长沙大
雪》）。在《宋玉》一诗中，陈惠芳穿越两千年风
雨与宋玉的诗魂相遇，在宋玉“送与我剑/送
与我咄咄逼人的锋芒”“送与我玉/送与我通
体透明的气质”之后，作为诗人的陈惠芳有这
样一段夫子自道：“我活着/我以液态搅拌固
态/塑造新的传奇”。

30多年的写作，“都市”已经成为新的乡
土家园，但他对现代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忧思、
他的社会批判锋芒依然没有消退，他依然以
纯粹、峭拔、精悍、坚实的风格，塑造着他自己
和他的诗歌。

（《九章先生》陈惠芳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

王涛

几年前，我随单位扶贫调研组到郴州汝城蹲
点调研时，参观了濂溪书院；在对扶贫点永州新田
县两年的扶贫帮扶中，又曾到访过道县的周敦颐
故居，对湖湘文化的历史源头加深了理解。而有心
寻访到的蔡栋先生《湖湘文化访谈》一书，或许可
以解答我对湖湘文化的许多困惑。

身任《湖南日报》资深记者，蔡栋先生以湘人
自诩，致力于对湖湘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全方位思
考及求证。书中，他尽情地与当下文化名士坦然进
行一次次心灵对话，努力地同已故湖湘骄子试验
一回回虔诚的灵魂沟通。在平实而真诚的对话中，
探询湖湘文化的历史、闪光点、精神气质、性格弱
点等，并从近代人才群体、当代文化责任及湖湘书
法、建筑等多方面，系统探秘与思考湖湘文化的发
展和弘扬，还从经济学的视角观照了湖南文化产
业的新亮点。

在作者的思量之中，湖湘文化是精英文化和
通俗文化的融会。他赞同学界的观点，认为湖湘文
化中的心理、性格、民族宗教、礼仪以及乡风乡俗，
均可以成为湖湘士人们创造精英文化的重要源
泉，湖湘文人士子的文艺创作、宗教精神、道德观
念、学术思想等，均可以找到民间文艺、民间宗教、
社会风尚、民间思潮等的影响；同时结合湖湘文化
所包含的具有精英文化特征的学术思想与具有通
俗文化特征的民风乡俗，及湘军表现于形而上的
湖湘道学和形而下的湖湘性格方面的湖湘文化特
质，由对现时代的“电视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
军”“文学湘军”“戏剧湘军”等的思考，纵深化地理
性解说了文化上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者、捍
卫者，又是中国近代文化倡导者、引进者的湘军领
袖人物们。

掩卷深思，湖湘文化的成就有很多，但构成其
最令人瞩目的亮点，则是湖湘知识群体的学术和
事功。首先，是湖湘士人们创造出了大放异彩的学
术思想。从周敦颐《太极图说》与胡宏的《知言》，到

“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船山遗书》；从魏源风行海
内外的《海国图志》，到谭嗣同那震惊学术思想界
的《仁学》，它们都是彪炳史册的思想学术成果。

其次，是湖湘士人创造的巨大事功。湖湘学人
不但重视著书做学问，同时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
治功业。尤有特色的是，为了建立事功，湖湘士人
往往是既能著书论文、一派书生意气，又能用兵打
仗、满身武侠豪气。从宋朝开始，不少抗金名将就
是湖湘学人；清代湘军将领也同样既是儒生出身，
又能驰骋疆场；举兵起义的黄兴、蔡锷，既是舞文
弄墨的书生，又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毛泽东既
是诗人、哲学家，也是政治家和军事家。

另外，湖湘文化的闪光还来自于湖湘士人的
人格精神的魅力。

从总体来看，湖湘的文化人具有一系列独特
秉性，陈独秀称为“湖南人底精神”、杨毓麟则称

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湖湘士人有着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因此他们才能喊出“若
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口号，
并一代又一代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洪
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扎硬寨”、“打死战”
的书生群体，他们普遍具备着坚毅顽强、踔厉敢
死的强悍之气，故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
不惜流血牺牲。湖湘士人还有一种敢于争先的
任勇之气，他们勤勉、坚忍、大胆开拓而敢于争
天下之先。

《湖湘文化访谈》文字中流走着一种湖南人的
蛮劲和霸气，其笔是流利的，其情是虔诚的，从中
不难发现蔡栋先生致力于湖湘文化研究和传播的
赤子情怀。这，是风范，也是传承。
（《湖湘文化访谈》蔡栋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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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吟唱
——读陈惠芳《九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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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芙康

9年前的8月，赴美参加一场文学聚会，我提
前数日，住进夏威夷大学宾馆。

这日傍晚，接一陌生电话，预约翌日登门“求
教”。诧异间，不免多问几句，方知对方系新闻记
者，喜爱文学，亦属本次会议“会友”，从花名册中
见到我的虚衔，便想一探究竟。

转天上午，到了约定时间，闻听敲门，应声打
开，吃了一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几乎缺乏情
节，便结识了捧着花环的陈艳群。

我向来缺乏条理，谈话言不及义，但与初识
者对坐，倒还清醒。奉茶之后，便主动询问：所为
何来？小陈从提袋里掏出一叠文稿，双手递我：

“麻烦老师抽空看看，并盼指正。”
大半辈子伏首案头，读稿、编稿，早已习以为

常。此刻又无闲话可叙，便当即“工作”起来。看罢
全稿最后一行，抬头刹那，竟生疑惑，一旁始终静
然端坐的小陈，仿若我久已结交的知音。小陈这
篇文章，一路读过，毫无阻隔，所涉内容，属于现
代文学评论范畴，亦巧合本人钟爱。作者已然老
手，尤其深谙夹叙夹议之道：叙要鲜活，但生命在
真实；议要别致，但要害在深刻。在我看来，小陈

都做到了，于是告她，如蒙同意，回国便将文章刊
出。听到允诺，小陈出乎意外，惊疑间不知如何说
好。

小陈和我说起两位老人。
一位是她的父亲，陈迈众先生。乃父与田洪

曾是同一单位正副搭档。田洪的大哥，正是鼎鼎
大名的田汉。上世纪五十年代，经田汉相助，陈迈
众率湖南省艺术团晋京展演，一时轰动京城。正
是受父亲影响，小陈从小熟读田汉全部剧本，进
而探身现代文学，崇拜鲁迅等一众文豪。

另一位老人，是她的老师，罗锦堂先生。罗先
生，甘肃陇西人，自幼饱读诗书，最喜古典文学。
1957年，罗锦堂在台湾获得博士学位。学成之后
历任世界多地高校教席，最终受聘于夏威夷大学
东亚语言系。某年某月，小陈随丈夫寻遍天下，见
夏威夷四周大洋、山川不同凡响，遂定居下来。夏
大阅览室一次巧遇，结识罗先生，渊博、率真的老
人，令小陈心悦诚服，不久叩拜为师。

我工作的《文学自由谈》选稿，偏重现当代文
学。当即邀她将库存变成文字，逐一写来。小陈答
应试试。

回国次月，2011 年第 5 期《文学自由谈》刊
出陈艳群《罗锦堂与于右任、胡适、傅斯年》一文。
这些年来，断断续续，总会收到小陈的文章，内容
一概关乎现代文学。

给《文学自由谈》撰稿，其实只是小陈的部分
写作。在日常新闻采写之外，她已经动手的另一

部书稿，是关于自身经历的长篇散文。小陈的丈
夫蒂尔尼，是一艘四万五千吨级远洋轮的船长。
作为“船座”夫人，柔弱的小陈，雄赳赳地跨上船
去，不是短期旅行，而是货真价实的“定居”。前前
后后 18 年，随船跑遍三个大洋。我孤陋寡闻，天
下世界，如此劈风破浪的女人，尚不知还能找出
几位？

小陈的文章优秀，很快有了人缘，竟有读者
请求刊物封面登出她的照片。小陈得到通知十分
配合，按时将一张近照发了过来。当期发行不久，
便获读者称赞“明眸皓齿，阳光满面”。

前些天，小陈来电话，说她书写现代文学的
一批文章，在湖南的出版社得获赏识，结集有望。
随后，便用微信附来篇目。其中多数文章，呱呱坠
地于《文学自由谈》，有的是我在岗之时，有的于
我退休之后。自从打上交道，小陈成为刊物忠诚
的作者，为文堪属个性鲜明的高手。读着篇目，我
时有停歇，一些文章的片断，总是浮现出来。小陈
故乡湖南的出版家，鉴宝识货，对这部书稿“一见
如故”，猜想或许会有乡谊人情，但他们骨子里认
可的，显然是属于小陈的那份大块文章，那份道
德学问，那份诗情感伤，那份快意人生。反复赏阅
篇目，如同满眼累累秋果，令人生出真实清明的
喜悦。

（《二十个人》陈艳群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作者系《文学自由谈》原主编、天津市写作
学会副会长。）

远方的高手

周实

很多年前读过一篇很
长的采访记。采访记的题目
是《芳草天涯——丹麦老人
格珍的故事》，作者是李南
央。采访记详细地介绍了在
那艰难的抗战时期，一个天
真的丹麦女孩怎样来中国，
怎样与其在上海经商的丈
夫威德曼结婚生子，怎样与
中国人打交道，怎样与日本
人打交道，等等。采访记看
过了也就看过了，本也打算
写点读后，事一多就放下
了。昨晚有朋友又将这篇采访记发了过
来，原来作者又对旧作做了很多新的补
充。于是，我又看了一遍，又与格珍一道
随着采访者的细心提问回顾了那段艰
难的岁月。

格珍初到上海时，已被日军占领的
上海是个什么样子呢？格珍的回答是这
样的：沿途街道被炮火轰炸得残破不
堪。人们衣衫褴褛，孩子们面黄肌瘦。街
道旁的窗户里冲出一阵阵噪音，空气中
弥漫着令人难受的气味。生活稳定后，
格珍与上海西方人中基督教的救世军
有了联系，那里的人告诫她千万不能在
大街上施舍，因为很可能那些乞丐们是
被丐帮的头头们控制的。格珍还参加了
丹麦妇女的慈善组织。

格珍在上海的生活又是个什么样
子呢？格珍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
人进入了他们居住的法租界，没收了他
们的汽车，砸扁了运回日本造炮弹。而
威德曼早就不开车上班了，因为根本没
有汽油供应。从此，她每天一早起来就
要到处打探消息，看看哪里有黑市，哪
里能买到什么东西，然后就骑着自行车
去找。为了怕自行车被人拿走，每天回
来，她都要将自行车抬到三楼的家中。

格珍还特别谈到了她和中国佣人
相处的情况，她说：“他们都会说英文，

但是他们的英文很奇怪，比
方说，一切都是有归属的，
什么名词的前边都要加上
一个 belong。譬如：我的女
儿 ，他 们 会 说 girl belong
Missie。我的丈夫，他们会
说 man belong Missie。上
海人将这种自创的英语称
为“洋泾浜英语”。格珍说这
些佣人聪明得简直不可思
议。他们不识字，可是不管
多么长的西餐食谱，你只要
教一次，他就记住了。格珍
还说：“为我丈夫公司看守
仓库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知

道仓库里存的都是市场紧缺的面粉、咖
啡、绸缎，但是仓库里的东西从没有失
窃过。我和威德曼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诚
实和忠厚。”

格珍晚年落脚到美国的旧金山湾
区，跟一位英籍二战战士有过一段美丽
的情缘。

格珍接受采访时是 2007 年，那一
年她八十八岁。1988 年，她曾随一个美
国旅行团来过中国。那次她在上海只待
了两天，凭着记忆，她找到了那幢自己
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公寓。她看到了窗帘
后绰绰的人影，听到了里面传出的昵侬

“乡音”，眼泪一下子哗哗地淌落下来。
但是她没有敢按门铃，害怕一个外国人
的造访，会给住户带来麻烦。

格珍说她在上海没有亲人，但是不
知道为什么，越到晚年她越加思念的不
是丹麦的埃斯堡——自己出生的地方，
而是那座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
五味俱全生活的中国的上海。

我重读这篇采访记时还禁不住这样
设想：如果这篇采访记能够改编成一部
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如果今天的中国
城市人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或者这部电视
剧，看到当时的中国城市人在那般恶劣
的环境中，是怎样的生活做人，是如何的
自尊自爱，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域外文踪

走马观书

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奇想天
外的“三体世界”，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
类想象力的极致。《交错的世界》从最早
充满想象力的口述故事开始，通过一代
代作者创作的各种鲜活故事追溯科幻小
说的发展历程，及不同时代的科技创新
如何改变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的
认识，并改变科幻小说。作者为当代世界
科幻界公认的权威，如数家珍地讨论了
影响整个科幻小说流派，及在科幻小说
发展道路上发挥作用的作者和代表性作
品，为不断变化的科幻小说勾勒出了清
晰的脉络。中文版中，冈恩教授补充了新
的章节，将时间线提至21世纪，并充实了亚洲部分，使新版本成为世界范围
内最新、最权威的世界科幻小说史。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小说，但科幻小
说已不在那里。它已如火箭般飞速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描画着想象的新
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

《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
[美]詹姆斯·冈恩 著 姜倩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王绍光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 书 以 比 较 和 历 史 的
视野，纵观近百年来世界各
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历程，
并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
为典型案例，理顺了中国和
其他国家崛起的脉络，探寻
了一国立足发展的国家能
力，构建了从“认知”到“反
思”的国家能力分析框架，
阐述了中国崛起的制度优
越性，有力地驳斥了“改革
开放论”和“中国崩溃论”。
全书数据翔实可靠，论证科
学严谨，说理透彻有力，在讲
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彰显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不仅有助
于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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