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徐徐 衎衎

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001102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文学评论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
先
锋
﹄
的
﹃
现
实
主
义
﹄

□
徐

衎

当我谈现实主义的时候我在谈什么，这是一

个问题，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参照。

在我开始尝试着小说创作的 2007 年，中国当

代文学范畴的“先锋文学”作为一场运动早已经结

束了许多年，从文学史的演进意义上说，“先锋文

学”已然成为一桩文学遗产和某种传统，因此对于

没有亲历这场运动的我来说，其中的挣扎与反抗

自然是不切肤的，甚至是需要后天研究学习才能

窥之一二的，也因此，我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这份文

学遗产的馈赠，具体到小说创作，我认可小说就是

小的，最重要的是你在表达和思想上的个人性，小

说的语言应该是更为精美有效的汉语；小说可以

是隐秘的欲望叙事，可以时空变形扭曲，可以跳出

严苛的现实逻辑展现另外一种可能；小说不等于

故事，读小说除了享受其中的故事、叙事技巧和小

说逻辑，更是一个发现之旅；小说是一种复杂的、

自由的东西，对社会流俗、规则有一种起码的反

叛、怀疑……以上种种似乎是某种先天性的常识，

是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就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是

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无可否认，从文学史的角度，中国先锋文学就

文学形式而言，其对立面就是庸俗的社会学或者

传统的现实主义，但更为深刻的，它表征了整个20

世纪后世界精神史上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方

式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这个变化被中国近现代以

来的现实主义潮流所遮蔽了。

阅读之初，我的兴趣在于余华、苏童、杜拉斯、

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等等，我惊叹于《在细雨中呼

喊》的酷炫结构，兴奋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朽》中的思辨议论

所迸发出的智慧火光和独立精神。

可以说，是先锋文学，包括现代主义文学，成了我文学出发的起

点，也是它们激活了我有限的经验和想象，让我得以安置那些未必

有多么独到的童年、少年经验，自以为是地通过语言等技巧层面的

搬弄，为这些未必独到的经验制造出一点刻意也可疑的“独到之

处”，结果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即便如此，你看，我是多么尊奉文学

是个人化的表达之类的“常识”啊。

在经验匮乏的苍白年纪，我居然也写了不少小说，现在回头反

省，那些文字中深埋着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空白，尽管技巧起到了

一定的掩饰作用，尽管甚至有可能被理解阐释为是某种“可贵的留

白”，但我心知肚明它们是贫瘠的，因为白的后面和周围都没有坚实

的可还原的填充物来支撑这样的“白”。

回到个人的阅读史，我其实是很晚才阅读《包法利夫人》这样的

作品的。那种比缓慢更缓慢的推进节奏，那种比繁复更繁复的描

写，那种在闪闪发光的细节上的停顿，都让我获得了某种新奇的体

验，就像中文系学习过程中，在符合自己趣味的鲁迅、张爱玲、沈从

文、萧红等的阅读之外，忽然读到了赵树理，我至今还记得“小腿疼”

带给我的“会心一笑”，这也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苍凉

的手势”、“希腊小庙的湘西”、“酷寒与饥饿”之外的新体验。

限于时代、个人种种因素，我的文学接受史出现了某种错位倒

置，就我个人而言，文学的发生似乎是先“20 世纪”再“19 世纪”，等

我再去接受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们有一

种老实的笨重，诚恳的扎实，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后于“先锋文

学”的“先锋”——“灵柩的布从胸部到膝盖凹陷下去，在脚趾那儿

再隆起；在夏尔眼里，仿佛有个庞然大物，极其沉重地压在她身上，

那就是死亡……”这是我对《包法利夫人》中印象最深的几处描写之

一。它不时地提醒我，不是每次都非走捷径不可的，在细致沉稳的

观察当中变得耐心和笨拙，恢复对世界的惊奇与笨手笨脚，重新打

量那些忽略而过的事物以及附着其上的名词，同样很有必要。

我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弄明白许多事情的，我只能写我自己知道

的东西，而且很多时候往往是写出来后，才知道我自己知道什么。

小说阅读和写作让我变得更完整，不论是读或写，我就像生了锈的

星星和泉水，又被重新擦亮了。随着经历越来越丰富，真正获得了

恐惧、虚无、失败感等等，那个形式，那些叙事圈套，也才有了真正的

填充物，这个过程，就是做加法的过程，这个加法具有社会学的意

义，诗学和社会学才会达到某种平衡。在这个加法的基础上再做减

法才能称为真正的“留白”。

徐衎，浙江人，生于1989年。南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入选2016

年浙江省“新荷十家”，曾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聚焦文学新力量

“譬如以笔下独居老人的凄凉晚景包

裹实际书写者的青春失恋之痛，譬如现实

中可能只是忘了有没有拔钥匙之类的小焦

虑，落到小说里就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历

史浩劫……”徐衎在创作谈《隐喻解说者

说》里写道。徐衎的火眼金睛在于，他披开

雪肤花貌与鸡皮鹤发的外表不同，洞见了

悬殊表皮下她（他）们的欲望——是同一个

东西！并让这欲望时时变形，时而是《绿豆》

中在郁热阁楼喝着绿豆汤、冷眼看诸人也

看自身欲望如绿皮蛇翻滚的小女孩，时而

是《心经》中被世界遗忘、孤独寂寞度日的

老阿姨，时而是《乌鸦工厂》中虽肢体残缺

而同样交缠着欲望占有、争夺、比较的残疾

工人，时而是《肉林执》中隐身人群、因自己

的追求与别个不同而饱受折磨的艺术家。

这欲望的变形记让我想起徐衎的小说

《仙》：女导演在失足女的描述中印证了自

己对出生地小城同样的又恨又爱，以及

她们从“出卖身体”到“出卖灵魂”的心心

相印，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在满足了拍摄

欲望后立马抽身走人；而失足女“失足”

的故事原来全都是半真半假的虚构，是面

对镜头作的精彩表演；此后，当失足女所

在的按摩场所被查禁、成为社会热点后，

女导演又后悔之前删掉了拍摄的“失足”

素材，不惜亲身扮演失足女，凭记忆将失

足女虚构的故事再表演一遍……这不也

正是徐衎所说的“精挑细选容器”：欲望的

共通性让她们无论有一个怎样的人间的

姓名，女导演也好，失足女也好，已有的电

影电视的虚构也好，都一样是演出欲望的

人间喜剧。

正是在欲望变形的意义上，我理解了

徐衎在《栗色沃野》《试水》中对死亡的把

玩。《栗色沃野》中“我”审美化地处死一只

蚱蜢、冷静地延长蚱蜢的死亡时间，其实是

“我”欲望不得发抒的一种表现。相似的情

境在《心经》结尾，王萃梅弄死一只小老鼠

的情节中继续出现，而这一次，当被浸没的

“小老鼠迅速游了几个来回，急不可耐地想

要退化成一尾鱼”的惨状面前，王萃梅连赏

鉴的心情都没有，她晃动着“最高级哺乳动

物”的优越感，回房做其他事去了。而小说

之前对王萃梅孤独寂寞的生活状态、欲望

降低到近乎麻木的描摹极其完整，这样结

尾处她毫不动情地淹死老鼠、并能在老鼠

面前感觉到一种“胜利”的情绪就水到渠

成。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人物欲望的呼吸跳

动，说明徐衎小说更加走向成熟了。

对动物可以不加掩饰地发泄欲望不得

满足的愤怒；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

这种欲望不得满足而积累的愤怒和恶意经

过掩饰后的变形罢了。于是，菜市场卖桃或

西红柿的摊位上虽然都放了牌子“轻拿轻

放，请勿按捏”，杨杨奶奶暗中还是又掐又

捏；女导演扮演失足女时，轻倩地在镜头前

报上后母的名字：“我叫何红梅……”欲望不

得满足，于是以大大小小的隐疾或明伤的方

式，在人与人之间蔓延。张爱玲说的“生命是

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的“蚤子”，在徐

衎这里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现了真面目。

徐衎在创作谈中说，他是“浸入”的。这

种“浸入”，我的理解，是力图抓住欲望及其

变现的任何一丝一毫微澜。而徐衎将这种

欲望描摹和表现出来的模样，是比较奇特

的。这从写于2011年的《绿豆》便可以看出

来。《绿豆》里有一条画店洗颜料的阴沟，这

条阴沟也是女主人公欲望的一个象征：

从阁楼上俯瞰，（阴沟）好似一条通体
冰凉的绿皮蛇，被两颗钉子一头一尾地钉
死，抻成了一枚标本。

墙角的台灯映出两条裹着草绿毛毯的
身体，厮打般地缠绵扭绞在一起……蛇的
血冰凉且是绿色的……

太阳毒辣，循着巷道一路疾跑，头顶烈阳
倒映在绿莹莹的阴沟里，一个极明极亮，一个
极暗极翠，两相交叠汇成一种月白色，那倒影
竟好似沉在沟底的月亮了。阴间的月亮。

这几段文字形象地显现了徐衎小说中

欲望变化出来的最初模样：头顶的太阳是

“毒辣”的，这可以看作对欲望的一个隐喻。

而“极明极亮”的烈阳倒映在“绿莹莹的阴

沟”里，却是“极暗极翠”的。因为不能正常

地表达出来，欲望被强大的力量压抑着，因

此它经过变形，具有了一种极烈的仿佛在

暗翠的水流中生长的特质。“蛇的血冰凉且

是绿色的”，如果对徐衎眼中最初的欲望赋

个形，大概便是这样奇特的，“冷”的意象。

这也正是徐衎在《晚不安》中概括的：“郁郁

葱葱的背后不过是欲望的转嫁，变了质、发

了酸的，苍翠欲滴的欲望。”

可能因为《绿豆》的主人公是个小女

孩，所以欲望的这一重面相是相当惨烈的。

徐衎在后来的创作中，越来越偏爱以中老

年女性为烛照对象：像《试水》《突然响起一

阵火山灰》《红墙绿水黄琉璃》中的母亲，

《乌鸦工厂》里的美芬、胖阿姨，《仙》里的女

导演，《心经》里的王萃梅，《晚不安》里的杨

杨奶奶、吕向红，《苹果刑》里的黄阿姨，《煮

山记》里的面店老板娘、小玉的母亲和大姨

小姨……老年女性的欲望仿佛经过了一重

时间的慢火细炖，不再以青春期锐痛的形

式出现，更有一种冷眼评看人间的状态。也

正因为是老人的冷眼，没有那种急切、纠

结、困惑，一切都云淡风轻可以接受，种种

悲痛、哀伤的事情隔着老年的滤镜看过来，

仿佛都日光之下无新事，可以带有某种喜

剧色彩。也许正是这一点为徐衎所喜，便于

他放置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察。

徐衎眼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的呢？《心经》里，月华得知父亲溺死在浴室

里，首先感到的是轻松，以后不用去男浴室

喊父亲回家、承受其他男人“戳得青春期的

肉体辣痛”的眼光，“由衷而笑”；吕向红的

女儿夸奖母亲的菜地、有机蔬菜，吕向红

“恍惚觉得丈夫和女儿是在吃她，吃掉

她……她的身体被嚼碎撕烂”。最亲近的父

女、母女关系尚且如此，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可想而知，所以《心经》里，小保姆检举揭发

爱着她的杀人逃犯，那么轻轻巧巧，过后也

仿佛水落无痕，她还说自己不拿赏金，让邻

居王萃梅去拿——心理上毫无负疚感，甚

至颇有自矜良心之意。再如武昌随庄臣到

黄鹤楼一带，在得知庄臣其实是人贩子、自

己只是运气好没被卖掉后，虽然想见庄臣

一面而不得，也还是安心地回家了，只在小

说结尾，游人让她拍照时她联想起庄臣，心

中一动——即使是恋爱过的两个人，情分

也不过如此而已。

徐衎小说中时时出现“婺城”。婺是金

华的简称，也是徐衎的家乡。徐衎在小说里

塑造了婺城形形色色的人物，人间欲望的

百态：中年女儿对母亲的冷漠，母亲的欲望

对女儿的侵凌，企业破败，工人下岗，艺术

家在小城里隐匿……而这一切故事发生的

背景，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又是整个小城里

人与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割不断的联系，每

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身世底里知道得一清二

楚，像一个大的乡村。这是偌大中国、古老

中国人际关系的折射与象征：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是密切的、近的，却又是相互倾轧

的，这可以说是徐衎观察到的中国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婵阿姨是施蛰存小说《春阳》里的人

物，她年纪轻轻便嫁了冥牌，做了“望门

寡”，老来的一个春日，她上城见到银行里的

一个年轻职员，年轻人对她礼貌客气地微笑

让她萌生了欲望，后来发现是自己的幻想而

感到失落和尴尬。婵阿姨的形象隐喻着欲望

得不到满足的中年老年女性，而到了徐衎笔

下，欲望更深一层——人与人之间欲望倾

轧、难以忍耐的这一切，徐衎小说里的老人

们都能看惯。他深入潜意识角度，讽刺人的

欲望的不能满足；并且因为能看到每个人欲

望的脆弱处，所以一句轻描淡写的冷嘲都会

切中七寸。这是婺城之所以成为婺城，施蛰

存笔下的婵阿姨们在新时代变作了王萃梅、

杨杨奶奶、吕向红等新模样的根本原因，并

且还有一代一代的婵阿姨们在成长。

想起《心经》里“萃梅一个人吃不完一

只整鸡，留着准备让月华回来的时候带走，

老母鸡瘟在笼子里，死期不明，惶惶不可终

日”的情节，这句“惶惶不可终日”隐隐提示

出徐衎的同情广覆到一只待宰的老母鸡，

而“惶惶不可终日”这个词又充满可笑的气

氛。某种程度上，这未尝不可以看成王萃梅

的形象投影，也是小城人们的形象。这是徐

衎对其有着强烈爱恨的老中国的国土、老

中国的儿女。当我们在欲望倾轧的惨绿愁

红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徐衎的名字也足以

令我们口齿噙香了吧。

欲望的变形记欲望的变形记
□□李李 璐璐

■创作谈

人与人之间有着密人与人之间有着密
切的切的、、割不断的联系割不断的联系，，每每
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身世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身世
底里知道得一清二楚底里知道得一清二楚，，
像一个大的乡村像一个大的乡村。。这是这是
偌大中国偌大中国、、古老中国人古老中国人
际关系的折射与象征际关系的折射与象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密
切的切的、、近的近的，，却又是相互却又是相互
倾轧的倾轧的，，这可以说是徐这可以说是徐
衎衎观察到的中国人与人观察到的中国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

现代都市的焦虑与松弛
□行 超

■新作快评
■评 论

小说《婴之未孩》看似写的是都市男女的情爱故事，但

实际上，作家所瞩目的是女性自身的成长与矛盾，以及人与

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在计文君笔下，红玫瑰与白玫瑰不仅

是男人的追求，更是每个女性自身的一体两面。

看起来，小说中的苏卿像她所爱的《霓裳羽衣舞》一样，

华丽热烈得仿佛红玫瑰；艾冬则时刻理性得体，恰似那宜室

宜家的白玫瑰。可是，当艾冬将自己从那场名存实亡的婚

姻中解放出来，进而在一个新的男人的怀抱中“软得几乎要

四散流淌”的时候，她心底那朵红玫瑰几乎是在野蛮生长，

慢慢长成了让人又爱又恨的“朱砂痣”；而苏卿，当她强打精

神地在“夺婴大战”中挣扎着，并最终在一场狼藉的饭局之

后告别了自己漫长的青春，她那略显吃力的坚持其实都不

过是让人心疼的“明月光”。

苏卿何以成为红玫瑰，要追溯到她那凄惨的童年，这个

被“大白瓢”收养的弃婴，她必须强大，必须无所顾忌，必须

事事强出头，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不幸的命运追上。虽是

近邻，艾冬的成长环境却恰恰相反，艾冬乖巧且从小被娇

惯，为数不多的“犯错”都是因为苏卿。成年后的两个人仿

佛交换了命运一般，苏卿学业、婚姻事事强于艾冬，即便这

样，在她心里，艾冬的存在“就是让她感觉自己不好”。甘田

告诉苏卿，那是因为“她拥有什么你没有却很想要的东西”，

苏卿永远不会拥有的正是艾冬以及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平凡

的家庭和童年。为了维护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苏卿将自己

时刻包裹在繁华的假象之下，艾冬则被一段庸常的婚姻紧紧

束缚着。然而表面的平静被戳穿时，真正的苏卿与真正的

艾冬几乎是体无完肤地暴露在那个苦心塑造的虚幻的自己

面前。释放自我的反向生长也就此开始，这生长的过程意

味着与虚幻的自己告别，从而重新开启寻找“真我”之路。

小说《婴之未孩》中有一种暧昧的气息。几乎每一对人

物，在表面一览无余的关系后面，都藏着那么点别扭。夫妻

之间、闺蜜之间，没有人真正无所保留、坦诚相待，持续的焦

虑和紧张时刻蔓延在每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事实上，这样的

“别扭”和“保留”正是现代都市人与人关系的核心。现代都市

是陌生人的世界，“陌生”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自由，最大的问

题是孤独。小说中的所有人，看起来都是成功的都市精英，但

事实上，每个人心底都藏着难以为外人道的秘密和隐痛。面

对一个突如其来的孩子，苏卿和丈夫老赵必须攒足火力同仇

敌忾，但谁又知道，这对看似恩爱的夫妻心底究竟因此生了多

少芥蒂？世事通达、洞察人心的心理学专家甘田，在爱情与婚

姻的问题中踟蹰懦弱，甚至几次三番对自己的职业与生活产

生怀疑。经历了丧子与背叛的艾冬，留给身边人的印象只是

“心大到漏风，神经比电缆还粗”，没有人知道她的内心遭受

着多么残忍的折磨，以至于需要依赖药物来维持心理与生

理的平静……小说写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作者着力

探讨的是，当都市中的人们丰衣足食，不再为物质所困，甚

至吃的是定制的有机蔬菜、用的是上万的婴儿车的时候，我

们是不是还会焦虑，我们焦虑的是什么？

与这种普遍的紧张和焦虑所不同的是，小说中艾冬与甘

田之间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松弛。两人的感情因一次酒后

失态而起——对于甘田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正让

他感到新鲜的，恰是艾冬的直接和洒脱。或许正是这种没头

没尾的缘分和无甚瓜葛的关系，赋予了这两个都市陌生人对

彼此敞开心扉的勇气。他们一个是心理疾病患者，一个是心

理学专家，艾冬向甘田诉说了自己藏在心底的秘密，甘田由此

得知她这些年所承受的内心的痛苦。正是从那一刻开始，这

两个精神世界中多少有些不顺遂的男女决定在寒夜中抱团

取暖，彼此治愈。他们从未轻言爱情，也无契约、无承诺，是一

种现代都市特有的无束缚的爱人关系。在小说中，这样的关

系最终成为都市人拯救自己、拯救对方，甚至是拯救爱情的最

后力量。也正是在这对男女身上，计文君真正与张爱玲相区

别，她摒弃了张爱玲“偏执的深刻”，也不仅仅是冷眼旁观地刺

破真相，而多生出了一份犹疑，一份仁慈与温暖。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诗

经》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赋

比兴的艺术手法，奠定了中国文学尤

其是诗歌两千年的文学传统。在21世

纪，重读《诗经》，摹写《诗经》，对话《诗

经》，诗人将会写出怎样的社会人生？

陕西诗人白麟以穿越古今的胆魄和执

著的艺术追求，创作出令人惊异的诗

作集《附庸风雅——对话〈诗经〉》。70

首诗对应70首《诗经》大作，并附上乐

舞诗剧《诗经赋》的剧本，用现代话语重

塑诗经，不仅再现了古典的身影，而且

充溢着作者作为现代人的深情和向往。

《附庸风雅》抒写男女爱恋相思之

情的诗歌30篇。对应《诗经》作品的题

材，白麟诵读体味不同一般，基于现代

人的人生观，抒发诗人个我的爱情观

和男女思恋的独特感受，自由而热烈，

深情而蕴藉，读之心情激越，感同身

受。《卷耳》写女子对情人柔肠婉转的

思念，《汉广》写男子对女子痴心不改

的炙热追求。《野有蔓草》写刻骨铭心

的初遇，只一眼就足以让岁月羞赧。《女

曰鸡鸣》写热恋时的激情如火与惺惺相

惜，犹如绚烂的花般尽情绽放。《燕燕》

写爱而不得的肝肠寸断，相恋也不能相

守的内心痛苦。在描写这些爱恋情感

时，诗人注重抒情与叙事的结合，把抽

象的情感依附在具体的叙事、状物和写

景中，通过具体的故事场景、人物对

话，衬托和表达真切的情感。

赋、比、兴是《诗经》创用的艺术手

法和重要特色，对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对读《诗经》，作者首先面临一个艺术

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创新问题。《附庸风

雅》中，无论是铺陈直叙，还是借物寓

意，或是触景生情，抑或是在回忆中生

发的联想，白麟都善于运用生动的比

喻，提炼恰切的意象作兴，创作出淳朴

美好的诗歌意境。读《附庸风雅》中的

新诗和散文，许多优美的意象都让人

耳目一新，艳丽的桃花、执著的麟、猩

红的桑葚，都是篇篇乡村水墨画中最

美的注脚。

中国诗文自古讲究意境。意境是

一种能令人感受领悟却又难以用言语

阐明的意蕴和境界，它是形神与情理

的统一，意味无穷。白麟深谙诗歌创造

意境的重要，他注意凝练简洁优美的

语言，表达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把意

象的单句运用与全文的意境创造联系

谋篇，较好地创设了淳朴浪漫的诗歌

意境。品读《附庸风雅》，读者不难感受

到那个时代人的劳作与智慧，对纯真

质朴的田园生活与乡间爱情心生赞叹

与向往，在美好于心底蔓延的同时思

考当下人生，唤醒现代人沉睡已久的

情感和诗意。

诗人白麟写作诗歌30余载，其语

言雅致而含蓄，押韵合辙朗朗上口，富

有生成性和陌生化语言特点。品读《附

庸风雅》美感油然而生，掩卷之时仍能

齿留余香。《诗经·采葛》在表达对爱人

强烈的思念时，用了夸张的比喻，“一日

不见，如三月（三秋）兮。”这是诗歌语言

的陌生化处理，以一日喻三月、三秋，拓

展了时间的长度。白麟承继《诗》作语

言修辞传统，转用有违事理的生长性

语句：“骨头里盛开的玫瑰，才是我寻

觅的理想！”骨头连接玫瑰作喻，显然

超越了同类事物的比喻范畴，但却更

为真切地表达了对爱人的思恋。这种

语言的格物跨越，创造了既歧义又新

奇的诗意，收到较好的审美效果。

阅读《附庸风雅》的审美感受，除

了炽烈的情感和意象诗境，还在于其

语言的形式美感特色。《诗经》的句式

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

二言至八言不等，音乐和韵律统一，结

构工整，句式整齐，有抑就有扬，字音

完美对应，显示出朴素而优雅的音乐

节奏。现代诗虽不如古诗对仗工整，却

自有其抑扬顿挫的形式美，叠字的运

用、句尾的押韵，都能带来朗朗上口的

效果。白麟更注重语句表意的节奏与

气势，在音乐的旋律中实现情感的吟

唱。“只是那些与美人有染的香草，那

些与英雄沾亲带故的车马，还常在书

卷和庙堂里走动，更多的，依然在民间

听风”；“那时漫山遍野春深似海，唯你

胸怀花事水眸流盼”。诸如此类音律和

谐的语句，不受格律的束缚，顺着情感

一气呵成，洒脱风流，给全书带来了唯

美的诗意和诗趣。

《诗经》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诗歌源

头。由《诗经》奠基，后经历代文人雅士

共同构筑起的民族文学审美品格，在

今天更需要我们不断续写新的时代篇

章。对话《诗经》，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远

古时期生活的柔美纯真，更有现代人

生的爱与感动。这是一种对民族文化

自信的对读和书写，一部充满自由生

命活力的诗歌展示。《附庸风雅——对

话〈诗经〉》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华文化

充满自信和期待。

纯真而浪漫的《诗经》对读
——评白麟新诗集《附庸风雅——对话〈诗经〉》 □赵德利 张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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