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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莲花诗人心
□叶延滨

隆重纪念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

澳门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与作家出

版社联合出版了《美丽澳门》，其中“诗

歌卷”收入有影响的当代澳门实力诗人

的作品。这套书的出版，是澳门文化界

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华诗坛的喜事。我

向入选的澳门诗人朋友们表示衷心的

祝贺，也感谢澳门基金会、中华文学基

金会和作家出版社为中国诗歌的发展

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

澳门回归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

重要里程碑。记得20年前，当莲花与五

星同在的澳门区徽出现，澳门区旗飘扬

在蓝天之下南海之滨，我们的耳畔响起

了《七子之歌》。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

在百年前，为中国被列强夺去的七块宝

地，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澳门列

于“七子”之首。2004年，澳门基金会

与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联合举办全球

华人纪念澳门回归5周年“澳门”同题

诗大奖赛。大赛得到全球华语诗人的

热烈响应，参赛的优秀作品都被结集

出版。我随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到了澳

门，与澳门基金会的吴志良先生等澳

门文化界人士一起，出席了获奖作品

的颁奖会。20年来，澳门诗人与内地

各地的诗人交往密切，尤其是粤港澳

大湾区诗人之间的互动联谊，使澳门

诗歌的影响越来越深入。澳门诗人的

诗作彰显了澳门文化的深厚与丰富，

在这个意义上讲，澳门诗歌成为澳门文

化的一张名片，澳门诗人是澳门文学的

优秀代言者。

认真品读澳门诗人的作品，我深深

为诗人强烈的家国情怀所感染，许多诗

篇令人感动。澳门回归是中华振兴的标

志，对于澳门同胞更是天清云朗的节

日。爱国家与爱澳门是所有澳门人的

同义词，也是诗人笔下共同的母题。原

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总商会会长、中

华文学基金会会长马万祺先生也是华

文诗界享有盛名的诗家。马先生为澳

门回归做了杰出的工作，也用诗词写下

了他心中浓烈的家国情怀。1996年他

怀着迎接港澳回归的激情写下《七绝·

庆港澳回归》：“国土重光民族愿，和平

统一众心倾。欢欣港澳回归日，更喜神

州竞向荣。”1999年他更以“咏莲诗”，表

达了对澳门回归难以言状的喜悦：“君

子之花清艳丽，污泥不染傲凝香。多年

咫尺天涯远，今日回归地久长。喜誉区

花荣辱共，欣承徽志意端庄。人间响遍

团圆曲，统一庆歌两岸扬。”马先生虽在

2014年仙逝，但他爱澳门爱祖国的赤

子之心，留在了这些传之后人的诗篇

里。澳门区徽的莲是爱国爱澳的象征，

也是澳门诗人经常咏赞的主题。卢杰

桦的《小城的莲》以清新喜悦的笔触表

达了澳门人共同的心声：“雨丝/轻轻穿

过盛夏的炎/穿过殖民主义的丛/把四

百年前的莲花小径/崎崎岖岖地洒成/

今天的莲花宝地/小城的莲，终可以/那

茎干枯的脐带/饱吮母亲的乳汁/并用

祖国的红/粉刷那森白的靥/不须再年

年月月日日/伸着伸着/一盘深深绿绿

的掌/把天空的水珠/自己的泪珠/接了

又接//也许要庆幸/那陷入泥泞的脚跟/

四百年前就踽踽踏着振奋的步/让秀外

慧中的脚力/将小城冉冉撑起/玉立亭

亭/如今/雨丝用绿意/渲染焰红的莲/但

芯上的火苗/仍于风声飒飒的旗里燃烧

成炬/使瞻仰的千百后代/相传……”莲

花圣洁而美丽，它是澳门今天的象征，

也深含对未来的期冀。莲花在中国文

化的传统中，更是东方文化的精神象

征，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姚风

的诗作《残荷图》就是诗人在澳门艺术

馆观八大山人画展的感悟，写出了历史

的悲怆与凝重：“逃避风雨，你把自己磨

成一团团墨/泼洒出去，满纸都是天昏

地暗/都是故国披头散发的哭泣//这心

中的苦痛，只能折磨自己/只能折磨满

目的荷花/用枯笔摧残它们，直至残枝

败叶/孤鹰、残荷、枯花……它们不知

道/这大好河山，已多少次沦为故国/已

被多少颗落地的头颅，砸得满目疮痍/

而你，为什么不画出一把刀、一把剑/你

涂抹的墨色中/为什么从未逼出一滴鲜

血……”诗笔与画相遇，也如泼墨，也

如工笔，写内心波澜，画历史沧桑，

这样的作品，力透纸背，情真意切，

是难得的佳作。

澳门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区位，形成

了澳门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中华文

明的悠久深远的影响，在澳门诗人的作

品中是重要的主题。与姚风的《残荷

图》所体现的历史回望相比，沈慕文的

《枯荷》则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对生命

的理解和思索：“这是一个完整的生

命。/站立的枯荷，她把这一切，交给/

了天空。/时间的秘密像合拢的双手摊

开，/她站立着，不说身体内巨大的疼

痛，/也不透露，淤泥里埋藏的洁白身

躯。//这个傍晚，有一些风在低吟/而

这个秋天，这个秋天又过于萧瑟。/迟

来的游客，见不着她盛开的模样。//这

忙碌的城市，没有人知道她几时来，/也

没有人知道，她几时会走。/他们把这

一切，归咎于时间。/只轻巧地说一句

错过了/那个夏天。”浅浅的忧伤，淡淡

的惆怅，在旁观者的身份中，带上思想

者的优雅，无怨无悔地面对时间和岁

月，像一个东方哲人从容地完成生命体

验。这残荷是东方的，浓墨重彩中呈现

诗人内心的安静与祥和。诗人袁绍珊

向梵·高致敬的诗作《总体感觉》却写出

了西方文化的浓烈和张扬：“除了在博

物馆/大家都不想在别的地方遇见你/

他们反复念道：噢，梵·高，梵·高/一百

年前的风犹在画廊吹响/空间太波动/

超越了两耳能承受的重量//围观者的

阴影猛压而来/想一窥集结疯癫/与天

才的那个时代/意志累累成千百颗麦

穗/雨滴般摇曳着/乌鸦盘旋上方，正意

图招降//狡狯的文明口气很重，问道：/

扭曲本身是一种创造，还是消亡？/你

眼中的真理却在思索/色调强烈到什么

程度/方凝结成爱/且永不损伤？//一百

年后的夜仍是宝蓝的／你反复念道：

噢，真实，真实/用举笔的手举起手枪/

世界是静滞的/绚丽的浪头大势已去/

唯独画布上你厚重的脸/至今迸涌绝

望”。这首诗给我们描画出另一个世界，

画面充满了力和呐喊，色彩凝重而强

烈，生命在死亡和创造前面临抉择，一

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在背景上回响，绝

望和希望同时绷紧生命之弦！怡静安

祥的荷花与狂热张扬的梵·高之葵，也

许东西方文化在澳门诗人笔下的交织，

正是这个城市活力之源—多元文化的

激荡应和。

诗人何为，诗歌力量何在？读澳门

诗人的作品，深为诗人的大爱情怀所打

动。爱国爱乡，爱情亲情，永远是诗歌

咏唱不尽的主题。澳门特殊的历史和

文化境况，使这种深植于血肉之中的情

感成为诗人们的共同心声。凌谷的《澳

门情怀之海边小巷》写出热爱澳门的心

曲：“……两旁的窗叶半闭/安静如两行

对仗的格律诗/工整地吃掉了我/没有

动词的往事/炊烟叫黄昏进入了唐朝/

冷月独自在秦代等我／那段被我带到

小巷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卡在我的喉

咙/像一根鱼刺/跟我的理想一同软化/

落霞不飞/自是有人在历史的一方/思

恋着这段多情的/石卵路/或是一只孤

鹜/未被忘怀/船桅上面就是天空/人生

的尽头就是码头/小巷外面就是大海/

大海翻滚着的霞光/自然不是/刚才没

喝完的罗宋汤”。一条小巷，寻常生活，

徐徐展开两个世界，一个是历史风云，

一个是诗人内心，内宇宙与历史的时空

互相呼应，让葡式小巷充盈多元文化斑

斓色调，分外迷人。吕志鹏的《想乡》抒

发了浓烈乡愁：“扭开一瓶家乡水/走出

来的并非潘多拉而是啄木鸟/就是它用

最迅速的姿势/逐颗啄下五千星子/令

回忆耀眼而刺痛/就在那雾霭里/凤凰

木已熊熊燃放/采茶女把歌声远扬/在

田垄在阡陌/已经模糊/在一带翡翠的

竹林里/有着从前的足迹/忽隐忽现/看

来还没有全被时间遗弃/在这昂首成就

了高攀的优越感/此刻/远处的心旗被

炊烟吹起/在哗啦作响中/影亦随风翩

翩而舞/关不住的门/总有/关不住的人

情……”情之所系，远山近水，诗人无法

割舍的乡愁，恰是这座滨海之城与内地

千山万水间无法分隔的联系。在这个世

界上，暴力制造仇恨与分离，诗歌呼唤

友爱与相知。在充满暴力和贪欲的世

界，诗歌无法阻止所有的罪恶，但诗人

所传达的爱和真诚，在任何时候都是人

心与人心之间最近的桥。诗人邢悦写给

母亲的《你去看，在一个字的拐弯处》：

“我现在给你一首诗的安抚，它沉默/像

我回家时，总是你的欣慰……”诗人黄

文辉的组诗《我的爱人》：“我的爱人/你

以为我只贪恋你/青春的容颜如/五月

莲花的嫩红/却不知，我愿意听你/雨打

秋荷寂夜的/心声潺潺……”都用朴素

真诚的诗句，写出了人间真情的珍贵。

卓玛的《守望 拉萨的女孩儿》以开阔浪

漫的大写意，抒发了内心的深爱：“把阳

光注入白天/把月光洒满长夜/飞过长

天 掠过雪山/拉萨女孩回到拉萨河畔/

经幡漫卷/唱着对佛祖的祈愿/做爱的

守望者……”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心声：

做爱的守望者。

也许自古以来，人心不死，诗歌长

存，就是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是一个“爱

的守望者”。解读澳门诗人的作品，不仅

因为澳门曾经是“七子”之一，有其特殊

的地方性。恰是在阅读中，能感受到真

正诗人所具有的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坚

守诗歌精神。在今天，历史上那些闪耀

着人性光芒的诗歌，依然像燃灯者引领

着我们精神的方向。澳门诗人贺绫声的

《活着》以悲悯之笔，写下了共患难之同

胞深情：“地震专家/不能准确测量四川

悲哀的级数/我要为死者写诗/用别人

拒绝的手/去触摸无数冰冷的手/在中

午的寒冷中//朋友/你们必须活着/虽然

每个废墟都是深渊/虽然你们父母的躯

体装满泪水/痛苦，迫使你们坚强/站在

国家命运里重写黎明/朋友，你们/必须

活着/活着便能看见光/看见天使张开

羽毛……”“5·12”大地震过去10年了，

然而诗歌铭刻了这场地震面前，人性的

光芒与生命的坚强。善与恶，光明与黑

暗，总是相伴而生。诗人坚守善坚守光

明，也就坚信人性向善。这种大慈悲，

大情怀，不仅关心人类，也关心我们这

个地球和与人类同在的万物生灵。太

皮的诗作《搁浅的鲸》正是站在生命的

至高点上：“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一条

寄生鱼/蜗居在你眼睛底下/当你流泪

时，可以给你最及时的慰抚/你需要氧

气，我需要你……”诗人不是概念化的

呼吁环保和爱护濒危动物，而是写出了

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感同身受，休戚与

共。中国人面对今天的世界，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支撑这个理

念，需要大爱之心与博大胸怀。诗人正

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这种大爱之心，

去赞许所有的博大胸怀，也许他只是一

个极其普通的凡人，但有了大爱，有了

胸怀，就与上帝同在，正如诗人姚风的

诗作《上帝》：“在北京飞往旧金山的班

机上/我身边坐着一对美国夫妇/年纪

大约六十来岁/带着一个牙牙学语的中

国男孩/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先是好奇，

起飞时却大哭起来/眼神茫然地在美国

夫妇身上又抓又扯/原来，他是个瞎孩

子//旅途漫长，加上我十分好奇/便和

美国夫妇聊了起来/才知道他们专程来

到中国/就是为了收养这个被遗弃的瞎

孩子/‘为什么选择有生理缺陷的呢？’/

按照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我本能地问

道/‘我们就是要收养这样的孩子，/让

他知道还有人爱他。’//飞机在一万五

千米的蓝天飞行……”读了一遍，我就

记住了这个发生在一万五千米高空的

故事。一对夫妇收养一个瞎孩子，原因

只是“让他知道还有人爱他”。这个故事

让人过目不忘，也许我会一辈子记住这

个故事，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就是那个

给人以爱的凡人！为爱呼唤，为人性的

美好歌唱，诗人是燃灯者，以人性的光

芒引领人们向善向美向上！

祝贺《美丽澳门》出版，祝愿澳门的

诗人写出更多更美的诗篇。

（摘自《美丽澳门》，澳门基金会、中
华文学基金会主编，作家出版社2019
年9月出版）

《老酒馆》写完了，我总算可以歇一

歇。这部剧的主创阵容很强大，刘江导

演擅长现实主义创作，并取得了很高的

成就；演员陈宝国、秦海璐、冯雷、王晓

晨、程昱、刘桦、牛犇、冯恩鹤、巩汉林、曹

可凡、方清平、袁姗姗、石兆琪、白志迪等

等，都是具备真正戏剧功力的演员。

2018年３家卫视黄金档播出了我

十多年前创作的电视剧《闯关东》《家有

九凤》《北风那个吹》和《雪花那个飘》，这

几部剧能在十多年间反复重播，一句话，

就是它耐得住时间的检验。我希望《老

酒馆》也能如此，不求一时火爆荧屏，但

求经得起长久。

我家从爷爷那辈开始闯关东来到大

连，居住在大连的兴隆街。我父亲是开

酒馆的。在这条街上，店铺林立，馆子也

多，东北的“乱炖王”、河南的“豫菜张”、

热河的“肉饼孙”、陕西的“鲜羊汤”……

我父亲是一个仁义、仗义、幽默、智

慧、隐忍、大气的人，是这条街

的主心骨。来我父亲老酒馆的

人，有闯关东的，有当过扒皮客

的，有抬过参的，有山场子水场

子滚过的；有商人、军人、官员、

江洋大盗、清朝遗老、日本人，

苏联士兵，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还有汉奸、伪警察、流氓恶棍。

他们在老酒馆喝过酒，自然会

留下许多故事。我从小就听父

亲讲这些故事，多年以来它一

直吸引着我，那些人物在我脑

海里栩栩如生，不时闪现。

我敬畏历史，我知道创作

一部能留得下来的作品，一定

是要把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真实

的历史人物在创作者心里孕

育培养，慢慢地融汇到自己的

血液里。所以这个题材我一直

没有动笔。直到父亲百年祭的

那一天，我在父亲的坟前对父

亲说：“爹，我要写您，我要写兴

隆街的乡里乡亲，我要把那时的你们传

达给今天的观众。”

《老酒馆》这部作品讲述了上个世纪

初闯关东来的山东人陈怀海，历经磨难，

最后落脚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开酒馆

谋生计，并利用老酒馆结交抗日志士，传

播爱国思想，与殖民者斗争的故事。

它以一个小小的酒馆为舞台，在中

国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上演了一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奇大戏。酒

馆虽小，却激荡历史风云。这里发生的

一个个救国护民的传奇故事，歌颂了中

国人民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英雄情怀，弘扬了中华民族

“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展现了中华

儿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的高尚气节。

在这个老酒馆里，陈怀海和清朝遗

老那正红喝过绝情酒，为伪满洲国绝交；

和伪警察喝过交心酒，一顿大酒把伪警

察喝得起义了；给在大连幽禁的婉容掌

过勺；帮日本平民村田一家人戒过酒；和

老白头喝过默酒；和小晴天喝过分手

酒……这条街的买卖和人，跟老酒馆掌

柜陈怀海的故事挂着蹭着深化着，构成

了一幅北中国的风俗画。

为了写好《老酒馆》，我有自己的想

法。

一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我认

为无论是什么题材，只有作品具备了现

实意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我

们既不能抱着老的戏剧观念孤芳自赏，

更不能无视当代观众更新的审美需求。

《老酒馆》要接天气，接地气，接人气，既

不能高大上，也不能狗血离奇。当然，艺

术创作有两个翅膀，一个是生活的翅膀，

一个是想象的翅膀，但是，雄鹰高飞，它

必须从坚实的大地跃起。

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现在的电视剧

创作犯了一个通病，就是情节的列车在

狂奔，人物却还在始发站。《老酒馆》中陈

怀海这个人物的原形是我父亲，我是怀

着敬畏和仰慕之情来塑造这个人物的。

我把这个小人物放到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里，又有众多的群像烘托，比如生死之交

的五个伙计：三爷的冷峻幽默，老蘑菇的

奸猾和圆滑，半拉子的刚勇，聋子和哑巴

的忠诚。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酒客，构

成了一组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在电视

剧人物创作中，不能平地起高楼，应该是

“众星捧月”。

三是精心锤炼台词。一部剧，台词

是半壁江山。台词应该个性鲜明，是从

心底发出来的声音，充满真情实感，还

要有听觉上的魅力。一句话，浸心入

骨，听而难忘。《老酒馆》的台词经过了

精心锤炼，不仅是陈怀海，其他的人物

也都力求准确生动。再加上一众优秀演

员的再创作，我敢说这部剧一定是一场

台词的盛宴。

（摘自《老酒馆》，高满堂、李洲著，作
家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也许是被人间的烟火味道熏染了太久，也

许是被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庸俗淹没了太久，以

致逐渐遗忘了往昔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冲动与激

情，而《秋水长天——王勃传》这部传记，却带我

走进了一种需要仰视的仪式状态，领略到了那

种可以称之为“崇高”的美学境界，感受到了那

种有信仰、有激情的人生。当然，不同时代人们

的信仰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那种包含激情的

有信仰的人生情态，却是可以超越时空，延展至

今，走进每一个读者内心的。

这种感觉是著者带给我的，是著者个性化

的叙述方式和表达方式带给我的。可以说，《秋

水长天——王勃传》是一部洋溢着热情和才华

的传记作品。著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结

构方式，将《新唐书 王勃传》中仅有数百字的简

短记载，演绎成了洋洋洒洒十数万字的详细史

传，十分不易。

从开篇“看官，你问我生于何年”的传主王

勃自叙，和著者的“旁白”开始，作者就敲明亮响

地建构了传主第一人称自叙，和著者第三人称

评议并置的双重写作视角。这种互文视角不仅

全面溢出了传记写作的藩篱，使之得以在虚构

与写实之间，在历史与当代之间，在事件与内涵

之间穿行、跳切，由多样性的叙事实现超越性的

意义表达，而且赋予读者洞悉传主和著者双重

内心世界的特权。它唤醒了读者对于传记中任

何一个场景的多重认知，暗示出存在于事件表

面之下的潜台词，促使读者寻找并开掘这座巨

大的文字富矿，并因此而得到一个更加丰富而

形象的人物印象。

通过这种双重叙事视角，著者轻松地使他

的传记实现了一种跨越，即没有停留在热闹的

历史事件表面，而是通过对一系列历史碎片的

打捞与拼贴，将焦点集中在了个体生命在时代

波浪翻滚下的内心起伏上，集中在了文学对人

精神空间的拓展上，从而确立了著者鲜明的写

作风格，推进了人物传记写作方式的诗性表达。

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王勃在唐初那个特殊

年代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看到了

他对“立德，立功，立言”之历史使命须臾不敢忘

却的戚戚之心。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生活在

当下的著者那鲜明的思想立意，感受到了他对

王勃那种“男儿本色剑与笔，凌烟阁上著芳名”

之志气的认同，以及对于传主那种直面苦难，不

被黑暗遮蔽，不被痛苦吞噬之诗意人生的赞赏，

当然，还有他对王勃诗歌创作的深度分析和美

学思考。

最重要的是，这种双重视角，使著者得以站在时代制

高点上，以当代视角切入，使传主的人格塑造和胸怀刻画，

具有了穿越时空的性质，让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

个能够与他们生命相关，情意相通，具有精神感应

的王勃。读《王勃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勃的

开放性格和追求自由的志向。他从连接晋陕峡谷

的古道渡口走出，离开慈母严父的教诲，步入帝国

中心长安，随后又跨过山势险峻的蜀州，踏入虢

州，其人生的每一步，都追随着自己的感受、情绪

和心境，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教条和原则，这种选择

使他能够一直引领唐代诗歌发展的脚步，成为“初

唐四杰”之首和一代诗歌的开创者。也正是这种性

格和志向，使他学习诗歌也没有拘囿于一隅，而是

博采各家之长，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的绝句，在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读万卷

书，走万里路“的人文形象和人文精神。

读传记，给人更深刻印象的是王勃的耿介精

神。是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夺”的豪迈，以及“穷且

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孤傲。著者笔下的重点，有

“未尝下情于公侯，屈色于流俗”的长安岁月，更有

“丈夫不纵志于生平，何屈节于名利”的蜀川历练。

不论是19岁因斗鸡檄文被唐高宗赶出王府，还是

24岁因一桩官奴命案被定以死罪，都没有使他堕

入“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伤悼泥潭，而

是升华到了“看山依然是山，看水依然是水”的青云境界。

应该说，是这种传记写作的复调结构，最终成就了这

部著作的独特个性。

我为啥要写《老酒馆》
□高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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