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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人致悼词……金敬迈

是个独特的人物，走在特殊时期，有着不同一般的

告别仪式。

前来告别的人很少，按有关部门的规定，仅限

15人。但规格很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和广东省有关方

面的领导，以及中国作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

东省作协、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广东省军区

等单位和个人，都送来了花圈。此刻——2020年 3

月19日上午10时，一生奔波劳碌的金敬迈，躺在绢

花丛中，显得格外慈祥和从容。

我和金敬迈——唉，还是叫他老迈吧！他母亲

这样叫他，他的儿孙这样叫他，很多与他有点交情

的朋友也这样叫他。突然称他的尊姓大名，反而显

得生分了。我和老迈相识于1980年前后，当时“文

革”刚结束，省作协刚恢复活动，他是省作协小说创

作委员会的主任，我是联络员。其时，文学园地凋

零，普及文学常识，肃清“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唤

起千千万万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加入到创作队

伍中来，是省作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我陪他到了佛

山、普宁、韶关、汕头等地，一路鼓与呼。在普宁，他

介绍了他的创作经验：“我没读过大学，但当过话剧

演员。凡写完初稿，我一定要以舞台上念台词的节

奏，将稿子高声朗诵一遍。读得流畅，说明文字语言

流畅；读出情绪，说明细节情节有感染力。”我没读

过大学，也曾在潮剧团待过，依他的教导实践了，效

果果然不错。从此采用了这种创作方法。在韶关，针

对有些人嘲讽工农干部“土”，他义愤填膺：“身子有

虱子的领袖，身子有虱子的将领，不会变坏，不会变

修，不会亡国！”慷慨陈辞，振人心魄！我们共产党

人，本来就是从“土”里走出来的呀。

他很热情，富有激情，办事十分严谨，帮人无

数。“文革”中，他遭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但拨乱反

正后经过一番努力，他的政治名誉和待遇得到解

决。于是，许多受到迫害的人，都以为他有什么门路

或后台，纷纷找上门来。其中，有要求恢复党籍职务

的，有要求解决工资工龄的，有要求回城解决住房

的，有要求解决子女的工作安排的，甚至有“文革”

中老干部的离婚案件也要他出面调停……他最受

不了人家泪

眼汪汪的恳

求，也不管什

么门路或后

台，凭着自己

在文学界几

十年的威望，

说破嘴皮，磨

破脚皮，写秃

笔尖，硬是帮助许许多多受极左路线迫害过的人得

以平反昭雪，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老迈深知他生命的价值所在：“是文学使我活

得更像一个人！”他未及30岁便完成《欧阳海之歌》，

该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印再印，印数超过

3000万册，几近空前绝后。“文革”结束后，在传播文

学种子的同时，他身先士卒，笔耕不辍。1985年前

后，他和我，以及陈定兴、黄培亮、卢一基、陈中秋

等，就多次深入粤北山区，采写重构国民经济的重

大事件，在《羊城晚报》《作品》等报刊发表了《救救

英德红茶》《县委书记李培秋》等报告文学作品。针

对汕头经济特区起步较慢、发展滞后的情况，他和

我，以及当时汕头群艺馆馆长许实铭，一起采写了

《特区大农业》《特区司令官》等系列专题报告文学

作品。1990年初，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好大的月亮好

大的天》横空出世，血泪凝成的文字，既是对“四人

帮”祸国殃民的控诉，又是对那段特殊岁月的深刻

反思。作为一名战士，他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

命，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终于把那场自卫反击战的

真实场面搬上银幕，创作出电影《铁甲008》。2003年

春，非典袭击广东，金敬迈和广东作家一道，无畏地

走向感染病区，直面死亡的威胁，为抗“非”英雄画像，

写下了《好人邓练贤》。2004年初夏，省作协组织作

家前往山区云浮市开展文化扶贫活动，已经74岁的

老迈身先士卒，承担了全景式采写云浮人奋斗脱贫

的大型报告文学《朴朴实实云浮人》……他一生著

作等身，所获荣誉就连他儿子至今也无法数清。我

只记得其中一项：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仅

此一项，已证明他在中国、在广东的巨大文学贡献。

老迈一生贫寒，先有母亲需要赡养，后有身患

绝症的妻子需要医护，还有工作不稳定的子女要不

时给予接济。但他从来就淡泊金钱，不计得失。《欧

阳海之歌》第一版，他获得他一生中最大的一笔稿

费2900多元。其时，这笔巨款足可在广州购置一座

小楼，但他把这笔钱悉数当作党费上缴。1985年前

后，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在异国他

乡，他和全体成员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品质，省吃

俭用，结果，组织上给予代表团的零用钱仅用去不

到一半。回国之后，经与全体成员商定，他将剩余零

用钱悉数交还组织。这在当时的作家圈里传为佳话。

1990年前后，有美国媒体获知他珍藏有他与毛主席、

周总理等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提出

巨资购买，被他断然拒绝。就在四天前的15日下午7

时左右，他的儿子金东通过微信向省作协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张培忠报告他逝世的消息。张培忠第一

时间代表省作协和全省文学界对金老的去世表示深

切哀悼，对金东及其他家属表示亲切慰问.金东郑重

其事地告知：依照金敬迈的遗愿，他生前的手稿照片

一应资料全部无偿捐献给正在建设的广东文学馆。

老迈赤胆忠心、爱憎分明、淡泊名利，不断以其言行

诠释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员作家的本

色，是广大作家学习践行的楷模。

他活着，我的收获最大；他走了，我的损失更

大。1995年初，我的长篇传记文学《庄世平传》在汕

头召开创作座谈会，他亲临现场，既指出写作上的

得失，更慷慨激昂地赞扬一代爱国侨领庄世平以及

千千万万爱国华侨对于新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重

大贡献。1996年秋，我到家乡普宁市挂职担任市委

常委，他多次前往，教我如何为官为人。1997年初，

我的长篇小说《东方玛利亚》在普宁举行研讨会，他

亲临大会历数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称赞这部小

说是我“里程碑式的作品”。《东方玛利亚》发行仅一

个月，就又再版发行。2002年夏天，我当选为省作协

副主席，几乎每有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只要有他参

与，几乎一呼百应，功德圆满。平时小至作者之间的

纠纷、申请入会，大至作者的作品出版发表、评奖评

职称，他都找上门来，仗义执言，比自己的事情还着

急。他是我家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常在我的居

室随意走动，末了自个带上一点烟茶酒，然后连一

句“走了”也不说就离开。每次我打开家门，看着他

的背影对他说：“以后有事就到办公室聊。”他却连

搭理一声都不理！嘴上这么说，他还未进入电梯，我

们已经在期待他下一次的到来。他带给我，还有我

妻子儿子的，是欢笑，是教诲，是豁达，是爽朗！

如今斯人已逝，笑声已成绝响。老迈呀，咱们阴

阳相约，但求梦中再聚，再求来世再聚！

老迈呀，你一路走好！

我尊敬的老兄、诗人刘章突然于2月20

日走了。他走得太仓促，又时处于抗疫交通管

制的特殊时期，连去为他送一程都受到了限

制，这使我们和天南地北的刘章粉丝们更难

按捺心中的悲情，于是纷纷写诗著文以悼念。

翻出刘兄大小诗集散文集，和前几年由线装

书局出版的11卷的《刘章集》，读其书，思其

人，慨叹其不同寻常的一生。

刘章是燕山之子。他于1939年降生于承

德兴隆的山村上庄，成为一个贫苦农家的“老

五”。三四岁上，他就和哥哥姐姐在房前小平

台上看守“消息树”，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开会

站岗放哨，也多次随母亲爬山钻洞躲避日本

鬼子围山“清剿”，几次险些死在敌人的刺刀

下。有一次与鬼子们碰了头，无法再躲，小刘

章便主动哀告：“放过我们吧，我们还都是孩

子！”侥幸逃过。事后有人夸他人小胆大，将来

一定有出息。6岁时，鬼子强行烧房迁民，小刘章便随父母被赶到“人圈”里，经受着食

不果腹、衣不遮体的饥寒煎熬。可以说，刘章从小就在刀尖上滚过，又在苦水中泡大。

他爱帮助父母干活，更爱读书学习，爱听哥哥姐姐唱的歌谣和《呼延庆打擂》等故事，

从小就萌生出一颗朦胧的诗心。1956年在兴隆中学读初中时就开始练习写作，后被

县里保送到承德一中读高中。他在地区报纸上发表了新诗《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又

在《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发表了诗作。但后来赶上“反右”运动，刘章遭受了第一次政

治打击，于是春节寒假后在家孝母，自请退学，学校发去了一张肄业证书。1958年开始

“大跃进”，全国掀起了新民歌运动，他卷入那种热潮中，当年10月在《诗刊》发表了《日

出唱到太阳落——新民歌二十首》，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1959年便出版第一部民

歌体诗集《燕山歌》，1962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刘章被看成一位青年人才，几度被安排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又曾在小学代课。“四

清”运动来了，他被派下去包村近一年。此后在政治运动中几经磨难。1971年当村支

书。1973年，他的第二诗集《映山红》出版，省和地、县借调他次数日多，便辞了职。

1975年他脱产到兴隆县文化馆当副馆长，1976年被《诗刊》社借去当编辑，1977年12

月正式调到刚成立的河北省歌舞团写歌词，从此才在省城稳定下来。为了诗歌创作，

他于1982年5月自愿调到石家庄市文联任副主席，直到退休。说起自己的经历和学

历，他自嘲说：我是“晚稻田大学毕业”，那是借用日本早稻田大学之名化用的一句戏

言。上庄的山山水水和风土文化造就了他，使他能够忍耐也敢于斗争、敢于拼搏，也能

不断超越自己进行艺术创新。

刘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经历时说，“上庄，是我永远的根”，“童年是

一笔财富”，大风大浪是“一本大书”。他也说，过去的喜是美的，悲也是美的。他经历的

悲悲喜喜都成为他创作的宝库。

刘章的诗起步于乡村，最得心应手的也是农村题材。《一个共产党员的碑文》，是

真人真事的诗化表达。《北山恋》荣获1979-1980年首届中青年新诗奖。诗歌《在牧场

上》这样写道：“花半山/草半山/白云半山羊半山/挤得鸟儿飞上天//羊儿肥/草儿鲜/羊

吃青草如雨响/轻轻移动一团烟……”此诗是刘章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传播甚为广远。

他喜欢燕山丛中的花草树木和鸟雀，曾写出《杜鹃枝上月三更》描写啼血的杜鹃

鸟：“多少爱/尽在悲歌中/一声复一声/夜深难尽情……歌停时/明月正三更”“从枝头

掉到地上/疲惫地半睡半醒/啼血滴入了土层/笑看着杜鹃花红……”这些诗句沉重而

苍浑，但他最后说：“我是一只杜鹃儿啊/我歌唱/用我的生命！”这又是多么悲壮、阳

刚。刘章炼字炼意，一丝不苟。他说自己经常为一首诗中的一句或一个字，夜晚几次开

灯，“直至筋疲力尽”，那么他自喻杜鹃啼血就是他的真切体验、灵魂入境了。

刘章一生写出了2000多首诗和数百篇散文随笔、文论。他说自己的追求是“让新

诗有旧体诗的韵味，让诗词有新诗的生命元素”，这便是刘章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

诗艺观。他从1965年开始试写旧体诗，1978年曾经废寝忘食地攻读古典诗词。他崇

拜唐宋大家李杜苏辛，也敬仰当代贺敬之、艾青、臧克家、阮章竞、李季、田间等革命诗

歌大家。他在民歌、新诗和旧体诗的结合上成为一代楷模。如《山行》：“秋日寻诗去，山

深石径斜。独行无向导，一路问黄花。”此诗已经广泛流传40多年，被引用、朗诵已是

不计其数，可谓旧体诗词与新诗结合的经典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人说刘章是农民诗人，我与张书亭在《当代人》著文，表

明不宜再称刘章是农民诗人，得到了广泛赞同。刘章的诗体创建具有重要的文体意义

和美学价值，终于无可争辩地自成一体、自为一家。在他大批精致而能够传开的精品力

作中，多有如前提到的炉火纯青的传世杰作。他的农村情结和燕山乡间生活与他的文

人品格形成了上世纪以来中国诗坛的“刘章现象”，也几次掀起过“刘章热”。贺敬之、柯

岩夫妇和臧克家、李瑛、高占祥、郑伯农等长期地关心刘章，既是因为刘章为人真诚且吃

苦太多，身体多病，更是因为他在诗艺上的大胆开拓、成就显著。

刘章兄已去，诗魂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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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九叶”诗人唐湜先生诞辰100周年，

纵观唐湜先生的一生，是曲折、颠簸的一生。他

1952年赴北京教书，后入中国剧协参加《戏剧报》

的工作，是他人生大喜大悲的开始，他在北京与许

多文化名家有过亲密交往，但到了1957年被定为

“右派”押送到了黑龙江劳改……旧历年前，我与

唐湜先生的儿子唐彦中到北京拜访了几位他的诗

友或诗友子女，既是为了寻找唐湜先生的文稿、书

信等，也想听听他们记忆中的唐湜先生，从而进

一步认识这位诗人的人生和成就。

金黄的树叶垂挂在红褐色的围墙上，在风中

飒飒作响。我们来到清华大学荷清苑，拜访99岁

高龄的诗人郑敏先生。唐湜与郑敏都属于“九叶”

诗派，另外还有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杜运

燮、穆旦和袁可嘉，“九叶”诗派形成于20世纪40

年代，代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

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郑敏先生是“九叶”派中惟一健在的、创作生命最长

的诗人，是中国诗坛的一棵世纪之树。

郑敏先生的女儿童蔚给我们开了门，老人家苍

颜华发，身穿大红羽绒服，坐在沙发椅上慈祥地微

笑，身后的柜子上摆放着她丈夫童诗白的遗像，童先

生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属于“创系”的专家。

1939年，19岁的郑敏考进了西南联大，写下了

第一首诗歌《晚会》，此后便一直笔耕不辍。1949年

5月，29岁的唐湜在温州为在美国留学的郑敏写下

了评论《郑敏静夜里的祈祷》，他评论联大的三位诗

人：“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

厚，也最丰富。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雨前历史性的宁

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

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

面……丰富、跳跃，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

郑敏先生回忆，1979年中国文学的空气开始

回暖，使得诗人们也活跃起来，那一年，“九叶”诗人

第一次聚会，地点选在曹辛之家中，那次是郑敏和唐

湜第一次相见。1980年，“九叶”诗人第二次聚会，是

在陈敬容家里，他们共同讨论出版一本诗歌合集，取

什么书名大家各抒己见，辛笛说：“我们九个人，总不

能称自己为九朵花吧？”后来商定为《九叶集》，袁可

嘉为诗集写序，唐湜和陈敬容对序言进行加工和补

充。《九叶集》于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

郑敏先生说：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诗歌落后于

世界潮流，我们那时都还年轻，怀着一颗跳荡的诗

心，大家都在写诗，也读彼此的诗，大家诗的风格和

对诗的观点接近，又都比较了解外国文学，而且明

显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大家的心愿都是好的，在

创作中继承民族诗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技法。

当时创作的处境很不容易，我们慢慢地往前走，比

较困难，但还是坚决地走下去，让我们的诗歌靠近

或跟上世界潮流。唐湜先生的文字一向很考究，创

作的经验比较多，把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合

得好，有“新古典主义”的意味，在十四行诗创作上，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我们的创作一直在路上，始终

尝试着往前走。一个国家，不仅自然科学要跟上世

界潮流，人文科学也要跟上世界潮流，不要认为自

己有古典文化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能忽略中国古代

优秀诗歌的传统、忽略汉语诗歌的特点。

告辞的时候，郑敏先生留我们吃饭，我们被她

的热情与可爱逗笑了，老人家亲切、温和、谦逊，将

毕生精力奉献给她热爱的文学事业，为我们打开了

一条明亮而美好的精神通道。

“九叶”诗人陈敬容先生的大女儿沙灵娜是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我们头顶暖暖的阳光，来到她位于海

淀区西苑的寓所。现年78岁的沙灵娜脸色红润，一头

银发，她的丈夫陈振寰也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陪同

我们一起，在那充满西式风格的客厅里交谈了起来。

陈敬容先生是现代抒情诗人，“她的诗是人生

遭际和情感发展的纪年”（蓝棣之语），唐湜也曾直

言：“陈敬容先生是我最喜欢的女诗人。”谈起唐湜

先生，沙灵娜说，跟年轻时的唐湜先生见过一面，印

象中那时他长得非常周正。他不仅写诗，在诗歌理

论上也做得很多，写了许多诗评，他写作的那个年

代，古典诗歌理论比较全面，新诗理论不成系统，他

的《意度集》对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

沙灵娜1979年离开北京去读书，后来也极少

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她说，印象中妈妈和唐湜先生

是彼此最亲密的挚友，妈妈比唐先生大3岁，喜欢

叫唐先生“唐胖子”，就像姐弟一样。唐先生特别看

重妈妈的诗歌，写过多篇评论，妈妈的古典文学功

底好，讲究节律，注重用韵。

据唐湜先生的书稿，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

的臧克家先生家中，那是1946年春天，同在的还有

曹辛之。1978年的一个秋日，唐湜、唐祈、曹辛之约

到陈敬容位于北京宣武门西大街16号楼的寓所里

相会，大家开心不已，照相留念，后来唐湜每次赴京

都去看望她。据唐彦中了解，唐湜与陈敬容在晚年

时书信来往频繁,1989年10月20日，她给唐湜的

信中说：“精神极差，晚间很早就得上床睡觉……”

这也许是陈敬容写下的最后一封信，18天后的11

月8日，她因患肺炎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2

岁。唐湜先生听到消息后写下：“她这一生可经历了

多少个悲剧，尝过了多少爱的与生命的苦果，也经

历过多少年诗的艺术的悲剧。”

拜访章燕教授之前，我读过她主编的《郑敏文

集》和关于辛笛、穆旦诗歌的论文。她的父亲屠岸先

生是唐湜先生的好友，她受父亲影响，从事英美文

学、西方文论方面的研究，她还是郑敏先生的学生。

章燕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一见面，我们直

奔主题。她说：父亲在《生不逢时——屠岸自述》一

书中，有专门一个章节写他与唐湜先生的交往。

2003年，唐湜先生的两卷本诗歌集经父亲的手，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父亲还写了一个序，引用莎

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小精灵丽儿的歌“他的一切

都没有腐朽，只是遭受了大海的变易，化成了富丽

新奇的东西”，象征唐湜的诗歌创作，并提出这是

“唐湜现象”的终极含义。2003年11月，赴温州参加

唐湜先生诗歌创作研讨会当晚，父亲到了唐湜先生

家里，与唐先生及夫人深谈。可见他们相交很深。

章燕教授说父亲是通过作家李诃介绍认识唐

湜先生的。年轻时的唐湜血气方刚，向往革命，1938

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西安的监狱里，与李诃成

了狱友，后来都获得释放。1954年，唐湜经李诃介

绍到《戏剧报》工作。从1954年到1957年，屠岸与

唐湜先生是同事、诗友，又同住在北京芳草地，成了

邻居，特别谈得来，对诗很有话题。屠岸因为唐湜先

生被打成“右派”而特别内疚，因为唐先生被定为

“极右”的三篇文章，都是屠岸发表的。

唐彦中接了话题说：父亲1961年像一只倦飞

的鸟儿回到温州，靠变卖家产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翌年经人介绍，到“永昆”任临时编剧，开始“江湖生

涯”，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在剧团也不能待了，

又经人介绍到温州房管局下面的建筑公司做粗活，

拌水泥、搬东西、拉板车等。1977年,他的“问题”得

到了改正，终于迎来了夕阳一般的日子。

章燕说：父亲每次说到唐湜先生就会激动，说

他在如此逆境中一直没有放下诗笔，大量的重要诗

歌都完成在困厄之中，他的诗并没有悲情的元素，

而是把深沉的忧患意识化为对生活的灵光，让人敬

佩。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偶尔回家，会见到来

北京开会的唐先生到家里来，还给我们带来温州的

豆腐干，是南方的小豆腐干，薄薄的，香香的，留给

我挺深的印象。父亲曾撰文：“唐湜的所有的痛苦、

悲凄、怨愤、焦虑和郁结，都经过了过滤，发生了嬗

变，实现了纯化，因而升华为欢乐、温煦、缱绻、梦

幻、宏伟和壮烈！”这就是“唐湜现象”的独特之处。

与友追忆唐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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