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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晖的《百炼成钢》通过非虚构的实录手法，真实还

原了全国各地钢铁产业一线工人的历史环境、生存状态和

人物命运。作为曾经的时代英雄，他们在产业升级、行业进

化和技术进步面前，退居幕后，坦然面对，在演进中自我扬

弃，发出自己的声音，艺术性地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谁在

说的历史问题。

《百炼成钢》聚焦中国八个地方的传统国有钢铁企业一

线工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境遇的人生样态，以人

物为中心，以时间为支点，以空间为轴线，文本跨度从北京、

河北，到山西和贵州，涉及众多钢铁企业，刻录了一个渐行

渐远的传统钢铁产业工人的群体影像。由石景山、曹妃甸、

迁安、滨河村、秦皇岛等地理名字进行结构连线。这些地方

都曾经或现在是国家的工业基地，集中了历史、文化、交通、

地理资源等特点，孕育了屠学信、高望飞等一代优秀的钢铁

工人。在这里，他们穿着制服，在高炉旁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年华，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命运轨迹。无论

是英雄模范还是普通工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性格和

命运，经历了从辉煌到失落的心路历程。在这种人生起伏

中，他们从纠结、焦虑和彷徨中走出，慢慢变得从容、自信和

淡定。每一个时期落幕后，那些曾经在时代浪潮里起舞的

人，都会带着些许的落寞述说过去的时光，似一壶老酒，浓

香醇美，余味悠长，《百炼成钢》即是如此。

在《百炼成钢》里，无论哪个部分，无论口述者是谁，他

们都表现出坚定从容的平静，不喜不悲。钢铁企业是稳定性

最好的行业之一，但这种稳定性一旦需要重置，不得不在跨

度巨大的技术、体制间艰难转型，阵痛在所难免。作为首都

的特大型钢企，首钢按照疏散非首都功能这一统一部署，从

北京的石景山搬迁至河北省的曹妃甸。正如屠学信在《曹妃

甸》中所说：

“我们一边炼钢一边清炉，炼着钢还喷着火花，这很危

险。谁也不敢去清，就我敢。我清之前，看准炉口的钢花，它

跳跃的密度，还有色彩、高度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会听炉

子的声音，它每次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根据钢花、声音，

知道炉子什么时候会喷火，什么时候不能在下面清了，这需

要精准的判断，每炉钢有六七分钟的时间不会喷，我就可以

去清，我就找到这几分钟，赶紧在炉下干活，如果喷出来，人

就有危险。”

当时的工业生产主要靠工人经验和感觉，标准化水平

和质量控制能力较差，工人的安全保障度不够。今天的人们

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也无法理解工人们之间战友般的生

死情谊。对待工厂和生产线，他们是有感情的，唐朝晖因为

当过工人，所以，他用饱满的感情来写这些可爱的工人们。

曾经的工人就像一个驾驭烈马的骑手，惊险而充满挑战。当

时出不出得来好钢，就是看火焰的功夫，“火眼金睛”的功夫

是练出来的。高炉的性情其实是稳定的，只要你不是一个躁

动的人，“高炉就是一只兽，你温柔地抚摸，兽是温顺的”。面

对生死，他们没有显示出畏惧和怯懦，而是把高炉看做一只

兽，在他们看来，令人生畏的高温炉子也是有生命的。在他

们的意识里，这不是战天斗地，是平凡的日常生活，每日如

此，他们紧张而充实，并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炼钢不仅是职业，更是生命的符号和血液的基因。作为

时代的英雄，他们冲锋陷阵，无私奉献；落幕之后，他们对人

生、对世界有了更深、更透彻的理解和感悟，并表达自己的

冲动。

中国工人无论在计划经济阶段，还是市场经济时期，都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自我革命的精神，自我扬弃，永远成为

社会发展的动力。突破了身份束缚，弃舍了思想的禁锢，因

此自我扬弃也是中国工人的鲜明标志和基因。

《百炼成钢》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没有丝毫的斧凿

痕迹和刻意的艺术精细，文字干净，鲜有微言大义，它的独

创性并不在于艺术形式上的探索，而是时代的隐喻。

《百炼成钢》寓含了唐朝晖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理想，

作品让写作从书斋走向日常，从作家的个体性想象走向群

体性的原生态显露，从宏大叙述走向具体的历史纵深。

哈罗德·布鲁姆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

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被我们

完全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

无睹。”《百炼成钢》带着可感可触的陌生化感觉，带着钢铁

工人的质朴和时代的沧桑走到了读者面前。

《百炼成钢》是工人自己的故事，作品直接使用了第一

人称，对他们来说，这些往事是他们一生的缩影，过滤掉了

琐碎的生活碎片，他们甚至无需使用圆润的语言。置身于行

业历史的富矿中，加以淡定的语调、娓娓道来的述说，将历

史与现实对接，让行业特色、生活方式与新的时代、新的价

值观念碰撞，形成了置身其中的艺术效果和带有浓厚历史

气息的“讲故事”的方式。

《百炼成钢》中的八卷故事既有独特陌生和古朴粗粝的

一面；又有详实丰满、好读耐读的特色。作品在强调时间、人

物和事件的真实的同时，更折射出主观感情和精神的真实，

那种带有个人经验印记、从工人视角出发写出来的真实。八

个地点中的每个故事都不长，大多只有几千字，但这短小的

篇幅却是他们一生的经验整合，浓缩了他们的温润情感、精

神烛照和审美方式。

中国工人与中国文化的共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

机和活力。

《百炼成钢》留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国企渐行渐远

的背影。作品的各个口述作者都是钢铁工人，他们经历了企

业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变迁和酸甜苦辣。

钢铁工人的思绪是复杂的，一方面为产业不断升级而感

到骄傲，同时也在往昔荣光的流逝中怅惘。这为散文注入了一

些独特的异质元素。在卷六《长治》里，高望飞自豪地说道：

“我父亲在潞安矿务局当煤矿工人，回村里，大队支书

见了，说，老大哥来了。非常的尊重。父亲穿的衣服上印着

‘潞矿五阳矿’的字，穿着工服，走到村里，‘老高回来了，工

人回来了’。工人是响当当的。”

这是历史的化石，也是时代的剪影。曾经有鲜花，没有

眼泪；有掌声，没有怨愤。

《百炼成钢》扉页引用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中的话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

表述。”因为被表达，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任由被

描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形象是被想象和虚构的。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只能被表述，因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

但是一个多世纪以后，工人的文化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他们可以表达自己。从大工业生产机器上的螺丝

钉，转变为活生生的人，这是中国文化、中国制度带给世界，

带给马克思主义的新维度，也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予以丰

富和发展的新佐证。

《百炼成钢》的大胆尝试是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

回归。更加关注脚下的土地、过往的历史、人性的律动，增强

文化自信，让文学扎根中国的土地，创作出具有民族气质的

文学作品，中国作家的探索值得尊敬！

成都有个诗人叫赵剑锋，他的

诗跟他的名字很是契合，人诗一致，

见字如面，如剑如锋。

能读到剑锋的诗，应该感谢网络

发达。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什么人，

把我拉进了一个微信群：“江湖和文

学”，群名的味道我十分喜欢。后来得

知，赵剑锋就是该群群主，而“骑牛撞

交警”这个微信名也颇值得玩味，骑

着牛去撞交警，这是个棘手而俏皮的

介乎法学和诗学之间的问题。

所以，进一步了解赵剑锋及其

诗歌，便从一种随机阅读变成了认

真思考。而读得越多，这种思考就愈

加生发开去，不可收拾。

写实的观照与思想的返乡

故乡是生命碑墙上一枚坚不可

摧擦拭不去的胎记，只要故乡存在，

人们的乡愁就永远不会泯灭，对故

园的写照也永远不会停息。我对关

于写故乡的文字格外敏感，每次总是凭借这些文字的

温度和质感，完成一次意念中的回乡之旅。随着后来对

赵剑锋诗歌的阅读渐次增多，自然也特别在意他的故

园情怀。比如他的《看见故乡，也看见了悲伤》：

“村头的三口井都塌陷了/一个漏水/一个荒草丛

生/一个里面装置了各式各样的尸体/爷辈的老人们都

走了/坟茔蔓上了荒草/父辈的老人/傻的傻，疯的疯，

死的死/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到城里带孙子去了/儿

时的玩伴散落天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

江山，流水的王/铁打的爱情，流水的爱人/那么铁打的

故乡，流水的是什么呢。”

诗人仅用400余字，描摹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乡，

呈现了诗人心中的荒凉：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落从哪里

来？又会到哪里去？乡村的灵魂能不能复苏？又该到哪

里去寻找归途？

海明威说，“好的作家要写出前人没写过的东西”。

这至少包括两个向度，一是要撇开前人写过的题材，二

是题材与前人相同时，则应超越他们曾经呈现的高度。

而在赵剑锋的诗歌里，我们恰巧看到了这种爬升。就近

几年他的创作范畴来看，尽管都是围绕故乡（乡村）在

书写，但他每每带出的凌厉目光，极尽复古式的攫取认

识事物的尺度，深度言说生命（生活）的本真状态，确实

给了读者一种独特的体验，超出了人们对田园诗歌的

惯有体悟。

我在阅读他的诗时，总感觉他的诗句像一把刀，刀

尖所指之处，破空而行，仿佛能听到刀刃划过空气的冰

裂之声。如《一副棺材空空荡荡的存活在世上》：“黑漆

的棺材/很有耐心/四平八稳地站在那里/等待/像老母

鸡孵蛋一样圈住大地/它知道，主人一来，它就必须跟

主人/一起走，步入伸手不见五指的土里……”图景是

一个乡下老人抚摸自己的棺材，就像抚过自己一生的

命运。诗句的每一个字都是平常的，但这平常的语句集

合在一起，却制造了不寻常的令人深思的场景。再看

《爱笑的跛子》：“跛子见人便笑，白色的口沫紧贴在微

笑的边缘/几十年不曾离去……遇上肥硕的虱子，他会

放进嘴里/‘噼啪’一声响，咀一口，将尸骨未寒的虱子

皮囊/吐到地上，摔个半死/然后满足地笑上两声，恨他

命短。”近似散文化语言的描述极其生动，一个有点傻

有点癫的农民形象呼之欲出。赵剑锋的诗里有很多小

人物，他让这些小人物平中见奇，一个眼神、一个转身，

举手投足间似乎都具有了某种隐喻。

“火匣子”在很多地方叫法不一样，是小孩子夭折

后，装在一个小木匣里放在野外山崖下的风俗。长年累

月，蜜蜂就会采蜜后在匣子里酿蜜。《蜂蜜有毒》写的是

一个半疯的老伯，经常到火匣子去偷食蜂蜜：“他掏出

大把大把的蜂蜜/对着夕阳一口一口地吮吸/这是他一

个人的幸福时光/有时，一不小心/会吃到半截小指头/

他从嘴里取出来/摊在手里，端详/盯着那半截小指头/

好像两只手在抢食”。诗人吕历曾说过：“读赵剑锋的

诗，心惊肉跳”。

这也是赵剑锋诗歌的某种特色。往往由平和、诚

恳、庸常而起，深邃、节制、动容而收。真实得让人恍惚，

沉重得让人窒息，灵动得让人心酸。他的乡土诗歌往往

“从低处起笔，细处着眼，疼处下手”。在缓慢的叙述中

行进，精妙出彩就在最后一两句，将遥远的眺望般的人

和事瞬间拉近，犹如特写镜头直抵眼前，托出鲜明的主

题，成为思想的绝杀。

对诗歌和文字的坚守

赵剑锋戏称自己：“男性公民，城市庶人，无门

无派，栖身文字内，行走江湖外，两个半公司掌门

人。”他的幽默感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从大巴山

走出来的汉子，在笑看风云的闲淡中，却坚守着一份

对诗歌的执著。

诗歌是感官经验、生命情绪与健全心智相遇所产

生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僵硬的观念模式的推演，哪怕是

“正确的观念”。一切都依赖于诗句的机巧与智慧，才能

提升诗歌的辨识度和传播力。赵剑锋对此十分用心。

“父亲翻地的模样特别认真/像在替母亲寻找一枚丢失

久远的绣花针”，“他突然变得落寞/好比一个被篡了位

的皇上/惶恐不安，而又无能为力”……在狭窄的文字

空间里，他精心塑造着诗歌的外型与内核。他把乡村的

肌理一条一条切解开来，让读者看见隐藏在土地深处

的光辉与色泽。

我曾调侃赵剑锋是个杀猪匠，因为他挥舞文字的

时候，会让人想到他是在挥着一把杀猪刀，“像钉子般

锥人，又像锤子般有力”。甚至，他把“用剪刀剪断脐带/

我们兄妹三人成为刀下活口”的母亲，也称为“刀客”。

他给了母亲这把“刀”辽阔无边的空间，母亲以刀客的

秉性与天地争斗，靠“刀”维系了一个家庭的生存。在艰

辛苦涩的抗争中，刀是活路，是希望，锋利而坚韧。我感

觉在中国诗歌史上，把母亲比作刀的，赵剑锋应是第一

人。抑或也可以说，他以自己独特的“剑锋”，勾勒出了

不一样的诗歌。

这正是赵剑锋诗作带给我的快感与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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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是一种独特的文体，

庞白认为：“散文诗不是散文和诗

的混合，否则散文诗的存在就没

有意义了。散文诗是对被分行印

象化的诗歌从呈现形式上的解放，是诗歌的另一种

呈现方式，而不是散文的——哪怕呈现形式上相

似。”“诗是干净、简洁、沉静、悲愤、浓郁、缠绵、决绝

的存在。诗人的责任是把世间复杂的事情（或感受），

用直接、简洁、准确的语言呈现出来。”

《唯有山川可以告诉》是庞白最新的一本散文诗

集，他以这部散文集，印证了他的诗观。这部作品集，

以散文诗的方式书写广西，但其所写远不限于广西。

他表达的是个体生命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世界

复杂性之中，人类与大自然相依相存的人文精神。

一是审美主客体的淡化与融合。在阅读庞白这

部散文诗集时，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作为审美主体的

作者和作为自然存在的审美客体，而进入物我两忘

的状态。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没将自己作为主体，而只

是山川河流的眼睛，看到的，忘记和不能忘记的，都

是天地间的存在——消失或者重返，都自然而然发

生。书写者只是替山川代言，讲出它们的存在——他

几乎把所有情绪和形容都埋藏到文字下面了，看不

到，但可以感觉到。

“我曾怀抱一座荒城来到河边，在万物更替中，

拆其城墙，掘其根基，将砖头，逐一填进无边黄

昏。//当拨弄完泥土，清扫干净脚印后，我听到松涛

阵阵，有风从背后吹来。//几头老牛，正缓缓走过山

坳。来路上那些云彩，仍一动不动，挂在空中。”（《遥

想句町国》）句町古国，是秦汉之前的部落联盟，在中

国历史上存在过400多年，其管辖范围在今滇桂黔

高原的结合部，与楼兰古国、夜郎古国并称中国“三

大神秘古国”，都曾强盛一时，均又突然消失。如何

表现这样的题材，实在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作

者却绕开历史，直接进入时间的演变和幻化，进入文

学的境地。“我”是谁呢？可能是我，可能是你，可能

谁也不是。而这“我”与句町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

系，谁能说没有关系？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自然

而新颖的写法。

又如写花山壁画：“一只鹧鸪，仍然保持与

生俱来的焦急和冷静，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

树。//它在高于江水的树梢上，不合时宜地呼唤

春秋。//鹧鸪望着峭崖上各种土红色的人像发

呆。”（《花山·壁画》）体现远古壮族审美情趣和

高超艺术水准的花山壁画，是广西最具代表性

的文化符号之一，长期以来，其主题都是一团

谜。而鹧鸪在中国文学中，极易勾起旅途艰险的

联想和满腔的离愁别绪。以鹧鸪的视角，穿越历

史，映照流逝的时间之水，一种沧桑、神秘、“逝

者如斯夫”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个时候，花山上，

壁画、鹧鸪、人、草、树，山上飘过的一片云，山下

流过的一江水，谁是主体，谁是客体呢？大家平

等，生死与共。这样的写作，淡化视角高低，淡化

文字切入的角度，淡化了写作者，让读者从一开

始就忘记主体客体。

二是郁积浓厚的忧患意识和阔大视野。散

文诗由于篇幅短小，很容易误入“风花雪月”之

途，状写眼前的“美好”或者“惆怅”，小情小调；

而庞白的散文诗短小之篇幅反映阔大之内容，

呈现出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对世界的深切关注。

他的《漓水之上，凌波微步，九马画山》，让我们

看到光阴的迅捷；他的《黄姚一梦》，让我们看到

时间的停滞和不动声色；他的《返回江头村》写现代

文明背景中，与一条老村子相遇，月亮和露水以及鱼

儿打水的声音，也能泛起我们对爱的重新审视。

庞白的散文诗，不论是写山、写水、写人、写物，

均不沉溺在表面上的唯美和对物象表面的光影捕

捉，而是注重还原生活的真实，置身于天地世界。其

字里行间，虽然不直接状写，但对命运不公，对生态

平衡的痛心，对古迹风采的留恋，对现代化对于传统

文化的“侵略”心存隐忧等，清晰可见。他善于把形而

下的物事进行形而上的思索，对生活、生命和世界，

有着鲜明的态度。这样，使散文诗这一世人眼里小情

小调的文体，有了不同的意味。

三是注重艺术品味的营造。首先是节奏与韵律。

“有忍让，有溺爱，有信仰。幻想中无数哀歌复活，黑

暗里青春泛滥无边。//生命拉紧黑暗的缰绳，缰绳洋

溢明亮和温暖——//想起来遥远，但是清晰；动荡，

但踏实；与自信无关，但有力量；没有安慰，但饱含荣

耀。//一场灵魂的飞翔从天而降，一辈子，现在只剩

下这短短一缕。”（《在一缕茶香中，相忘于江湖》）庞

白通过行文的快与慢营造出抑扬顿挫、长短各异的

节奏，有强烈的音乐美效果。其次是光影与留白。《唯

有山川可以告诉》的各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

朴实、简练和深刻。他几乎不多用一个字，三言两语，

便勾画出一个作者眼中的世界。再如《程阳寨里有一

扇起伏的旧窗》中有句：“我的世界，在这个夜晚，只

是程阳寨里一扇合不拢的旧窗。//旧窗上的破玻璃，

泛着起伏不定的光。”此句读罢，程阳寨是什么样子，

有哪些历史，在一缕起伏不定的光面前，还重要吗？

而人在历史面前，在时间面前，又会如何？光影中的

庄严，也是庞白散文诗的特点。这一点可能是更难呈

现的艺术特色。面对一晃而过的时光，生命的庄重置

于何处？这难道不是文学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吗？

《文人墨色——近现代文人书法》

是“海上题襟”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主

编王立翔在丛书序言中写道：“以题襟

喻指抒怀，确属巧妙而极有意味的一

个文词。”由此可见，“海上题襟”系列

丛书是抒怀类读本，是当代文人基于

历史、思想、知识的生命感受。

《文人墨色——近现代文人书法》

的抒怀，是对文人墨色的体察与阐扬。

此书的主要靶向是近现代文人，

另外是近现代文人书法。

近现代文人，从清末民初的曾国

藩、蒋式芬、王国维、梁启超，到鲁迅兄

弟、马一浮、沈尹默、陈寅恪，再到当代

的沈从文、周退密、黄永厚、董桥等，都

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标志性文人代表。

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先器识而

后文艺”的。是时代精英，文化翘楚。

同时，他们都有一副精湛的笔墨，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世人皆知。

文人书法是本书的第二个靶向。值得一说的是，文中所选的文人书法，

都是作者深思熟虑后选择的，它具备文人书法“先文后书”、“文墨兼优”的特

征，也具备捡拾书法传统的笔墨基础。因此，张瑞田告诉我们，不能将当代

人视域中的名人书法与文人书法混淆，这是缺乏书法史常识的表现，也是自

身认知能力的局限。张瑞田讲文人书法，实质指明了“文人书法就是中国书

法的本质”。

《文人墨色——近现代文人书法》甄选的文人书法定格在尺牍，这是文人

生活的组成部分。尺牍形制的书法，是古代文人与文人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

的沟通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体现每一位书写者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

文人之间的沟通，尺牍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有世俗功能，兼具审美意

义。古代文人受礼教影响，其个人修养，常在尺牍中表现出来。古雅的文辞

与层次分明的格式，最能代表文人之间的潜藏密语。常态化的书法作品，抄

录名家诗文或圣贤警句，尺牍则不然，它在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涌动着真情

实感，讲真心话，叙挚友情。鲁迅谈尺牍的功能时说道：“因为一个人的言

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

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别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

有出路……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清晰

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因此，尺牍更能代表一个文人的真

相，文人书法的真相，以及一个时代的真相。

张瑞田关心近现代文人书法，眼光独到。在《董桥谈字》一文中，表达了

自己对董桥先生谈字的认知，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如董桥谈翁方纲与刘

墉对话，彼此强调各自书法优缺短长的掌故，张瑞田认为，董桥先生对书法

史的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又如董桥谈胡适、台静农的书法，张瑞田也是有

理有据地指出了董桥的不足。

“对文人书法的记忆，体现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寻找文人书法的前

途，也是对当代文人的维护。”无疑，这是作者张瑞田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

当下文人、书法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人墨色——近现代文人书法》印制精美，小巧玲珑。不足处存在别

字和落字的现象。另外，书中的行文具备很好的文人笔调，却缺少史家的笔

致。细微处，还需要作者谨慎推敲。

■品 鉴 文人墨色与文人抒怀
——读《文人墨色——近现代文人书法》有感

□柯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