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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于发声 、
耻于招摇﹄的韦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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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其麟

韦其麟是我年轻时就非常敬重的壮族诗人。记得 1978 年我读
大学的时代，在洪子诚教授所开设的“当代文学”课程中，就听到对
韦其麟及其《百鸟衣》的高度评价。
《百鸟衣》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文学特别是壮族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因此，我拜读了《百鸟
衣》，
还读了好几部韦其麟的叙事长诗，
如《凤凰歌》等等。最近为参
加在南宁举办的
“《韦其麟研究》首发仪式暨韦其麟创作研讨会”
，
又
在家乡北海图书馆借来他的作品，
读了他的散文诗《童心集》和短诗
集《含羞草》。韦其麟的文学贡献，表现为对民间故事的敏锐与采
撷、对本民族诗学禀赋的传承和浪漫主义的诗意想象，更是体现在
他那融入了个人理想和情感境界的艺术创造，
以及作为一位壮族诗
人所独有的语言、
修辞神采。
韦其麟所建树的文学成就和所获得的声望荣誉，与他淡泊名
利、为人低调的行事风格相互辉映。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或因此更使他的人品与文品赢得敬重。这次的研讨会，韦其麟委
婉地谢绝了与会的邀请，这倒是在我意料之外的。也许是因为年
事已高，更或许是因为其谦虚本色。记得他以前就曾说过，作家不
到场，更利于研究者和读者直言不讳。这次到南宁，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与专程从昆明赶
来与会的诗人晓雪、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以及《韦其麟研究》编撰者钟世华一起去看他。
一路上，忽然想起了他的那首《擎天树》“
：高高地耸入云霄，
/为什么树冠这么小？/——把阳
光雨露/让给身边的灌木小草。”还有那首《含羞草》：
“ 因为含羞，
/有人说，这是弱草。/不！
无论土地多么贫瘠，
/也长得叶茂花娇。/默默地，给大地献一片翠绿，
/耻于在风中招摇。”我
似乎顿悟：这就是韦其麟的“夫子自道”呀。现当代诗歌我读得不多，但有一点“喜欢”的原
则是“顽固”的——我固然赞赏那些宏阔的言之煌煌的诗句，也佩服那些豪迈的一泻千里的
篇章，但我认为，不可小觑那些看似默默于一隅，只是偶尔才怯怯地倾吐些许感慨的心灵。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
来吞了。/便是我了！
”
（郭沫若《天狗》
）我喜欢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象，喜欢他要撼动死寂的
时代缄默灵魂的激情。而读韦其麟的诗，难道不也令人敬佩吗？他读懂了“泉”的心事与脾
性：
“它那么快乐，
/虽然梦中从没有乘风的巨轮，
/虽然梦中没有破浪的风帆，
/它总是那么快
乐。//它总不喧嚷，
/虽然大海的滔滔里有它的存在，
/虽然长河的滚滚里有它的存在。/它
从来不爱喧嚷。”这“泉”既不同于杜荀鹤的“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也不同于
白居易的“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在韦其麟笔下，
“泉”就是“从来不爱喧嚷”的、
“快乐”
的，就和他笔下的“含羞草”一样，只知道奉献绿，而“耻于在风中招摇”。这种羞于发声、耻
于招摇的文学品格，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渊源以及个人性格痕迹，或也应是文学评论家
们研究的好题目吧。
韦其麟的文学贡献和成就，并不只限于叙事长诗，或者说，并没有止步于奠定了他文学
地位的《百鸟衣》。我不知道研究者是否注意到他在 1987 年出版的散文诗《童心集》。一篇
篇短小的散文诗，几乎就是“我”——一个小女孩——对哥哥乃至整个成人逻辑的质疑。就
像安徒生笔下那个以一句大实话戳破“皇帝新衣”的孩子一样，重新找回了“童心”的韦其
麟，以一个娃娃的稚语，
“挑战”着许多既成的所谓“真理”。这让我想起明末思想家李贽的
《童心说》：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
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
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
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出版于 1987 年的《童心集》，显然是韦其麟经历上世纪 80 年
代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思想与情感获得升华的产物。书里借那个童心难羁的孩子之口，时
不时就要发出质疑。比如你们都膜拜的“英雄树”，哪里有“稔子树”好？每次“我”跑到山坡
上，都是满山的稔子树摇曳着花朵欢迎“我”，而英雄树却居高临下，令人望而生畏！比如你
们都珍惜的“红豆”，为什么只是夸赞它们的美丽？为什么把它们装在那玻璃盒子里只是让
人看？为什么不把它们撒到山坡上，让它们长成披满绿叶、小鸟鸣唱其上的大树？比如你
们为什么眼看着水牛打架，
“嗨吆、嗨吆”欢呼喝彩？让它们静静地回到草地上，亲亲热热地
吃草不好吗？你们为什么眼看着公鸡打架不拉不分，不看着它们啄出了血、叨飞了毛，不善
罢甘休。你讨厌它们好好地一起玩吗？……当然，韦其麟笔下的童稚之问，绝不是简单的
挑战或“抬杠”，它更贴近于童心真实的流露，也更多地呈现为儿童的视角和表达。但这种
“流露”
，没有时代与社会活跃思想的启迪，
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
以上所述，不过是再读韦其麟诗作后一点浅显的读后感而已。本意是想说明韦其麟的
创作及其思想发展，
仍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挖掘。现在，
《韦其麟研究》得以出版，
算是韦其麟研究
的一个新成果。期待有更多的评论家、
学者对韦其麟的创作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麦盖提农民诗集《心中的爱
心中的爱》
》首发
本报讯 近日，
“麦盖提农民诗集《心中的爱》首发仪式暨农民诗人培训活动”在新疆麦
盖提县举行。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名誉主席董立勃、副主席叶尔克西·库尔班拜
克，喀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董成平，喀什地区文联党组书记董万智，
麦盖提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孙永东等主办方代表，以及麦盖提县农民诗人代表参加活动。首发式由新疆文联党组
成员、秘书长熊红久主持。
诗集《心中的爱——来自新疆农民的颂歌》由新疆文联、作协统筹组织，熊红久主编，由
“农民写”和“写农民”两部分组成。在“农民写”部分，邀请以麦盖提县为主的具有一定文学
创作能力的农民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的诗作，收录了 33 位农民诗人的作品。
在“写农民”部分，收集新疆文联“访惠聚”驻村干部近年来创作的歌颂农民、农村、农业的诗
歌作品，反映新疆农民在打赢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动实践中的精神风貌。
在首发式上，
大家谈到，近年来，
新疆文联驻村工作队在圆满完成驻村各项任务的同时，
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发现并培养了农民诗人，从最初的墙报板报到创办《刀郎农民诗刊》，
再到现在公开出版
农民诗集《心中的爱》，不断提升该地区农民诗人的创作信心。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基层
农民诗人的服务培训工作，提高农民诗人的创作水平，
催生出更多更好的诗歌作品。
活动期间，新疆文联、作协还组织了麦盖提农民诗人培训活动，30 余位农民诗人参加培
训。新疆作协副主席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副秘书长艾布分别围绕“如何发现生活中的诗
意”
、
“如何提高诗歌的艺术性”
等问题为农民诗人们授课。农民诗人们就诗歌创作中的感悟
和经验进行了座谈交流。
期间，新疆作协主席团成员一行还赴莎车县孜热甫夏提塔吉克民族乡的四个村参观
考察，走访农民家庭，详细了解脱贫攻坚工作和农民收入情况，并向四个村文化图书室赠
送书籍。
（欣 闻）

马宝山

话从 14 年前说起吧。
人同志的意见告诉老扎，老扎笑了笑说：
“ 感谢这
那时候我们常去扎拉嘎胡先生家，一壶浓浓
位工人同志。你要是像这位工人同志一样关心我，
的茶，茶是云南的滇红。我们兴致勃勃地谈忽必
那就给我换一把椅子吧。”老扎站起来扭扭腰。我
烈、蒙哥和他们的蒙古帝国——扎拉嘎胡正在创
这才发现，他坐的是一条板凳。我拍拍脑袋，立即
作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
给公司办公室打电话，
让搬来一把旧弹簧椅子。
忽然，听说扎主席住院了，心想可能是写作累
《草原雾》经过几个月的修改，交给人民文学
病的吧。我们去内蒙古医院看扎主席，走进病房，
出版社，出版社将题目改为《草原的早晨》做出样
见他倚在床上，津津有味地看一张报纸。我们都站
书。编辑王笠耘、谢明清带着样书到包头开审稿
在他床前了，他也没发现。直到我们叫一声“扎主
会。在听取了一番讨论后，老扎按照大家的意见再
席”
，
他才抬起头，
报纸还拿在手里。
修改，将 50 多万字的小说删去十几万字，再交给
那张报纸是《文艺报》。扎主席说：
“几天前，金
两位编辑带回北京去了。
炳华同志来医院看我，
消息发出来了，
你们看。
”
在特殊年代出版的《草原的早晨》留给作家许
我们接过报纸，详细地看了报道，报纸上写
多遗憾。
到：金炳华书记详细询问了扎拉嘎胡的病情，并代
这个遗憾，
必须弥补。
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对扎拉嘎胡及其亲属表
1982 年，扎拉嘎胡再一次动笔，大动大改，再
示亲切慰问，
希望他安心养病，
早日康复。
把题目恢复成《草原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看完《文艺报》，扎老师拿过去，很仔细地
扎拉嘎胡在新版《草原雾》的后记里写到：我愿意
折起来收好。接着说了对金炳华书记、中国作协感
奉献 1965 年的校样《草原雾》，它是我生活在蒙古
谢的话，
又说起他创作《忽必烈》的事。
族第一代钢铁工程技术人员、工人阶级中的忠实
扎拉嘎胡于 1930 年出生在内蒙古科右前旗
记录，是我家乡史诗般演变的赞歌。我的心灵里装
一个叫斯力很的小村子。科尔沁的冬季很漫长，冬
满了我对自己民族的爱。我的爱多么希望能得到
闲的时候村里人们都喜欢听“乌力格尔”
（用四胡
公认啊！
扎拉嘎胡
伴奏说唱）。小小年纪的扎拉嘎胡总是
躲在大人身后，或是坐在一个角落，津
津有味地听“乌力格尔”。他听过《江格
尔》
《格萨尔》，听过蒙古说书人译成蒙
古语讲的古代故事，以及许许多多的
蒙古民间故事。这些名著和民间故事
在少年扎拉嘎胡的心里扎根，也在他
心田悄然生长文学的
“娜荷芽”
。
扎拉嘎胡绽放的第一朵“娜荷芽”
是《一朵小红花》，1952 年 4 月 25 日发
表在《内蒙古日报》上。扎拉嘎胡 1947
年参加革命，
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
革运动。
处女作就是写这时候出现的新
左起：哈斯乌拉、冯牧、扎拉嘎胡
左起：陈忠实、扎拉嘎胡、邵燕祥、从维熙、查干
人新事。扎老说：
“五十年代初，我开始
创作，
涌到笔下的全是蒙古族的新生活、新人物，
以
论家表示，小说的历史深度、思想光彩和艺术魅
及和蒙汉民族团结一心、
建设家乡的感人事迹。
”
力，集中地凝聚在尹湛纳希这个典型人物身上。如
这些感人的事迹，在扎拉嘎胡笔下成为一篇
果说，国内外诸多尹学家抢救了濒临消失的尹湛
又一篇小说接连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
《友谊》
纳希的书稿、遗物，以扎实的研究成果，确立了他
《草原上的新路》还上了文学期刊。这些作品都是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扎拉嘎胡则以一个杰出
歌颂那个美好时代，表达青年作家对新生活、新时
的作家对前辈和同行的同情、理解、崇敬，通过灵
代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妙的艺术想象和素中有绚的生花之笔，在我国当
1957 年，扎拉嘎胡的中篇小说《春到草原》由
代历史小说的画廊里，成功地复活了这一文学灵
作家出版社推出。这部小说给读者一个惊喜，也给
魂，
使他活灵活现地立在读者面前。
评论家、文友们一个惊喜，大家认为扎拉嘎胡的创
《黄金家族的毁灭》的成功创作，进一步提升
作有突破了。
《草原》杂志刊发的评论说，
《春到草
了扎老在内蒙古民族文学领域的影响力。
原》的创作发表，对我们内蒙古文学界来讲，是一
扎拉嘎胡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蒙古族
件大喜事。作者在小说创作艺术功力上大有进步，
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活动家。他的作品无论是
在人物刻画塑造上有突破，恰如其分地通过典型
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植根于蒙古民族优秀
的细节描述，使人物生动具象起来。好人，引人去
的传统文化，植根于草原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努
爱；
坏人，
让人去恨。
力探索和反映民族精神的发展演变，精心描绘草
《春到草原》写的是合作化运动之后，合作社
原生活的巨幅画卷。
的巩固、生产的发展，以及家庭生活和爱情关系的
扎拉嘎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到：我的作
左起：扎拉嘎胡、晓雪、包玉堂
复杂交织等故事。这与作家前期简约单一的情节
品几乎都是写蒙古人的。这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
叙述形成鲜明对比。扎拉嘎胡的创作，有了一个质
这是一位人民作家的信念、意志、坚守、责任，
优势，也是我的长处。我常常想，中国是多民族的
的变化。
以及一个作家的良心。
国家，少数民族作家要把自己的创作纳入中国文
《红路》是扎拉嘎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
198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
学的行列乃至世界文学的行列，首先要准确地掌
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奠定了作家在内蒙古长篇
《嘎达梅林传奇》全景式地描写了嘎达梅林起义，
握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才能达到目
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
是反抗蒙古王爷和反动军阀、争取蒙古民族利益
的。我们蒙古族的文学必须立足于蒙古族生息、
扎拉嘎胡曾于 1947 年在扎兰屯工业学校学
的壮丽史诗性力作。
繁衍的土壤里，面对蒙古族的悠久历史，开掘蒙古
习，小说《红路》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学校里两条
嘎达梅林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内
族的深层文化，从而反映当今的社会变革、民族气
道路、两类人物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通过民族斗
蒙古东部草原。嘎达梅林为了保护草原，维护蒙古
质和蒙古人的精神风貌。一个蒙古族作家的作
争、阶级斗争等错综复杂的故事，回答蒙古民族选
人的利益，
造反起义，
浴血奋战，
最后英勇牺牲。
品，最先得到本民族的欢迎，才有可能受到其他民
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光明
怎样写这部史诗性长篇，扎拉嘎胡在给人民
族的欢迎。
道路，还是跟着国民党走倒退的黑暗道路？这一主
文学出版社编辑谢明清的一封复信里是这样说
扎拉嘎胡的写作有着使命感，有着对民族的
题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我写《嘎达梅林传奇》前，已经做了长期准备。 一种责任与担当。扎老常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始
小说发表后，立即有人写评论文章说，
《红路》
早些时候，听说嘎达梅林故事，就很想写这个故
终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有着使命感的蒙古人。通过
通过一场特殊的隐蔽的政治斗争，通过不同的蒙
事，又走访了熟悉嘎达梅林的一些人，翻阅关于嘎
我的作品，我拼命想让世人理解：成吉思汗子孙和
古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生活道路来揭示有关
达梅林的许多蒙汉文资料。这其中有嘎达梅林的
忽必烈的后代是怎样驾驭着风云突变的时代骏
民族命运的重大主题。小说塑造的几个性格鲜明
传记、传说，还有达尔罕王家族史、敌伪档案，以及
马。我不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我是虔诚的国际主
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
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材料。我在查阅这些
义信仰者。
一批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怀着极大的政治
材料后感到，嘎达梅林的事迹能够在中国广泛流
扎拉嘎胡出生在内蒙古，一生工作、奉献在自
热情塑造的共产党员额尔敦，是蒙古族知识分子
传，是蒙古民间故事起了主导作用，而民间故事正
己的家乡。他当过报社记者、文学编辑，搞过专业
中的先进人物、代表性人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
是表达了蒙古族对自己民族英雄的爱戴之情。
创作，当过《草原》杂志主编，担任过内蒙古党委宣
造，为丰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人物画廊作出重要
“忘记自己民族中的伟人、英雄和天才，就是
传部的文艺处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此外，还
贡献。
那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剧。”这是扎拉嘎胡在《嘎达
任过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内蒙古作协主
1959 年，扎拉嘎胡到包钢深入生活，和工人同
梅林小道》一文里写的一句话。为了记住和怀念蒙
席，并当选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少
志们吃住在一起。沸腾的生活，火热的劳动，激发
古民族英雄，是作家写作《嘎达梅林传奇》的初衷。 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等许多职务。他的这些经
了作家的创作欲望。
他开始酝酿小说《草原雾》了。 《嘎达梅林传奇》一经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也
历告诉我们，扎拉嘎胡是人民的作家，是草原的歌
《草原雾》从写作到出版，历时多年。他在包钢
得到评论家的关注，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
手，是一个时代的讴歌者，更是一位优秀的党的文
深入生活时酝酿构思，在内蒙古大学文研班学习
文学创作的长篇小说奖。
艺工作组织者和领导人。
时动笔写作。1965 年完成。小说稿寄到作家出版
199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金家族的毁
2020 年国庆节，我们去看扎主席。因为节日，
社，很快就通过终审，下厂打印出清样，准备付印。 灭》。同年，台湾强化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繁体字
家人把住院的扎主席接回家里，一家人同祝国庆
这时候接到上级部门的通知，说内蒙古自治区献
版《黄金家族的毁灭》。
节。我们在客厅里和扎主席说话。他坐在靠窗口的
礼办要求将《草原雾》作为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重
《黄金家族的毁灭》是扎拉嘎胡历时 10 年创
一把椅子上，背后是落地式报架子，一期又一期
点献礼作品，要求将小说打印清样交给他们，再审
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蒙古族杰
《文艺报》排列在架子上。我们问：
“ 扎老师还坚持
定出版。没想到的是，
《草原雾》并没有作为献礼作
出作家尹湛纳希这个艺术形象。作家以严谨的现
看《文艺报》呢？”
品出版问世。
实主义创作方法，展示了清朝后期“黄金家族”在
扎老师说：
“眼睛花了，看不大清楚，让孩子们
扎老一直到今天也想不明白，
《草原雾》为什
内外交困的混乱中走向毁灭的历史悲剧。作者用
给我读《文艺报》，从这里我了解一些文坛上的事，
么就胎死腹中？
浓重的笔墨写了没落家族毁灭过程中一个由迷惘
作家们的事，还想知道一些新老文友们在写什么、
包头作家李汀写过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扎拉
走向觉悟的伟大作家尹湛纳希的形象，讴歌了蒙
干什么呢……”
嘎胡后来是怎样再修改作品、再出版《草原雾》的
古族勇敢正直、探索追求、向往自由、渴望发展进
14 年前，我们在扎主席家里谈写作，谈他创作
艰辛过程：
步的伟大民族精神。
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可是，今天我们却要绕
1974 年秋天，扎拉嘎胡对《草原雾》再做修改。
《黄金家族的毁灭》是重大的历史题材创作，
开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扎主席是为了创作
老扎一个人住在二冶党校的一间斗室。大楼里，白
书刚刚出版就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内蒙古作协和
《忽必烈》而病倒的，而且一直在医院里待了这么
天人来人往，夜晚空寂无人。一座三层红色大楼，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评论家曾镇
多年，
谁忍心再说这个事让他伤心难过呢？
只有三楼北侧一个窗口彻夜亮着灯光。老扎趴在
南说，
《黄金家族的毁灭》是绽放在强烈阳光中的
我们知道，扎拉嘎胡的《忽必烈》，在他住院前
桌子上，没日没夜地写作。终于有一天，守夜的工
文学奇葩，是扣动读者心弦的民族史诗。它既浑厚
已经敲出 20 多万字了，一直在他的电脑里静静地
人师傅找到我说：你们当作家的人都这样吗，一天
又灵秀，既雄迈又婉丽，熔写实与志异于一炉，铸
卧着。这 20 万字仿佛是忽必烈大战阵前踏冰卧雪
到晚地写呀写，就是一头牛、一匹马也得打盹瞌睡
世象与人物于一鼎。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缓缓
的勇士，他们等待着战鼓的雷鸣，等待着号角的长
呀，快劝劝你的朋友吧，别把身体累垮喽。我把工
地、深透地传递给我们一种艺术的美和力。多位评
啸，
等待着一声号令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