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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天下黄花》《一腔废话》《一
句顶一万句》等长篇小说中，刘震云都在
努力把握中国人的活法与想法。他说：

“过去我也认为作品的‘社会’和‘历史’
层面是重要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我过
去的作品中。最后我发现‘社会’和‘历
史’，都是有阶级性和局限性的”。“一个
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并不存在于

‘社会’和‘历史’层面，而存在于这个人、
这个民族如何笑、如何哭、如何吃、如何
睡、如何玩以及如何爱和如何恨之中”。
社会、历史及其阶级性和局限性都表现
在人的生活方法中。

“寻找”是刘震云持之以恒的写作主
题。《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吴摩西）
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后为了
寻找她不惜走出延津，吴摩西养女的儿
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又走回延
津。《一日三秋》延续了这个主题，对小说
的叙事者而言是寻找一种恰当的叙事方
式，对人物而言是要找到那个“说得着”
的人。为了“说得着”，他笔下的人物出延
津的出延津，回延津的回延津，出入成就
了这块中原大地，让“延津”成为文学魔
地：供养着花二娘这样从传说中来，到
梦里专寻笑话的人，养育出樱桃这样从
戏里来到戏里去的人，也生养着算命
的、扫大街的、做豆腐的、炖羊汤的、炖
猪蹄的、卖枣糕的、开杂货铺的“引车卖
浆”之流。千百年来，延津人将沉默、痛
苦和酸楚的白天提炼成笑话供养花二
娘，滋养自己的梦境。白天的泪化成黑夜
的笑，这就是延津人的精神，也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

新作《一日三秋》别具怀抱，与莫言
的《生死疲劳》对读别具意味。《生死疲
劳》将六道轮回安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让
地主西门闹轮回成驴、牛、猪、狗、猴、大
头婴儿，以动物的感官呈现20世纪下半
叶的国族变革史。而《一日三秋》将此生
与前生联系起来，将人物与动物（蛇、狗、
猴）打通看，这不仅可以敞开宏阔的叙事
空间，超越现实、魔幻的界限，更是一种
触摸中国文化命脉的方式，维系几千年
文化传统的是同一条黄河。对于来世，聪
慧如刘震云也保持缄默，用一句“天机不
可泄漏”堵了大家的嘴，对未来存而不
论，将希望留在心间。

标题“一日三秋”蕴含着一种深沉的
时间感，开篇六叔的书法和结尾枣树雕
的门匾写的都是“一日三秋”，这是人生
经过秋季才能领悟的，见过枝头繁华遍
地凋零，经历青丝变皑雪之后，“眼界始
大，感慨邃深”。小说时空广大，人物繁
多，次要人物三言两语，动物亦像精灵在
字里行间跳跃。叙述的明暗呼应处理得
非常讲究。“一日三秋”是此生与时间的
关系，此生乃“一日”，是讲述的明面；“三
秋”即前世、今生和来世，即小说的暗面，
凸显“一日”，“三秋”则需读者自己去延
长、捕捉和感悟。

前言“六叔的字画”交代该小说的写
作机缘，叙事人放出诱饵等着批评家上
钩，他将想法与疑虑一股脑儿全说出来：

把画作改成小说，并不容易。一幅
一幅的画，是生活的一个个片段，其间
并无关联，小说必须有连贯的人物和故
事；还有，六叔有些画作属于后现代，人
和环境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
鬼，有些画作又非常写实，画的是日常
生活的常态，是日常生活中人的常态，
是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延续；二者之
间，风格并不统一；画是一幅一幅的，可
以这么做，而一部小说描写手法和文字
风格必须统一。

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
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
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以日常生活为
基调，把变形、夸张、穿越生死和神神鬼
鬼当作铺衬和火锅的底料；大部分章节，
以日常生活为主，有些章节，出现些神神
鬼鬼的后现代，博人一笑，想读者也不会
认真；在主要人物的选择上，我从两米见
方的剧团人物群像素描中，挑出几个人，
让其贯穿小说的始终；当然女主角之一，
少不了六叔的红尘知己；所以这么做，是
考虑这些人物离六叔更近。这些人物中，
又以离开延津的人为主，因为只有离开
延津的人，才能更知道延津；而六叔的画
作，一直画的是延津；这是小说和绘画的
区别；这方面跑出了画外，请六叔不要怪
罪。同时，把场面拉开，也是给小说的辗
转腾挪腾出空间。

小说与绘画的关系何尝不是文学与
生活、现实与魔幻的关系？我们就着这把
钥匙进入《一日三秋》俄罗斯套娃般的结
构：表面涂层是叙事者倒叙自己的初衷。
外层是花二娘的故事，小说结尾是陈明
亮的化学老师司马牛写的《花二娘传》；
中层是以樱桃为核心的上一代人的故
事，魔幻和现实兼而有之，戏里戏外相互
穿梭；里层是以明亮为中心的当下故事。
各层互相关联，彼此照应。

花二娘来自传说。中国几乎每一个
地方都有望夫山（石），女性忠贞地等待
丈夫归来是男权文化建构的集体无意
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花二娘如此
执意地要求笑话，就是因为她自己等待
了三千年太苦。花二娘对应整个民族的
无意识，樱桃的故事讲述的是女性的潜
意识，二者有内在的一致性。

樱桃的遭遇乃中国式的人鬼情未
了。《白蛇传》的传说家喻户晓，从唐代民
间流传至明代文人整理成文，几百年来
有诸多版本。河南亦是该传说的发生地
之一。无论是仙女下凡嫁书生，还是动物
成精觅情郎，都是对纯粹爱情的肯定。大
戏剧家汤显祖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生而不可与
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白
蛇挑战了人间的规矩却未改其志！爱是
人间值得一过的有力证据。我国民间四
大传说是颂扬至死不渝的爱情，为后世
提供了爱情和人生的脚本。

《一日三秋》中，樱桃在戏里与李延
生扮夫妻，现实中嫁给了法海扮演者陈
长杰，他说戏时逗得樱桃咯咯笑，婚后却
过不到一块，彼此都觉得“没劲”。樱桃上

吊，葬乱坟岗遭受野鬼的欺凌，承续白蛇
的命运。她的冤魂附体李延生到武汉去
要求陈长杰为她迁坟，见到儿子就忘记
了此行的初衷，附魂照片紧贴明亮身边，
照片被后妈拿给马道婆施法，冤魂遭暴
力不得不哀求儿子让他将照片投进长
江，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樱桃的命运上接
白蛇，下启儿媳马小萌，阳间和阴间的逻
辑一致，女人只要漂亮就会被男性当成
性资源加以开发。

明亮的人生是文本的主体。取名翰
林时，他被望子成龙的宏愿压迫得发懵；
于是奶奶为他改名明亮：明即聪明，亮乃
慧根。明亮善解命意，从善如流，他为自
己外出买汽水没能阻止母亲上吊自责，
他为母亲灵魂的遭遇而痛苦；他为看奶
奶走两个月回延津；他原谅抛弃自己的
父亲，承担他的医疗费；他原谅妻子的污
浊过去，马小萌曾为妓女对他们的人生
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迫使他们离开故
乡，又被迫离开道北菜市场，但也是靠了
她攒的脏钱开了五家“天蓬元帅”连锁
店。多年过去，儿子的同学仍以母亲的污
点侮辱他。明亮牵挂奶奶渴望留个念想，
一路追踪院子里的枣树打成的家具和门
匾，却不知所终，就连曾挂此门匾的小楼
也被夷平又按西洋景重建。明亮替父亲
回老家迁了祖坟，而他母亲樱桃的墓却
不在其中……

所有的故事无不悲欣交集，无非家
长里短：明亮离开家是因为后母，马小萌
离开家是因为后父。陈长杰不能养育自
己的儿子，郭子凯不能让父亲去自己的
家看看……父子、夫妻之间均有难言之
隐。明亮在西安菜市场遭到同乡孙二货
的欺侮，老董让他养毒蛇，结果却养了一
条义犬“孙二货”，又因为狗死后思念不
已而去探望自己的仇人孙二货，却被误
认为是知交四海，其中渊源迂回曲折。这
前世今生间的草蛇灰线就是命运，有慧
根的人才能悟出这些来。延津有老董，武
汉有马道婆，巫医文化在中国民间传统
中无处不在。老董的看命生意戏仿了今
天的医院，直播更是对网络带货的拟真。

香秀临死前想要向她伤害过的马小萌当
面道歉，这是人之将死，幡然悔悟，但伤
害过陈明亮的孙二货却咬定自己“修理
人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敞开了上辈子，
这就好理解了。孙二货上辈子是猫精，而
陈明亮妈妈是“蛇精”，自然就对上了。孔
夫子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认命
也成了中国民间最普遍的哲学，它可以
抚慰人的心灵。鲁迅批判阿Q精神渴望
更新民族精神，刘震云提炼认命精神的
积极面融入当代精神建构。藉此芸芸众
生的小人物得以与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和解，宿命论亦在文学叙事中形成一股
潜流。

《一日三秋》中，陈长杰从延津到武
汉，两次婚姻都因为唱戏，临死却觉得自
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李延生未出
延津，终老时也说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一
个笑话。横行霸道的孙二货罹患老年痴
呆仍要求看看自己的来生，马道婆也要
求借好风去该去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吴
大嘴前世贵为总理，此生当环卫工打扫
自己，终因未曾准备笑话而被花二娘压
死。六叔曾说“猴到中年”中那只猴是自
己的自画像，后文写到明亮见到一只半
老的猴子浑身道道血痕。六叔死后他的
画就被六婶烧了，因为“那些破玩意儿，
画些有的没的，除了他喜欢，没人喜欢”。
司马牛终生搜集的、堆起来有谷草垛那
么高的材料，在死后被他老婆当纸钱一
把火烧了，儿子司马小牛告诉明亮：“那
些东西，除了我爸当个宝，没人当回事”。
花二娘与延津所起的化学反应再也没人
研究了。

明面是思，暗面是梦。真实的梦境和
魔幻的现实，孰真孰幻？梦对应着本我，
乃最深的真，最真的我，可白昼来临即烟
消云散。所有的人物都得忍住白天的泪、
夜里备着笑话去梦会花二娘，她仍在苦
苦等待早就死在黄河边的花二郎，这就
是一日三秋的力量。

小说以司马牛写的极短的《花二娘
传》结尾。“泪书、笑书、血书”这几个词汇
亦适合《一日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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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的《塞影记》书写了一位百岁老人的沧桑历史，在个
人史的书写中揭示了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诗意文字的叙述与双重叙事的穿插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精
神。作品经由具体家族个案的剖析升华到对抽象家族精神性
格的弘扬，经由对家族文化的审视走向对民族文化的重塑，经由
对家族精神的寻找走向对民族精神的重建。如马平所言，“中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终于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人
们的生活中。”这是一部很有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作者娓娓
道来的从容叙述中展开了一幅历史的沧桑画面，一位百岁老人
缓缓地立在鸿祯塞的大地上，讲述着充满义与爱的荡气回肠。
一定意义上，在庸常、琐屑、资讯发达的当下生活中，坚守现实
主义创作是难的，是对作家的审美理念和艺术想象能力和社
会良知的考验。惟此，深得个中三味的马平在访谈录中特意
起了个“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的名字，悄然地道出了他对文
学执著的坚守。

巴尔扎克曾经讲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秘史的
直观反映。”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从一个乡村人物视角，书写中
国百年沧桑巨变史，已成为一种传统。同样，世界文学史上也
有着书写民族寓言、家族史诗的传统。在世界文学史上比较
典型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中国则是陕西作家陈忠
实的《白鹿原》。无疑，《塞影记》在叙事的审美趣味上受到马
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马平在创作谈中也多次讲到对
马尔克斯的喜爱，我想正是其中马尔克斯对“现实”的独特理
解深深攫住了他，以致影响了他的创作视野和谋篇布局。

马平的《塞影记》跨越百年时间，历史和现实交错行进。
1911年，雷高汉出生，鸿祯塞“南塞”开建，辛亥革命爆发，中
国结束帝制。1919年，雷高汉从外地逃至板桥湾，五四运动
爆发，中华大地开启了历史的风云激荡。1978年，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新中国历史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小说中对重大
历史事件模糊处理，用隐喻的时间表达交织情事、政事、塞史、
家族史。历经百年沧桑的雷高汉，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心中充
满义与爱的站起来的人，故事就从这个小人物讲起。中国故
事无论新和旧，无论传统和现代，都必然离不开中华文化的
根。“当然，每个故事并不会因了一个笼统的文化观照而显露
单一的面容，具体说来，《塞影记》所传达的情义二字，就更需
要独一无二的故事去支撑，更需要雷高汉这样站得起来的人
物去支撑。”也许宏大的家国史，原本就是由千千万万小人物
的“生活史”组成。雷高汉用了一生的爱与执著，书写了一部
小人物的“悲欢情爱”史，写活了小人物特有的“时代的卑微和
勇敢”。“一个作家，需要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视角可大可小，但
哪怕只看到一棵树，他也最好能够看出那枝叶间吹过的是什
么风。”马平如是说。说到底，中国故事要靠中国力量来支撑，
中国力量来自人民，雷高汉身上有着千万中国人共同的面影，
有着农村家族的结构性力量与生活，有着中国人民的美好品
质与追求。

小人物雷高汉苦难、坎坷、悲情、跌宕的个人命运，是饱经
沧桑的民族发展的缩影与艺术表达。无论面临多大挫折，雷
高汉内心深处始终闪耀着善与美的光芒。在人生道路上，义
与爱作为他内心最高的坚守，贯穿了他长达百年的一生。在
漫长的守望中，奇迹般度过了人生的艰危时刻，成为百岁老
人；最后在浓浓爱意的簇拥下，走向生命的终点。雷高汉一直活在鸿祯塞的影
子之中，盘踞山丘的庞大建筑的影子，既浓缩了他的饥饱冷暖，又覆盖了他的
恩怨情仇。站立的雷高汉生命中整一个甲子的时间都在传统乡土社会和极左
思潮浓重的“塞影”之下，肉体负载着许多塞北村民的“命”，精神则贯汇了无数
中国人的“魂”。

小说以双线戏曲叙事的结构将“塞影”勾勒的鲜活灵动，以高超的叙述能力
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魅力。作品以侦探解谜的方式推进“我”和雷高汉的故
事，以章回编年的手法叙述了雷高汉与鸿祯塞的往事。双线叙事诗意般地塑造
了“戏台”效果，当年鸿祯塞的历史在雷高汉的讲述中上演，当下《塞影记》的创作
在我的叙事中呈现。“叙述者”既是当年故事的当事人，又是当下故事的主人公。
马平文学之路的启蒙是家中木楼上藏着杂志与书籍的纸箱，《塞影记》中“我”的
叙事来源于雷高汉阁楼中藏着爱情与历史的红箱子。雷高汉是当年故事的主人
公与叙述者；“我”是当年故事的读者，当下故事的叙述者。“作者”与“读者”的身
份多次叠合，而在双方情感高度共鸣时，作者的情感参与到叙述中，强化了当事
人讲述故事的情感烈度。作者不但参与了当事人的讲述，还实现了对历史传统
的认同。在雷高汉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川人情感，在“我“这个异乡人身上得到了
承传。在宏大的戏曲叙事结构中与几处有着戏曲朦胧性的经典情节交相辉映，
有些章节直接采用戏曲方式推进。一处是雷高汉和梅云娥在碉楼上的会面，对
雷高汉记忆的叙事，巧妙将记忆空白应用其中，在这种叙事中，时间、地点、细节
全部虚化，只剩下两个被情感驱动的躯体，不由自主又心生默契地来到碉楼，达
到他们爱情的高潮。一处描写是雷高汉通过磷火寻尸骨的情节，极富舞台艺术
的表现力，在暗黑的背景下，星星点点的磷火既让人毛骨悚然，但也不乏美感。
还有一处直接把川剧《翠香记》植入小说的叙事中，不仅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一部
分，推动着整个小说的叙事进度，同时“戏中戏”的安排又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剧中的人物命运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形成了隐秘的互文关系。能指与所指，
命名与命运，戏里戏外蜿蜒曲折，妥帖又生动，留白与空缺之处韵味无穷。

小说的语言与意象，既有真实观照的现实容量，又有艺术空间的诗意想象；
既有现实情境中的深度写作，也承载意识流性的灵感写作。“喜鹊”“石头”“松林”

“水库”等意象与之互动，为读者营造了富有美感的氛围，寄寓了浓厚的乡土情
感，推动了整个叙事架构。平和诗意的文字让读者不厌其烦地读“暗红皮箱”，读

“一个一个让我惊异的段落”，“在一个玻璃护卫的逼仄空间里”，“以顺时针或逆
时针的方向，以分针或秒针的脚步”，读雷高汉“一百零七岁的人生”，读出他“生
命的滴答声”。同时，根据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表现的需求，恰当使用一些富有
特色的方言俗语，“水官”“火官”等口头语的称呼，人物对话间的拟音词，使作品
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韵味和情感穿透力。

好的文学创作不仅是语言的华丽、叙述的圆润、结构的精巧，更是在艺术化
中有价值传播的感染力、深刻的思想穿透力，要有指向“伟大”的力量。所谓“伟
大”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是一种民族的宣言和历史的荣光。《塞影记》里表达的
至高人性与爱，时逾百年依旧闪闪发光，祈向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这样的艺
术作品以“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为价值诉求，从而以
其艺术的卓越性追求担当了时代大任。

黑格尔指出，“艺术首先要把神性的东西当作它的表现中心。”神性不在人们
的尘世生活之外，而是在人性的完满中闪现出神性的光辉。《塞影记》中的雷高汉
的形象塑造，是“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以外”，作者以具体直观
可感的百年沧桑往事，聚焦于雷高汉的一生，从而展露人性与神性的浑整和普
遍。雷高汉一生的曲折与追求，丧妻与丢女之痛，挣扎与期盼之念，固然个体自
然可能屈服于强制力，但作为人的人性不但没有被贬低反而被高扬了，使外在的
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这
种人性与神性的融通将《塞影记》的艺术价值烘托到恰到好处。

《塞影记》是一部可以让人回味的作品，它有一种自然地走入人内心深处的
力量。在我看来，马平是一个能够抓住时代却不是与时代共舞的人，他悄然地置
身远处却“能够看出那枝叶间吹过的是什么风”，这是上天对他的眷顾，也是他自
己的文学修炼。面对时代的变动不居，面对生活的平淡，也许“是现实深处的那
些激越，而不是表面的那几朵浪花”成就了马平。“文学永远不会被漠视被抛弃，
不会被逼到悬崖边上”。这是马平的信念。一个心中有信念的人，一定是一个热
爱生活、热爱文学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心中有大爱、为小人物伸张正义、有着悲悯
情怀的人，这在遍地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当下可谓稀缺！马平是一个比较清爽的
作家，当然“清爽”——是指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犹如露水般剔透，却始终有着
现实的根！

春愁黯黯，这一年没有春天。此时有人告知：
我在等你，一起去寻找那个不在日历中的春天。这
是宝蘭。我与诗人宝蘭素未谋面，但读宝蘭的诗
感到亲切，她的诗美，说是一般的美似不准确，她
的诗有一种成熟的美，一种不同于单纯天真青涩
的那种成熟之美。2020这一年，有一个“不在日历
的春天”，我们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愁苦。这一年
如此，“这些年”（或“多年以后”）又如何？诗人告
知我们，她的“这些年”也不平静。这些年，是“把日
子缝缝补补，东拼西凑”着过的：把孩子带大，把老
人送走，“从青丝到白发再一次把白发染成青丝”。
这些年，强忍着内心的伤痛告诉旁人：“我很好，我
还行”。

当然，诗比生活更广阔、更丰富，甚至更强大。
诗人希望自己的每一行诗句“就是甩出的鞭子，拔
出的剑，也是桃花源，女儿国”。宝蘭知道生活的真
谛，她不轻言幸福，她以过来人的口吻说，“生活就
是五味杂陈”。生活的多艰使她对此怀有警惕，她
知道所有的幸福“都建立在薄冰之上”。宝蘭说过，

“写诗无外乎就是人对生命、亲情和灵魂的深读”。
因此，读她的诗总感到亲切。她总是把人生的感悟
通过平常的场景表达出它的不平常来。在她的笔
下，生活不是单纯的和平面的，生活有丰富的立体
的内涵，看似平静、风和日丽的生活，其背面同时可
能是风雨交加。

这种彻悟之后表达出来的沧桑感，构成了我所
认为的成熟的美。即使读她采风的作品亦是如

此。人在旅途，青山绿水，并不是一例的好心情，她
总是把自己独特的际遇融入迎面而来的画面中，这
样一来，她的所见、所闻、所刻画出来的，就不是一
种仅限于客观的对于景物的描写，甚至就是她的自
我生命的抒发。此时，一件平常的景物因而便有了
特殊的含义，或者就是极具个人性的自我抒写。这
里是一件百衲衣，诗人说它如同一株病了的树，“整
个森林都是它沧桑的言辞”。这是“一块皱巴，正在
搓软的布，提醒你，时刻准备好针线，因为总有些破
洞和伤口在那”。诗人宝蘭，正是以这种“警觉”和

“多虑”表现了一个深沉的人生话题。
作者的自述为我们提供了通往辨析作品内涵

的路径，宝蘭说，她的诗“在灵魂的悸动中前行，铺
陈为一缕缕飘在人世间的清风丽词”，诸多的情绪
表达的是人到中年的感慨。由此我得知，我所感到
的宝蘭诗歌的成熟美，原来就是对于复杂多变的人
生的感叹和彻悟。青涩传达美感，沧桑也传达美
感。举例说，此刻诗人面对一支红烛，红烛的燃烧
让她想起青春的消失，而且联想奇崛：人生如一支
燃烧的红烛，所有坚硬的存在，都将柔软地失去，我
要紧紧地抱着你，就像抱着我们所剩无几的青春。
再看《多年以后》，此诗写于疫情严重的庚子年大年
初二，有浓重的忧愁：我的孤独是岸，是那株单瓣的
兰；不敢想，多年后还将失去什么，如果你是一道彩
虹，注定会出现在我哭过的地方。

宝蘭有一组诗涉及自己的亲人，祖母、父亲、母
亲，写上一代人坎坷的命运。她给这些诗冠以“时

代的记忆”的副题。祖母韩氏，生于清朝，骂过“革
命党”，劳碌一生，默默死去。父亲的桃树原属地主
家，有“阴谋和罪恶”的原罪，父亲每年刀砍以表“立
场”的坚定，等等。关于亲娘，宝蘭写得更多：《打听
娘的名字》《我终于知道了娘的名字》《妈妈少清》
《娘》等。娘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娘可能就是一个影
子或传说，（“有人记得你扶着墙驱赶飞上摇篮的
鸡，有人说我是从你冰冷的身上被人抱开。”）她于
是到处打听娘的名字。她通过这些历史的碎片，认
识一个她所陌生的时代。这样，她就在人情、人性
与时代之间建立了诗性的联系。

宝蘭的诗用词简单，有的近于白描，没有刻意
雕饰，也不用美丽的词语，但却感人至深，有震撼
力。如她用“一碗白粥，吃出水乡江南”（《人间四
月》）这样简洁的形容，来概括她在平常中的不平常
的“发现”。她的写作告诉我们，真实的情感无须装
饰，诗的第一要素只能是“真”。技巧从来是需要
的，但不是第一，更不是唯一。有人扬言，她的工作
是剥离了情感的“码字”，此乃误导。此前人们广泛
认同诗是人的心灵的私语，这没错。但诗显然不能
仅仅停留于纯私人的空间，诗是想象力的腾飞，从
而达到更高的、更为广泛的境界。“诗歌不能只停留
在展示一己之私，而是应该自然地、合乎逻辑地超
越历史之悲，上升到对国家民族的大悲悯”。

前引宝蘭那些亲情诗，由亲情而人性，由人性
而时代性，这就是一种腾飞。这也就是我所认为
的：由己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