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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2月，积贫积弱的中国正饱受
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天演论》是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书名如果直译
的话应该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从书名就
可以看出，达尔文的这位朋友是将生物学进
化论的观点应用在了社会学上。而严复没
有直接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选择了
赫胥黎的著作翻译出版，也足见其社会学导
向。事实上，《天演论》并非直译，而是夹杂
了严复大量的发挥和评论，他毫不掩饰自己
通过竞争使中国成为强国的社会达尔文思
想。《天演论》一经问世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更是对此书大加赞
赏。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开
始在中国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开始
在中国大地上激荡。这种思潮把社会发展
看作是一个从落后到先进不断进化的过程，
如果不能在这个持续的进化过程中走得更
快从而成为先进者，就必然走向被淘汰的深
渊。这种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在整个20世纪
的中国就表现为现代性。从20世纪初开始，
现代化的焦虑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并成
为中国新文学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在改
革开放之前，这个主题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革
命。革命文学通常表现的是落后与先进的
对立，而落后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
等各个方面。落后就要挨打，只有通过不断
的革命才能获得现代的新生，这是革命文学
一个最基本模式。现代化在不同的时期有
不同的名字。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不断革命
的理论被抛弃，现代化有了新名字：脱贫致
富。于是，脱贫致富开始在国人身后，使每

个人都怀揣着发财致富的梦想不断打拼，不
敢停下脚步。自然，改革开放以来，脱贫致
富作为新时期现代化焦虑的具体内容成为
文学的表现主题。

河南作家张中民的长篇小说《向南方》
（中国文史出版社）所表现的正是中国年轻
一代努力通过劳动致富完成自我实现的社
会现实，其实质乃是现代化焦虑在人们内心
的具体折射。改革开放以后，原先革命性的
衡量标准被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取代，贫穷
就是落后，富裕就是先进。而中国南方因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开放风气之先而率先
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于是南方就成为现代性
与先进性的代称。到南方去就意味着挣钱，
意味着摆脱贫穷落后。于是，走出大山、走
出农村、走向南方，成为中国持续了40年的
潮流，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
主题。这个主题的表现，沿用的依然是逃离
或出走这种自革命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的
最常见模式,只是革命文学表现为背叛反动
阶级出身或走出愚昧落后，走上革命道路，
而新时期的表现则是逃离农村、摆脱贫穷，
走上富裕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初，它表现
为高加林式的奋斗与抗争，而今天则表现为
在商场的奋斗。因而尽管表现形式不同，
《向南方》表现的依然是中国新文学这个最
基本的主题，只是现代化的焦虑具体为摆脱

贫穷、发财致富的焦虑。
这种以脱贫致富为表现特征的现代化

焦虑，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追求GDP的调整增
长；在具体的个体上，则表现为把挣钱发财
作为人生的价值和目的，不顾一切地追求物
质利益。《向南方》描写的就是处于这种焦虑
中的当下中国的基本社会现实。在以姚远
为代表的当下国人的价值观中，挣钱几乎是
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道德的、情感的、
精神的因素都可以退居其次。于是我们看
到，《向南方》中的每个人基本都处于对物质
利益的极端追求中，情感、性、婚姻都要从物
质利益的衡量中进行选择。这部作品中描
写了与姚远相关的几对人的情爱生活，而其
中几乎所有人都处在脚踏两只船的选择中，
并最终屈服于物质的因素。姚远的初恋对
象余静在姚远和局长儿子间最终选择了局
长儿子；姚远早先在妻子和情人之间选择，
后来在余静和吴倩间选择；吴倩在姚远和男
朋友间选择，并根据物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
改变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在张中民的笔
下，我们看到，物质因素已成为这个时代人
们选择婚姻首先考虑的因素。这时，性是随
便的，两个人没有情感因为物质利益可以发
生性关系，两个人只是出于生理需要也可以
发生性关系。但是，当进入婚姻的时候，感

情的因素甚至要退居其次，物质利益成为考
虑的主要因素。

人生的价值可以简单地用金钱的多寡
进行度量吗？社会的进步可以简单地通过
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吗？今天，由于对精神
价值的忽视、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各种各
样的社会问题纷至沓来，一方面现代化的焦
虑难以摆脱，另一方面信仰的焦虑又不断加
深。如果说南方意味着挣钱的话，那么，比
南方更远的是什么？欧阳修词云：“平芜尽
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对人生来说，
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还有比挣钱发财更重
要的东西，它在春山之外，是我们的情感、我
们的精神永远寄托牵挂的东西。它究竟是
什么？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张中民提出的
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
要全社会来认真思考并做出回答。

行人更在春山外
——评张中民长篇小说《向南方》 □何 弘

祝雪侠是一位写作勤奋的诗人，也是一位
热情的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当我收到《祝雪侠
评论集》的时候，感到十分惊喜，想不到她在诗
歌创作和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写了那么多出色
的评论文章。

祝雪侠的评论文章以诗歌评论为主，兼及
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她的艺术感觉敏锐，
能从大处着眼，细微处入手，既能给人感性的
体验，又能给人理性的启示。

文学评论的写作有不同的路子。西方“新
批评”的代表艾略特说过：“诚实的批评和敏感
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传统与个
人才能》）。雪侠的评论不同于“新批评”派，不
主张诗人与文本的脱离，她认同《孟子》上说
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
世也”，走的是中国传统文论“知人论世”的路
子。雪侠在评论一位作家的时候，既看到作家
的作品，同时也注意作家的经历与为人，善于
把作品与作家结合起来去考察。我发现，雪侠
所选择的评论对象通常是她较为熟悉的作家。
她是陕西人，所评论的陕西作家相对比较多。
另外，雪侠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后来在中国诗
歌网工作，在文学活动中与作家接触的机会很
多。所以她在评论一位作家作品的时候，很自
然地就与作家的为人联系起来了。她的文学评
论，亲切自然，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她甚至用
了一些特写、小说的笔法来写作家。在《莫言与
库切》一文中，她写到南非作家库切来鲁迅文
学院访问，合影的时候，她就在库切的身后，注
意到库切所穿的皮衣：“他的衣服领、袖处都是
起了皮的，渣渣快掉下来了，并且没有光泽，看
着非常陈旧，好像这件衣服有很久的历史。我
突然心里一惊，用手拽了我身边一位女同学让
她也看。不记得当时拽的女同学叫什么名字，
但我们两个人都看到了这个情景，惊讶不已”。
库切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移居澳大利
亚，任职于阿德莱德大学。很明显，库切穿一件
旧皮衣出访并非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他不追
求外在光鲜，不追求物质享受，谦和朴素，低调
做人的性格写照。这样一个细节，就把一位大
作家的精神风貌显示出来了。

再如，她在《演讲大师李燕杰》中写到的首
都师范大学的李燕杰教授，我也感到十分亲
切。因为在我的学生时代，李燕杰是中文系团
总支书记，我是学生会学习部长，我一直在他
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对李燕杰的为人、为学深有感悟。雪侠在
文中写道，李燕杰为创办一份专门研究和传播教育艺术的杂志，
以壮士断臂的豪迈气度对同事说：“生如逆风船，誓死不落帆。”
1990年1月，伴随着漫天飘舞的瑞雪，第一期散发着油墨芬芳的
《艺术教育》杂志诞生了。那时读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份杂志，李
燕杰就自己推着自行车叫卖。有一次图书发行会上，他们的杂志社
根本没有租摊位，李燕杰在一个角落里从地上捡起别人写错的纸，
只写了“李燕杰”三个字。没想到，这三个字居然神奇地把很多人的
目光和脚步都吸引过来了。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不但没有阻止李燕
杰的举动，还帮忙维持秩序。李燕杰对自己的这次得意之举，忍不
住笑了。他站起来，双手举起一本杂志，再一次叫卖了起来。这个细
节真实地写出了李燕杰的性格。他可以做大事，也可以做小事。教
授拿着书上街叫卖，一般人是想不到的，但是李燕杰却可以做到。
因为正如他所说：“我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把
伟大的教育艺术传给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使祖国教育工作有一个
腾飞。”我觉得像这样的细节就捕捉得非常好，把李燕杰平凡中透
出不平凡的人格充分地显示出来了，从中也可见出写作者的独到
眼光。

雪侠是一位诗人，写起评论文章也带有诗化的色彩。且看她为
评论文章所拟的题目《玫瑰花开的声音》《柳歌，如烟如梦的诗意世
界》《在高处迎着海啸缓行》《月光下的雪域藏香》……这样的题目
是作者经过充分研读诗人的文本后，才提炼出来的，既是对诗集内
容的准确概括，自身也充满诗意，令读者遐想。进入她的评论文本，
可以发现，她的精彩点评虽着墨不多，却恰到好处。这是由于她也
写诗，能用诗人的眼光与作者交流，所以读她的评论，你不觉得抽
象，不觉得难懂。面对大量的诗歌文本，她总是能找出最富有光彩
的诗篇加以评论。陕西女诗人芳闻，带有一种巾帼英雄的气质。雪
侠评论她时，选取的是《在雨中，敬仰一座塔》：“天堂的圣水/为一
座巍峨的唐塔沐浴/佛的悲泪/感动南飞的大雁//想念那个西天取
经的圣僧/浑厚的钟声/回荡古城/唤醒红尘深处的迷茫”。雪侠点
评道：“不敢相信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士所写，她的气场有着男
人的豪迈，有着万丈霞光。将这首诗点亮的不是语气本身，而是诗
歌的意境和灵魂”（《芳闻大姐》）。天津诗人雷人60岁去青城山，在
雨中下山时遇到一个骨瘦如柴、背着100多斤青瓦上山的挑夫。他
触景生怜，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挑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雪侠
选取了他60岁生日写的《六十自诩》：“我是个/皮小孩儿//没事儿/
牵着风儿//遛/弯儿/弯儿！”雪侠评论道：“这首简短明快的小诗，
诗意却是十分丰沛十分现代，一个‘皮’，一个‘牵着’，一个‘遛’，就
写出他60岁的人生惬意与奋发，真的让人心胸顿开”。选诗精当，
点评到位，不去旁征博引，不去掉书袋，而是凭诗人的聪慧与悟性，
去选诗评诗，并用富于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形成了雪侠诗歌评论
的独特个性与风采。

雪侠所选择的评论对象，尽管有一些是她一直心仪、崇敬的前
辈作家与诗人，但她所评论的多数诗人，却是尚未成就大名的青年
诗人、草根诗人。她着眼于诗坛的未来，坚持为年轻人写评论，这恐
怕与她也是来自基层，对青年诗人与草根诗人的处境感同身受有
关。一个评论家不仅要重视创作成就卓著辉煌的前辈诗人，而且要
目光向下，善于发现新人，给他们雪中送炭，这种评论立场我是非
常赞赏的。

雪侠是个热爱生活，富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在《祝雪侠评论集》
中，却是以一个评论家的身份出现，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在当下中
国的诗坛上，女诗人数量很多，但女评论家却太少，多数评论家是
男性。这也许与女性偏于感性思维，男性偏于抽象思维有关。不过，
雪侠却突破了这种局限，集诗歌与评论于一身，她说：“写诗的日
子，内心变得格外丰富，脑海里除了诗歌不能再装下别的。写评论
的日子，是给我文学的那条小河注入能量，让小溪潺潺汇入汪洋大
海”（《祝雪侠评论集·后记》）。在她看来，写诗与评论不矛盾，它们
之间是可以互补的。正是对诗歌写作与评论写作同样热爱，对二者
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使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创作更为丰富，人
生更为饱满。她也从一株幼苗，成长为一棵绿叶扶疏的大树。在诗
歌边缘化的当下，写诗是寂寞的事业，而写诗歌评论更是加倍寂寞
的事业。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评论家，如果没有对诗歌和文学事业
的挚爱，没有一种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很难持续下去的。相信雪侠
能在心灵中保有一块净土，在创作与评论双栖的道路上坚定地走
下去，用感恩的情怀、敏锐的发现和真诚的劳动，为中国当代文学
的发展做出贡献，让自己的生命之花，绽放出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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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旅诗的意蕴里描摹军人风
骨，触摸到他们的骨骼质地是坚硬如
铁的，而仔细感受，内里温度却奇异地
炽热滚烫。仿佛商王朝铸铜作坊里那
只刚刚淬炼而成的青铜鼎，厚重坚实
的外形包裹下，沸腾着汁液奔流的狂
热；岁月钩沉，金光闪闪的底色，于沧
桑中历久弥新，奏响穿越时代的破空
之音，向我们正步走来。

这就是刘笑伟诗歌里的军旅和军
人，浑厚凝重、热烈激昂，有深度，亦有
温度。读他的诗，能看得出他对诗歌
艺术捶打、煅烧、淬火的手工精神，精
雕细琢孜孜以求，也能读出他对于文
字组合的匠心独具，断句分行、遣词用
典完全信手拈来。能够使得诗意精炼
韵律分明，读起来朗朗上口，固然是诗
人技巧娴熟的最好说明，但能令人产
生共鸣，读诗之际满心里澎湃激荡，眼前又有十足画面感呈
现的诗歌，必然是诗人对军旅和军人熟悉至极，且内心里充
满了执着的热爱而致。非如此写不出这种意象兼具、气血丰
满的好诗，非如此也必不能使读者共情生情。

热爱军旅，以军人之职为荣耀和使命的人，他的心中必
然有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有着对脚下这片热土的强烈归
属感，有着对头顶一方蓝天的深沉迷恋。军人的职责是守土
卫疆，既是军人又是诗人者则胸怀山川湖海、笔触风霜雨
雪。在笑伟的笔下，大洋是液体的山脉：“一座座耸起，此起
彼伏”，南海怒涛卷雪澎湃一如战士的心跳，守边军人的耳边、
心上日夜不停响彻的旋律，是凿刻于骨头上的信念，描绘于血
液里的色彩，令“祖国万岁”“我和我的祖国”这般字眼拥有了
流动的气韵，饱满生动、立体丰富，脱离了口号式的嘶喊，使
读者陶醉在诗意的语言里，不经意间便催生出爱国情怀。

这样的意象，在这本诗集里处处可见，边境线上的一块
石头、一钩冷月、一只苍鹰、一朵山花、一泓清泉，甚至是探亲
军嫂脖子上的红围巾，和白茫茫的空旷雪原，都阐述着属于
军人和军营的诗意，勾勒出火红与橄榄绿相结合的崇高信
念，遒劲坚韧而又柔情缠绵。

铁骨与柔情，从来都是对立鲜明而矛盾纠缠的奇异结
合。很多人认为，铁血的军人更像冰山苍松，应该属于冰冷
和坚硬。但是，军人无坚不摧的钢铁意志下，也有柔软温情
的一面，更有噙着热泪期盼春日繁花时的悲悯，和看到失血
的嘴唇重新变得鲜红时，流着泪笑出的欣慰。在诗人的语言
里，军人的铮铮铁骨，有时候是上善若水的。他们在海岛边
防站成一座堡垒、一面旗帜，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化身亲密
的兄弟姊妹送上温暖拥抱，化身砖石构筑又一道万里长城。

军人的生命里，有两个永不褪色的词汇，一个叫出征，一
个是坚守。诗集中有一首相对长篇幅的诗作《坐上高铁，去
看青春的中国》，诗人就是在诠释出征，属于军人的出征，却
道出了14亿国人共同的心声。全诗分作六节，以饱满的热

情和激扬的文字，深情讴歌了风华正茂的祖
国。从“星星之火，点燃了那片沉睡的土地”
开题，辽阔的大地上金色的信仰冉冉而升，一
丝闪光便照亮了旧中国前行的道路，而这信
仰使人感动，使人血液燃烧无怨无悔。这是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拯万民于水火，
不畏牺牲力挽狂澜的中国。第二节中，诗人
乘坐岁月的高铁，带领我们走进崭新的、可爱
的中国，这里没有饥饿的呻吟，光明与科技取
代油灯柴火，根植在人民土壤里的一颗初心，
让人们的笑脸堆成一座座绿水青山。第三节

描述和赞颂的，是我们身处的当下中国。科技高速发展，人
民生活舒适安宁，蓝天白云下百花齐放，中国梦散发着馥郁
的芬芳，“在田野上，在车间里，在工地上，种植大片的阳
光”。越来越年轻的身影和声音，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希望，把
自己种进泥土生根成长，以待来日登顶梦想的高峰。第四节
中，诗人分别以“抗疫”“科技”“脱贫”三方动态的描绘，刻画
出新中国身处和平时代的特殊战场里，打赢一场场没有硝烟
的新型战争的丰功伟绩。诗人把这三大“战役”比喻为行进
路上的三个站点，巧妙地融合交汇，将我们党和人民在面对
艰难困苦时顽强拼搏、持之以恒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
致。“抗疫”路上砥砺前行、温暖你我，“飞天”路上成就辉煌、
骄傲自豪，“脱贫”路上携手共进、造就奇迹。种种人间不可
能，都在青春的中国一一实现。第五节中，诗人把中国的青
春年华比作一年中最灿烂丰富的七月时节。“一艘小小红船，
成长为巍巍巨轮/一百年光阴，每一秒都辉煌灿烂。”青春的
中国，是跳跃在山峦间的朝阳，奔放在大地上的奏鸣，让每一
个早晨都热气腾腾、动力拉满。诗人说“镰刀收割着金色的
希冀/锤头击打着青铜的天空/群星璀璨，照彻天宇”。这是
所有中国人心底深处盛放的热爱，“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盛
满了光明和激情”。这里与第一节相呼应，正如诗人所说是
一个闪回岁月的构思，承上启下引出结尾第六节。“是的，又
到了启程的时刻。”诗人每一节的开题第一句，用诗歌传统的

“赋比兴”手法，层层递进、节节叠加，在结尾处达到了整篇诗
歌在情感表现上的高潮与升华。历史快车穿越百年红色时
空，一路呼啸、一路歌唱，装载着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在当
下新时代稍做停靠，经过100年的冲刺重启征程，前方站台
清晰可见、光辉耀目，站名叫做“伟大复兴！”这是红色血脉里
传唱不衰的经典曲目，从可爱的中国，到“凤凰涅槃的中国，
青春壮丽的中国，生机勃勃的中国，热泪盈眶的中国”，更是
十四亿颗梦想激荡的心跳和红色记忆里曾经高高举起的不
变信仰。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因为具有这份金色为底，青铜

为质的信仰，我们的青春中国必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的
血液与骨头也必然永不变色。

读笑伟的诗歌，能感受到那种存在于古典诗词中的壮怀
激烈，触摸历史的沉香，岳飞、文天祥、辛弃疾、杜甫等等古人
的形象，会倏然从脑海里闪过。他们中有人是跃马驰骋的将
军，有人是忧国忧民的官吏，有人长恨亡国之不平，也有人慨
叹强虏之难平，而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古代边塞诗人的佼佼
者。边塞诗人，尤其是身兼军人职责者，是有多重身份的。
他们既是家国的守卫者，又是文化的坚守者。军旅诗人刘笑
伟，从内而外散发的气质中，正契合了这种精神特质。作为
当代军旅边塞诗人，他的坚守之中，对诗歌写作的理解，处处
暗合了对文化的坚守。

看《岁月青铜》，无论是喀喇昆仑的冰雪雄鹰，还是南海
渔岛的惊涛拍岸，高邈如北斗之仰望，写实如蒙古战马的雄
风犹在，诗人的身上总有边塞的味道，也总把这些边塞的意
象融入到他的笔下。也许一个真正的边塞诗人，原就该是一
个军人。就像诗集里那首《我的军旅诗》中说的一样：“阳光
猛虎般进击，大地上色彩斑斓/可见落日照大旗/可见铁马碾
秋风/即使是夜晚/也要光如白昼、月照花林/即使是冬天降
临/也要汗珠滚动、暗香袭来。”这首诗更像是诗人的自白，他
理想中的军旅诗就该有这种气象。事实上，他已经做到了。
在诗人的咏叹里，枪炮、旗帜、出操、拉歌等等静态的和动态
的情景，构成了军营的斑斓色彩，也构成了军旅诗的独特韵
味。军人眼里的军旅诗，大约阳刚热血就是他的主基调，一
笔一画写就的诗歌，那里面一个字便是一颗弹头折射青铜光
泽的子弹，一经出膛必然疾如风、明如光，既能照亮迷途，还
需直击内心黑暗。“光如白昼、月照花林”，这是一种多么疏朗
明亮的襟怀啊！这种容不得晦暗滋生，不畏强暴直面黑暗的
性情，也只有军人才具备，而能把军人的性情用诗意的语言
描绘刻画的，也只有身为军人的诗人才具备。值得每一个胸
怀正能量的人为之而击缶高歌！

岁月变迁，变了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内涵。经典的诗歌
就像一尊青铜器，经得起黑暗腐朽的摧残，也耐得住光阴蹉
跎的孤寂，承载得了万众瞩目，更受得起顶礼膜拜。我想，军
旅诗正是这样的存在，他淡然而坦然，方正凝重卓尔不群，既
有金属的质感，又兼具诗意的浪漫。

喜欢军旅诗，就是喜欢他的不谄不媚、乐于坚守！诗歌
萎靡的当今诗坛，正需要枪炮轰鸣、万箭齐发才能提神醒
脾。我们叹服诗人的文采与技巧，更该被肯定的则是他字里
行间充斥着的浓浓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军营和军人的热爱，
还有他诗歌中饱含的那份正能量。做一个无愧于时代和人
民军队的军旅诗人，刘笑伟做到了。

军旅诗人笔下的军人风骨
——读诗集《岁月青铜》 □陈玉福

如何定义诗歌一直是学界悬而未决的难题，塞缪尔·约
翰逊曾在与鲍斯威尔的谈话中说：“说诗不是什么要容易得
多。我们都知道光是什么；但是要真正说清楚光是什么，却很
不容易。”关于什么是诗歌、如何评论诗歌的讨论始终在延
续，随着众多新兴学科的兴起，广阔的视域为诗歌批评提供
了更为丰富的途径。批评家赵目珍在纷繁的批评视角中独辟
蹊径，重新将诗人置于研究的焦点，回到诗歌产生的始端，依
据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来探讨诗学问题。

《探索未知的诗学：当代批评家诗人和他们的诗》（长江文
艺出版社）是赵目珍探讨24位当代批评家诗人的诗学力著。正
如著作副标题“当代批评家诗人和他们的诗”所示，探索诗学的
主体不仅是作者，更是批评家诗人们。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诗
人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之间不断往返，在读者与作者的角色
间寻觅平衡。在对批评家诗人的群像式展现中，作者着眼于批评
家这一特殊身份对诗人、诗作的影响，注重挖掘批评家诗论与
诗歌的深层联系，在严谨的个案分析中以通透的学术理论重新
诠释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为读者理解诗人诗作提供了新思路。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
世界的外化”。由此可见，探究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解读诗歌最

直接的途径。在对批评家诗人的探索中，诗人的批评路径和
诗学理念都是作者解读诗歌的重要方式。

批评家的诗歌创作与其批评对象的内在联系是作者关注
的一个要点。由于批评家与诗歌的特殊互动模式，诗人们的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都成为透析他们诗学观念的重要立足点。诗
歌批评这一文学活动本身便为批评者提供了与伟大诗人和诗
歌对话的机遇，因此，批评家的诗歌常不可避免地与研究对象
形成巧妙的呼应关系。如海子研究者西渡，他的诗歌创作自题
材、意象的选择，修辞手法的使用等方面都呈现出对海子诗学
的继承。作者敏锐地把握住了西渡与海子诗歌主题上的衔接
性，但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出“绝不仅仅是接续”，精
准捕捉了二人诗歌在意象、象征、表现手法间的细微区别。

挖掘批评家诗人被批评成就遮蔽的诗歌成就是，作者研
究的重要意图。作者选取的24位诗人都是业已成名的诗歌
批评家，以独到的艺术见解和深刻的批评文章为人所知。但
作者认为，诗与批判各有“垂钓”之方，因此，剥去传统认知产
生的刻板印象，直达诗歌的本质极有必要。学术批评与文学
创作虽由诗人的文学观统领，但各有侧重，呈现出各异的色
彩。在著作卷一中，作者以批评家张清华的诗歌为例，深入探

究了在批评家的光环下诗人华清的创作倾向。与批评不同，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并未过分追求写作的高知识性与强逻辑
性，而仅以知识为表现生命经验与直觉灵感的媒介，作者认
为“他对个人写作被知识牵着走有一种觉醒”，这种觉醒源于
诗人在长期文学批评实践中对写作技巧的熟稔，也对促使诗
人形成个性化诗论、诗人论发挥着关键作用。

对诗人诗学理念与诗歌创作风格间内在联系的准确把
握，是《探索未知的诗学》广受赞誉的首要原因。霍俊明认为，

“批评家的诗”已经成为一种极其特殊的“文体”。“特殊性”正
是批评家诗人成熟诗学理念的体现，他们已经形成了对诗歌
的清晰界定，此种定义往往成为创作的核心，也成为我们正
确解读诗歌的一把钥匙。作者对诗人、诗歌的解读正立足于
对诗人诗观全面、深入的了解之上。在分析王东东的创作视
角时，作者即从诗人对诗歌的定义出发，以诗歌是“来自文化
深处的福佑”这一渊源性认知，讨论诗作特有的历史“革命
性”特点。对于尚未明确表述个人诗观的诗人，作者则对他们
的诗歌批评和作品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结合作者深厚的诗
学素养和广阔的知识储备，发掘诗人的写作意图与诗意生成
机制。在分析批评家刘波的诗歌创作时，作者返回文本之中，
在对诗句鞭辟入里的细读中，寻得古典传统与当代诗歌的共
通之处，从而以更为宏观的视角品评诗人的诗学建构方式。

《探索未知的诗学》是作者以诗歌为媒介探讨批评家诗
人诗学的力作，著作以新颖的学术视角将批评家诗人汇入聚
光灯下，以突出的问题意识引领另类的文学景观，为今后的
诗歌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与批评家诗人的诗学对话
——评《探索未知的诗学：当代批评家诗人和他们的诗》 □周昕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