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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当下，凭借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和对人生及
生活日常的拿捏有度，当代散文家业已形成纯熟而
多样的散文写作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一方面，从
指物到抒情、从怀古至叹今，无处不是信手拈来、挥
洒自如；与此同时，大多数散文家又在散文创作这一
奇妙奇幻的广阔天地中博采众长，以细腻的笔触和
幽深的境界呈现出天、地、人、情的温婉与唯美之
处。散文集《在城里放羊》是散文家沈俊峰的一部力
作，该散文集以44篇文章连缀而成，字里行间流露出
身在他乡的沈俊峰对亲情、对故乡以及对过往人生
的真切感悟和深情回望。

不言而喻，常人眼里的“亲情”可以说是人与
人之间种种关系中最为基础、又极为重要的情感
维系方式。古往今来，文学家们对此写之不尽、抒
之不了，很多时候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尤其动人
之处，让人深感到人世间特有的那份独特。一直
以来，文人墨客多以种种意象来表达或诉说着亲
情的可贵和难得，既有“报得三春晖”的母子情深，
也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兄弟情分，更有“烽火连
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牵肠挂肚。当然，历史上及
书本里存留下来的亲情印痕更是厚重而恒久。

不论现代中国还是当前，文学家们总以自身
所处的环境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各自的文学
世界里诉说亲情的衷肠：朱自清在《背影》中讲述
了自己与父亲之间那般平实、密切而又微妙的父
子之情，沈从文在《边城》里是以翠翠和爷爷之间
的祖孙之情拉开了令世人无比神往的边城故事的
帷幕，梁晓声在《普通人》中以贴近生活的动人情
感怀念着自己的父亲，而深居大西北木垒书院的
刘亮程更将个人对先父隐秘的浓烈情感写进了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之中……以上种种，不难
看出，寄托着乡愁的文字将文学家们的情感轻柔
而透彻地呈现出来，为万千读者再现出现代视野
下别开生面的亲情世界。

对沈俊峰来说，常人不以为然的一家三代人的
生活日常，自然成了一首绵长又细腻的诗。他和女
儿之间如同父母与他自己，相互间的难舍难分恰似
命里注定，一切都浓得化不开。更进一步地说，沈俊
峰在个人亲情的表达中，既没有脱离现实的高谈阔
论，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云里雾里，他于无声处探寻自
我情感的释放与追忆，在稀松平常的生活中呈现出
平凡而真实的动人情感。尤其在《人的三辈子》中言

及的对待“年老”的态度，沈俊峰从最初的惊慌、执拗
到最后坦然对待，其间的不愿意、纠结甚至抗争可以
说是自然而真实。

正所谓岁月之河，谁蹚过都会留下痕迹，沈俊
峰从对慢慢变老的不接受和“固执己见”的不妥
协，到最后的“于是，一笑泯恩仇，终于放下了高傲
不屈的身段，忘记了年轮的印痕，像记忆复活，眼
前重现花好月圆，阳光灿烂。”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沈俊峰对人生及日常足以泰然
处之和顺其自然。在《父母是孩子的一座庙》中则
表露出“我”嫁女的复杂心情以及父女之间的离
别，终而生发出“想来，父母便是孩子的一座寺庙
吧？”可见行间字里的深刻与父女情深的难舍难
分。可以说，沈俊峰以自身的个人经历和日常见
闻来书写散文、寄情散文，无论离愁或是别绪，自
他笔下流露出的均是极具灵动而又扣人心弦的一
往情深。

整体而言，在“徽风京韵散文系列”之《在城里
放羊》中，沈俊峰将一个个纯粹而朴实无华的亲情
故事，有机揉入他那独具徽文化底蕴的文字中去，
尽显其大气而不失细腻的生命的触角。值得一提

的是，作者在行文中跳出本身的限度与既有的视
野，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将发生于生命周遭的人与
事、与情向世人娓娓道来，以至真至纯的心绪悟他
人之事、抒人之常情，其间的深刻性以及文字背后
传递出的情感意义可谓力透纸背、意蕴深远。

前些天，我去参加作协年会，作家李生平正在
为与会者签名赠书。拿起来书浏览了一遍，一个意
识像箭一样，射进脑子：这书中的内容有点像丘比
特的箭，充满温爱之意。于是，讨赠了一本。回到
家中，仔细品读，有种不说不快的冲动。

李生平是新疆哈密人，已过不惑之年的她说，
经历了那么多，总有股对人、对物的敬爱之意。这
些人和物，都一直温暖着她，不倾注于书，有点遗
憾。

这部23万字的散文集，共分6章，收入了作者
39篇散文。就拿序来说，就有新疆作家赵光鸣、蒋
光成、马启代为该书作序。在我读到的赠书中，几
位著名作家为同一部作品作序，是不多见。也许作
序的作家们是被这部作品字里行间的文字温暖
了。正如李生平所说，洋洋洒洒的文字，都是从她
心底流淌出来的，她的情感经历了从感恩到敬畏的
过程。这也正是每个人必须获得的生命体验和审
美熏陶。

《倾听风的低吟》里，充满了对天地的敬爱。可
能是李生平充分感受到了天地给予她的那份温
情。在阳光下，那天空，那云朵，那大地，那山水，无
不沐浴着温暖。一切凝固和流动的灿烂，都是温暖
的赋予。温暖让作家，也让我们感到生活的丰富多
彩，身心的愉悦。

《穿行于云海》里，写的是空中旅行对白云的感

觉。她是这样描写云海的：“白云仿佛是一个淘气
的孩子，一会儿扶扶飞机的翅膀，一会儿抓抓飞机
的尾翼，一会儿又跳到飞机的头顶上，给飞机的眼
睛蒙上一块白纱布。”在作家眼里，白云就像一个顽
皮可爱的孩子。

《戈壁，我的兄弟》中，李生平笔下的戈壁不再
是荒芜、寂寞的，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踏上
这广袤无垠的土地，孤独仿佛被稀释了。只有一种
无形的力量渐渐从心底升腾，一种苍茫廖远的深重
感厚重感让你无语，这是一种生命力量的生长。”作
家从新疆辽阔的戈壁，看到如笋而起的城市、喷薄
而出的石油。戈壁以兄弟的深情和慷慨，蕴藏着温
存，奉献着温暖。这是对新疆大地心灵的诉说，感
情的浸润。天地间的草木鸟兽，大漠戈壁，都注入
了作家的深情，成为荒凉而绚丽的美景。

《母亲，是那束阳光》写的是李生平的母亲。
李生平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有着天下母亲的
共性——善良。“母亲做着小村庄所有母亲一样的
活计，终日忙忙碌碌，浇水、施肥、打场、割麦、缝衣
做鞋、腌菜做饭、饲养牲口、喂养鸡鸭。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那么忙碌，那么平凡，那么普通。用一生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作家笔下，母亲就是这样用
自己的一生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让自己
的孩子都走出了贫困落后的小村庄。当含辛茹苦
的母亲来到城市里，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用那

柔和的目光，温情地注视着高高的楼房。作者从母
亲的神态里，读懂了慈爱，感到了温暖。

在《父爱如山》里，李生平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
几件事，父亲的喜怒哀乐与作家的成长一起跌宕起
伏。父亲会打石磨、石磙；会做木匠活、使用农机

具、拓土坯盖房子……跟父亲出门，就是一路小跑
也跟不上。父亲这样的硬汉，却喝醉了，醉出了热
泪。看到孩子们渐渐长大，有了出息，从外地回来
过年团聚，“父亲醉了，沉醉在生活的美酒当中。相
信现在，父亲品尝到的更多的是生活的甜蜜。”这甜
蜜，是父亲用爱心酿造出来的。这些回忆，直面生
活，袒露真诚，让读者获得了特有的温情，产生心灵
上的共鸣。

《圆圆的世界》讲述的是父母带着她寻祖的故
事。作家感悟到了人有生老病死，月有阴晴圆缺，
日有周而复始，地球有循环往复，世界纷纷繁繁，生
生不息。一切结束就是新的开始。

《弹奏生命华章的秋叶》讲述了看到朋友圈里
刷屏的秋景，秋叶飘零，是舞者，炫耀着生命的最后
美丽。作家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大地、阳光、风
雨、大树，给了小小树叶的生命，让它从娇柔的嫩绿
到苍老的金黄，都是那么招摇可爱，即使在化土为
泥之前，还用翩翩起舞的姿态和金碧璀璨的色
彩。于是，作家悟出了生命的意义，凋零是一次超
越，一次新生，也就甘心情愿地写道：“我也化作泥
土，愿意陪你仗剑天涯。”

这些文字如清泉流水，有对灵魂的叩问，有对
生活的思考。正如作家在自序里所言：“这些文章
含着我的热情、激情和热血热泪，带着我生命的温
度。”

温情温情，，流淌在字里行间流淌在字里行间
——品读散文集《倾听风的低吟》

●吴永煌

准确地说，这是张赫凡公开出版的第二本书
了。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内心里隐现的是那一
片亘古不变的野性荒原——卡拉麦里。如果我没
记错的话，这个当时被称之为“戈壁女孩”的第一本
书《野马重返卡拉麦里——戈壁女孩手记》，应该是
2005年出版的。那么，时光匆匆，十几年的时间，这
个当年的戈壁女孩，是如何在这本诗集《野性的呼
唤》里，重新回到那片精神的荒原里的呢？从戈壁、
荒原、野马，归到都市、家庭、母亲的角色转换中，这
个女子内心所经历的蜕变，我想，都应该可以在这
本诗集里寻找到答案了吧。

与之前的那一本“野马日记”相比，这部以诗歌
方式呈现出来的，依然是张赫凡魂牵梦绕的“野马”
和“荒原”，依然是她内心里的那一片辽阔远方。与
普氏野马多舛的命运和坎坷的身世一样，在远离故
乡 100 多年的野马回到它们的故乡准噶尔荒原
——卡拉麦里一样，戈壁女孩张赫凡的命运也是被
这一群野马改变和修复的。那是盛满一个女孩的
花季和羞涩记忆的青春年代，而她却告别都市繁华
和喧嚣，在一片万古荒原里，与一群游子般的野马

“恋爱”了。不管她此前经受了命运怎样的击打，这
一刻，她孤身来到荒原的时候，那群重回故里的野
马，似乎已经完全占据了这个青春少女的美丽花
季。

源自一个女孩的荒原守望，张赫凡的“野马之
书”，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反响，甚至因此入选了团中
央的“五个一工程”和“梁希林业书刊奖”。一时间，

这个面庞黝黑、表情羞涩的女孩，成为各大新闻媒
体聚焦的热点，各种采访、追踪和“深度报道”，让这
个从戈壁走出来的女孩子有点儿茫然无措。在上
过《鲁豫有约》等电视节目之后，这个羞涩而腼腆的
女孩从人们的视野里一下子消失了。

我想说的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不甘
于命运的女孩，随着“野马基地”工作和生活环境的
改善，她也像所有的女孩和女人一样，拥有了自己的

婚姻和家庭生活，完成了自己做母亲的使命。所不
同的是，这个倔强而不屈服的女孩，就像她曾经为之
献出的青春和爱情一样，她不曾舍弃的，仍然是那一
片消融了她青春和美丽年华的亘古荒原，那一群让
她一次又一次触摸到原始野性灵性之美的普氏野
马。所以张赫凡的精神世界里，经由一群野马和荒
原构图的野性和诗意，从来就不曾消弭过。所以有
了《爱的野马，奔驰在黄昏》《久违了，野马》《荒野十
二朵》等诗篇。

在《致野马》这首诗里，张赫凡为自己的诗歌做
了一次很好的诠释：“如果这是一场场风雨∕这一
场场卷走我好梦∕这一场场凉透我灵魂∕的风雨
∕是为你的出现而来∕又是因为你的出现而去∕
那么我愿意∕愿意让∕这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猛
烈地将我全部摧毁∕然后∕在你那里获得∕灿烂
的新生”。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宿命。
那些不可预测的事物，那些秘密的远方，早已经在
那里等待着了。如果说《致野马》是作者的一次心
灵自白，那么，在下面的这首诗里，就是一次“诗意
的栖居”了：“卡拉麦里广阔的原野上弥漫着泥土的
香气∕草儿披着露珠还带着朦胧的睡意∕风儿轻
声细语∕蓝天拥抱着大地∕一轮金色的太阳正从
东方冉冉升起∕（《一轮金色的太阳正从东方冉冉
升起》）”。

这是一个迷人的早晨，也是一个惬意的早晨。
泥土和阳光，露珠与草叶，轻风细语和辽阔的蓝天，

一切来自荒野的景象，都是如此清新，令人向往。
正如绝望和寂寞并不是荒原的全部一样，青春和灿
烂也同样会在一个孤独的灵魂里绽放。

美，是一场掠夺。在一些我们不经意的瞬间，
那些夺目而去的惊鸿一现，常常会是我们一生的遗
憾。这些“视觉的风暴”，来自于我们的眼睛，更来
自于我们的人性深处。正像张赫凡在《淡淡的暮霭
中，我看到一对野马相互依偎》这首诗中所描述的
那样，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发现，那些朦胧的诗意和
感动，全都隐匿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有时是你发
现了它，有时是她发现了它。

张赫凡的诗歌不事雕琢，她也不善于经营所谓
诗歌的技巧，她的这些诗歌书写，发乎于心，源自生
活，呈现着生活本来的面目，所以读来粗粝中透着
鲜活的生活原貌，就像我们吃过的那些乡下的粗
粮，口感和味觉，都是地道的原生态。

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张赫凡这些诗歌的意义，
并不仅仅只是她出版了一部诗集，或者说她选择了
诗歌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生活，而是作为她
身后和心灵深处那一片浑厚背景的辽阔荒原，那一
群流浪了百年之久的野马群。我想说，这些背景的
颜色，才是张赫凡和张赫凡诗歌真正的底色。

没有野马的荒原是寂寞的，而没有灵魂的马群
也同样是单薄的。张赫凡用自己的青春时光，用她
和这些野马朝夕相处的岁月完成了这些诗歌。就
像她在一首诗中写到的那样，“野马的体内有一条
笔直的路”，那里有她隐现的荒原和内心的远方。

梦想，总是像地下的种子，萌芽滋长，破出地面，寻找阳光。在岁序更替中，过去与未来，在漫长的时光中交织、相遇，迸射出文明的
火花。新的一年，致敬读书的你，致敬写作的你，愿心怀梦想的你——美梦成真。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很多人重拾落满灰尘的书。那些跳跃着的文字，仿佛拥有神奇的力量，使迷茫者找到方向，自卑者拥有自信，
失败者重拾骄傲。2020年，什么书曾在我们心底掀起涟漪？什么书照亮了我们平淡的生活，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道光？绿洲周末“悦
读”的3位读者朋友，捧出自己的心爱之书，愿与诸君共享。

对于悄然而逝的岁月，书，是一掬永留心底的涟漪。无论何时，它都在我们的脑海和心潮中涌动，翻泛起无尽的余波。
一切过往，都是序章。2021年，绿洲周末“悦读”期待继续与君携手，追寻属于我们的星辰大海。

感动感动，，隐匿在生命深处隐匿在生命深处
——诗集《野性的呼唤》赏析

●郁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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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乡愁，，潜藏在文字背后潜藏在文字背后
——散文集《在城里放羊》读后

●张凡

（本版图片均据本报资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