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与 跋

联系电话：
0991-5509362

2022年6月26日

星期日

投
稿
邮
箱

b
trb

3
8
1
@
1
6
3
.co

m

团炬客户端

0991-5509362

4

悦
读

责
任
编
辑

王
婷

视
觉

石
磊

兵
团
文
艺
评
论
家
协
会

协
办

本版图片均据本报资料库

书 讯

《雪与尘土》是新疆诗人王兴程的第一
本诗集。全集除《奎屯河峡谷》《戈壁之上》
是长诗外，其余均是短诗。我曾在《西部苍
茫、浓情乡愁与境界高博的东方美学》（见
《新疆艺术》2020年4期）一文中对王兴程的
部分诗歌进行了阐释，此番读诗集《雪与尘
土》，一部分诗歌似有故人相见的感觉，还有
一部分诗歌此前从未读过，一一细读，颇有
别开洞天之意。

王兴程是一个安静、沉稳且注重内省和
修行的诗人，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
之余，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诗
歌创作之中。在诗歌中注入情感、经验和诗
性的思考，构建精神宝塔的同时，也在完善
着自己关于美学、诗学和哲学思辨的了解和
沉思。和那些热衷于诗歌活动且对诗歌创
作心怀投机心态的所谓“诗人”不同，王兴程
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是虔诚的，有信仰
的。这就注定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是孤寂
的、孤独的甚至有着孤绝境域里的沉潜。

写作方式上，王兴程一直在试图还原两
个“故乡”，一个是汉语源头奔腾出的古典意
象；另一个则是个人经验的现代化阐释。在
新疆，王兴程在对西部诗歌的文本贡献上，
写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诗歌作品，这一点，是
值得肯定的。通读诗集《雪与尘土》，应该确
信，王兴程的诗情根植于新疆大地，对边疆
的热爱，是一以贯之的，他诗歌文本的多样
性，都是从这份“爱”出发，然后回归到西部
乡愁的内部和细部。由此，我们能够从那些
真切的词语和准确的比喻以及意象中，捕捉
到清晰的写作思路和情感脉络。

诗集中，以“新疆”为素材、意象、主题
的诗歌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尤其是长诗
《奎屯河峡谷》《戈壁之上》，诗人更是以饱
满的热情和深沉的思考与感悟，书写着新
疆大地上的每一条河，每一片戈壁和荒
漠。诗人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伊犁，更
是他书写的母题。我们仿佛跟随着诗人的
诗思游历了一遍新疆，王兴程不仅用生命
体验着夕阳西下带来的苍茫与苍凉之感，
还用一个诗人的视角感悟着现实生活所能
折射的浩瀚之境、凝重之思。王兴程用诗
歌照亮脚下的路，匆匆向前。他心中涌动
的悲悯之情，由爱而起，连通着天空和大
地。他所写的新疆之诗，有着时代与理想
共振的节奏，带着一种永恒的光芒，展示着
灿烂文明。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
诗人正在一步一步接近对诗歌理想的靠
近，完成心灵上的终极追求。

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诗是一种语言的
艺术，某些文字的组合能够产生其他文字组
合所无法产生的感情。”通读诗集《雪与尘
土》，能够感受到诗人王兴程在领受新疆山
水里的魂魄，寻找自己的情感与这方土地里
的气息共存的一种方向。当下能够潜下心
来，钻研诗艺，且让诗歌映衬灵魂的诗人，越
来越少了。一方面，我们处在自媒体发达带

动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忽略了对内心精神的
深度追求；另一方面，诗人群体的边缘化，让
曾经轰轰烈烈的“诗歌时代”归于沉寂。但
真正的诗人恰恰是能够理性地看待自己的
创作，让灵魂隐在某一处静谧的地方，修行、
完善，不仅仅是对诗歌技巧、技艺的提升，还
是对人格、品格的提升。王兴程安安静静地
写诗，似乎无心也无意把自己归为某个流
派，或者某种现象，他的诗歌是独立存在的，
放在西部诗歌的归纳范畴，他的诗在有着一
辨即明的诗风的同时，因其诗歌中诠释出的
共有的情感、大爱，以及对西部元素提纯后
表现出的韧劲和智性，让他的诗作变得立体
和浑厚。

王兴程有一双审视生活的慧眼，他总能
找到合适的词语来修饰他所要表述的对
象。真实的力量让人感受着艺术的美好，节
奏感强，韵律奇妙。诗歌中弥漫着当下少有
的刚劲与柔韧，即便是写俗世的生活，像《哥
哥》《火车》《新年致辞》等诗，也没有拖沓的
情节和语词，只有简练的表述，简练到让人
感觉多一个字都能影响全诗的表达，自如的
表达方式里，潜藏着哲理和寓意。

诗集《雪与尘土》是王兴程诗歌创作的
一个驿站，他还将继续写下去，还会让诗歌
呈现无限的可能，而不是终点。他还有不同
的技巧需要实验，不同的形式需要创造，甚
或不一样的情感需要沉淀，继而让自己的诗
歌呈现出更让人叹服的力量。王兴程的诗
歌诠释的是现实精神和西部立场，读他的
诗，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同身
受，宛如吟唱出的西部歌谣，静静地吟唱。
经历是一个诗人无尽的财富，5岁入疆，工
作、生活在西部，王兴程对新疆的爱是炙热
的，是全身心融入并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是
值得信赖的，读他的诗，能够寻找到朴素的
精神境界和庄重的苍茫诗意。诗如其人，从
王兴程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平地波澜》是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21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收录了现居于新疆
的青年作家西洲自2010年以来发表于各类
杂志中的十余篇小说。“长恨人心不如水，等
闲平地起波澜”，《平地波澜》所关注的是普
通人看似平静琐碎的日常生活。在这部小
说集中，作者以普通人的爱情记忆为主要叙
事线索，通过对人物的爱情生活进行生动绘
写，从而达成了对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整体
性书写。作者在以写实性笔法再现现实生
活的同时，着力于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追
踪式书写，集中展现了人物所经历的外在环
境的变化以及内在思想的变化，书写了一曲
生动的百姓生活史诗。

抒情氛围的巧妙营造

《平地波澜》中收录的短篇小说多呈现
抒情化倾向，同时，作者以具有象征性意味
的景观叙事构建诗化空间，使其与人物命运
相互呼应，从而营造了浓郁的抒情氛围。

在《先生九如》一文中，叙述者以独特的

儿童视角展现了先生“九如”独树一帜却孤
独寂落的生活。先生“九如”本名张志文，他
是村中的高才生，却因为读过书、有些书呆
子气被村里人当成了笑柄。“九如”喜欢诗，
尤其喜欢吟诵顾城的《一代人》，却被人当众
调笑道：“先生，你的光明找到了吗？”；“九
如”很喜欢自己的笔名，可当他要为别人讲
解自己笔名的来历与内涵时，却连孩子都不
耐烦地打断他：“别管啥意思，你说啥就叫
啥”。“九如”饱读诗书且写得一手好字，却在
村中无所适从，成了现代“孔乙己”。

此外，作者还通过构建诗化空间的方式
来营造小说的抒情氛围。在《八月秋风起》
一文中，在讲述春云默默思念春林时，作者
对春云周遭的环境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秋
天的夜晚凉意渐浓，头顶的夜空上寒星闪着
淡蓝色的光芒，桥下的流水在阴影中波光闪
动，像什么人的心事，若隐若现”。这段文字
描写了夜空中的星光和桥下流水的动人景
象，语言优美意境清幽，与初恋少女思念心
上人的情节形成了互文关系，营造了浓郁的
抒情性氛围。

总而言之，作者通过诗化空间的构建以
及对悲剧美学的推崇，营造了浓郁的抒情氛
围，形成了现代抒情小说所独具的散文化特
征。作者藉景观叙事的设置挖掘了百姓生
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寄托了深沉蕴藉的
人生况味。

平民生活的整体书写

在《平地波澜》中，作者以人物的爱情记
忆为线索，通过树状叙事结构对平民生活的
方方面面进行了真实展现，其由个人记忆出
发而实现了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书写。

首先，作者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
生动表现。在《秋意浓》一文中，作者由肖夏
和南黎的婚姻生活展开，对夫妻二人的日常
生活进行了真实书写。在小说的开篇中，作
者便以简洁而写实的笔法原生态地再现了
有孩子的年轻丈夫忙碌的一天：上班、喂孩
子、给孩子准备食物、和妻子置气，并形象地
描写了丈夫在慌乱的家庭生活中的窘迫状
态：“南黎一边吃饭，一边哄孩子。看着南黎
手忙脚乱，肖夏像个局外人，想伸手帮忙，又
不知从何做起，手足无措。惭愧之情一时涌

上心头，他只好低头扒饭。”生动地从整
体上再现了生活场景。

其次，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了因多样
因素而导致的现代人生活环境之“变”，
集中体现了现代人生存环境的流动与变
化。笔者认为，小说集中人物经历环境

之变的因素可分为两种，一是由旅游动机所
促使的短暂性游览，二是由现实因素所促发
的较为长期性的寓居。譬如在与小说集同
名的短篇小说《平地波澜》中，主人公陈莼每
天在办公室内机械地操纵鼠标，生活舒适平
和却千篇一律。文化记忆是确认集体身份、
构成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生存环境的频繁
变化必然会导致现代人的身份焦虑。

除却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作者还在小说
中屡次提及“记忆缺失”与“遗忘”的话题。
在《你是个陌生人》中，本应归家的妻子迟迟
未归，在家中焦急等待的丈夫却无法回忆起
每天朝夕相处的妻子的样貌；在《请为这良
夜取个温暖的名字》中，深爱丈夫的妻子却
对诗人丈夫的诗歌一无所知。通过这些看
似荒诞实则极具现实讽刺意味的情节，凸显
了外在环境之“变”对于人物精神的影响，达
成了对百姓生活的整体性书写。

内在精神的深刻挖掘

与外在生存环境的不断流变相对应，
《平地波澜》对现代人随时代环境变化而变
化的精神状况进行了充分关照，集中体现了
现代人在思想情感方面的嬗变，生动展现了
现代人的心灵世界。

在展现人物思想的嬗变时，作者还以女
性视角切入书写，生动展现了女性在时代的
洪流中所发生的思想觉醒。在《多少恨》中，
农村姑娘小荷随父母来到城市，她虽然文化
水平不高，却已出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小
荷虽经历了多次相亲，并面临了巨大的结婚
压力，可她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坚持自己的想
法，不愿同其他姑娘一般“随便拽一个结
婚”；在身边的人都认为“给你介绍个江州户
口的，有吃有住，马上拆迁还能领到一套房
子，一结婚，户口都能解决了”的时候，小荷
却不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反而认为“我
农村的怎么了，我未必就要嫁到江州”，深
刻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

总而言之，《平地波澜》着眼于普罗大众
的日常生活，其以“以人为本”的观念为立
足点，对平民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与波澜进行
了深入挖掘，从而以个人记忆展现集体记
忆，绘写时代生活的真实画卷，极具现实意
义。记得莫言曾在“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指
出，作家应立足平民立场，脚踏实地地讲述
中国故事。笔者认为，《平地波澜》以平民立
场及写实性倾向构建了大时代中的平民生
活史及心灵史，其是对平民化写作的良好尝
试。

《青年 青年》一书共分 7 章，以培养接
班人为切入点，从树理想、学理论、重实践、
勇奋斗等层面，重点阐释了新时代青年的
行动指南，引导当代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
和目标，引导当代青年面对新时代、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提高自身素质，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将自己的奋斗目标融入“强国有
我”的行动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伟大征程中担当作为，勇立潮头。奋斗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有效
的磨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西南联大通识课》收录西南联大15位
教授的讲义、文章，从文学、国史、哲学、诗
词、文化、古文、国学七个不同的角度重现
西南联大具有开拓性和系统性的通识教
育，以及西南联大各位教授深厚的学术功
底。该套丛书除了再现西南联大的通识教
育，也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回望。在《西南
联大通识课》包含的七个角度中，可以看到
西南联大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西南联大教师和中国文化相互成就，他们
保护中国文化不会断绝，中国文化则将他
们化作精神符号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

《母亲》一书作者梁晓声以自己童年的
真实经历为底本，记叙了母亲在当时极其
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
和善良纯正的品格，勤劳节俭，以身作则，
在做人、做事方面给儿女树立了良好的形
象。同时，以母亲为缩影，描述了中国社会
的起伏变迁，多层次描写了百姓的现实生
活，展现了平凡家庭在艰苦岁月中苦中作
乐的乐观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令人动容。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上世纪30年代为
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优秀著
作。在本书中，艾思奇以大众需求为导向，
以大众话语为载体，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阐释之道，直接满足了当时人们渴
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愿望，切实推动
哲学回归大众。该书隶属于“大有文库”丛
书，旨在记录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贯中西的
名家大师的思考与探索、理想与追求以及
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所作的努力和
贡献，传播新知，开启民智。

根植于新疆大地的诗情根植于新疆大地的诗情
——评王兴程诗集《雪与尘土》

●周维强

一曲生动的百姓生活史诗
——《平地波澜》读后

●王敏 顾悦

书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