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认识到审美，陈志强诗集《客家粤
北》都呈现了独到的视野与独特的魅力。
浈墨诗画客家情，可从三处观其吉光片
羽。

一.在时间的远方：始兴客邑的诗语
叙事

诗集总的关键词便是大写的“客家”、“粤
北”，又具体落实在表现讴歌纯客家县的
始兴山川景物父老乡亲上。这些在第一
辑“家园情怀”里得到集中有力地展示。

抒发爱乡情怀，诗人有着较宽阔的现
实视野和较深度的历史反思。开篇也是
主打的组诗《粤北客家人》，即以 12 节的
篇幅，铺开历史画卷，全景铺叙演绎粤北
客家的历史与现状，视野开阔，眼光深邃；
洋洋洒洒，收放得当；热情洋溢，激情四
射。从客家人南迁由来写起，依次拓展写
了客家人的生存特点、劳动方式、生活场
景、文化民俗、思想情感、精神观念等。全
诗写得凝墨厚重，蕴涵丰富，有着一定的
历史想象力与现实认知度，不啻为粤北客
家的一叶袖珍诗史。这种立意高远、宏大
叙事的写法，在县域作家里颇为鲜见，所
以难能可贵。组诗《福满始兴》，诗人几乎
是直抒胸臆，为家乡盛情打卡点赞，他聚
焦富有代表性的地标景物，歌颂当代始兴
新时代的繁荣昌盛。在别的篇什，诗人还
深情抒写了诸如墨江河、车八岭、满堂围、

红围等景致，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在诗人眼里，都诗意盎然，都能寻梦怀想，
都被浓彩淡墨地化作诗行，融为诗人拳拳
的家园情怀。

诗人张扬其为新时代讴歌的精神立
场，在时间的远方，用炽热的赞美诗，为家
乡代言，为客家乡亲代言，为粤北的山山
水水代言。

二.在足下的土地：小城生活的审美
诗意

诗人有幸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的自
然保护生态林业县，始兴县有着“中国最
美小城”的称誉。诗集委实就是最美小城
的诗歌写真。诗集的许多作品，有着生态
平衡和日常美学的观念意识。第三辑“绿
韵缤纷”里，《呻吟的土地》为千疮百孔的
土地代言，是诗人生态意识的强烈体现。

《刘张家山印象》完整地表现了林区生态
平衡所带来的自然美，树在挺拔，鸟在歌
唱。《诗的庄园》由杨梅到相思岩，道出

“苍山的脊髓是生命的绿”，诠释了生命与
自然的互为依存的大善大美。

面对家乡青山，诗人一连串写了花山
平湖的白鹤、红沙漠的诱惑、虎妞的传说、
北山竹海的亮节、瑶乡春早的明媚、坪丰
之恋的林海……诗人总能从生活与自然
里发现诗情画意，总能激活超越日常事项
的审美热情，并抓住景物特征，概括得当，

写得富有地方特色，接地气有生气，笔端
自然流露出对家乡生态的热切关注与赞
美。

个体具体的生存境遇，从来都是诗歌
永恒的题材。扣动我心弦的亲情的咏叹，
发自第二辑的“浓浓真情”。《母亲》回顾
了母亲平凡的人生，突显出无私母爱的亮
点。《来世 还做您的儿子》则状写母亲的
持家养子的艰辛、支撑家庭抚育孩儿的神
圣意义，衷肠道来，母子情深。诗人捕捉
典型的细节与时刻，在尘埃卑屈里重现母
亲的尊严。其他还如对同学朋友真挚的
友情，对孙女不尽的爱心等，无不拱托出
诗人历经红尘浮沉而越发眷眷的爱意情
怀。

三.在心灵的深处：生命的情思感悟
诗说

就笔者个性的诗歌审美偏好而言，我
更为喜欢的是第四辑“悠悠情思”及其风
格相似的那些短篇诗作，在那里我欣喜地
遇到独出心裁的灵动地带，见到隐约丰富
的人类精神。如《雨夜神韵》，实景中有伸
张，前段写林海雨，后段写对雨的享受体
验，林区雨就有了抒写的特点和意义。《片
断》是一首写得挺好的短诗，写虚拟的

“你”出现与我的欣喜，极具普适性的体验
隐喻。意象朦胧，意绪暗度，包孕丰盈。

有些诗句如子弹不经意间，突然射中

我本已钝感的神经。《惑》是天问式的思
索，由宇宙世界、生命生活的意义联想到
诗的意义，思接旷古，联想诡异。《问》里
有一连串的设问，内中表述有着令人耳目
一新的创意，袒露了诗人个性的体验与思
考。《于无声处》则展示无名思绪的悸动，
虚无的意绪贯穿全诗，空灵弥漫。还有

《让心形裸露的夜》，独出机抒，赞美黑
夜，自圆情感的逻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白露秋思》写得意象迭出，诗意盎
然。随意读来，满口芬芳，我顿时联想起
一些传统诗词的意境，恍惚周杰伦的《菊
花台》歌声飘来，回味无穷。其他如《夜的
神经质》、《入夜时分的雨》、《骚动的冰雨
夜》均为类似的佳篇，都透露了诗人内在
复杂微妙的精神波澜，解释了生命的丰富
性。

陈志强的诗，风格明快雄健，思想内
容集中，抒写范式传统，语言爽直素朴，修
饰善用排比铺排，组诗有朗诵诗风，立意
远大。如说不足，觉得题材未及丰富广
泛，现多为写景诗；作品里某些词语和意
象重复率高，语言还需更加陌生化；一些
诗作未及含蓄与隽永。

《客家粤北》成了陈志强诗路跋涉的
一个里程碑，是他对家乡历史与现实的诗
意写照，对生活情感的审美烛照，对生命
生存诗性的探索思考。

李伯勇的书，每一部端出来都是沉甸
甸的“大作”。这不，最近收到他的新书

《九十九曲长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 10月第 1版），300多个页码，洋洋
数十万言，又是厚厚的一大本，“块头”和
他此前出版的十几部作品差不多。

这是一部散文集，内容分为“星汉灿
烂”和“百草丰茂”两辑。两部分共收录 25
篇作品（其中一些篇章在作者前几年出版
的另一部文集《昨天的地平线》曾收录过，
有的收进此书时作了修订），篇数不算多，
但分量不轻。部分文章作为散文来说，篇
幅相当长，得耐着性子读，所以要从头到
尾看完这本书，还真得花些功夫。

在我看来，这部集子，最大的特点是
聚焦。这 20多篇文章，无一例外，全和作

者一直生活的上犹县相关，是对故土的
一次纯粹的凝望，深情的注视。“星汉灿
烂”重在发掘上犹时空，“百草丰茂”重在
展现上犹人物（包括本土人物和在上犹
生活过的相关知名人士）。作者在自序
中提到了“在地”写作的概念，并坦言“在
地性”贯穿自己的创作历程。这是恰如
其分的概括。李伯勇的写作始终立足于
上犹这个偏僻小县（虽然从空间上来说，
上犹离赣州市区并不远，但因其地域上
以山区为主，所以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是
觉得其“偏僻”），上犹给了他充沛的精神
营养。离开了故土，或许就没有他今天
的丰硕成果。李伯勇还说：“任何一个人
的写作，都具有在地性，都是从他生活环
境和经历即从‘在地’体验中汲取素材，
爆发灵感，推进写作。即使他日后离开
家乡，以非家乡素材进行写作，但‘在地
性’依然是其底色，会有或显或隐的流
露。”有过写作经历的人，应该都有这种
体会。作品不就是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么，所以外部环境和自身遭遇就是写作
者的宝贵财富。就如一个人不可能揪着
头发让自己的身体离开地面，每个写作
者都应踩上一块“实地”。这部散文集正
是李伯勇“在地写作”的直接体现，它深
度聚焦作者所在之“地”，毫无掩饰，毫无

杂色。
厚重，则是李伯勇这部集子的另一个

特点，也是李伯勇写作的一贯追求。这
尤其体现在篇幅较长的《苏东坡 1094 年
到上犹》（这一篇，其实并非只写苏东坡
与上犹，准确地说，更像是对上犹历史文
化的一次简要梳理）与《世纪之交的上犹
客家魂》《艾雯与上犹和赣南的旷世乡
愁》《无言的家教》《隐没的风景》等篇
中。这些作品，有的是文史札记，有的则
是当代纪实。不管属于哪一种，李伯勇
都不是简单地整理、记录，他以作家的使
命感，借助自身修炼已久的学养，随时把
自己的思想渗透进去。这些素材因此血
肉丰满，生命灵动。作家就应比普通读
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才不
致辜负了写作的意义。李伯勇以偏居一
个小县城的状态而在赣南文坛占有一席
重地，正是得益于此。

在内容上，这部集子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丰富。作者写历史，写文化，写人物，
选材广泛；既有长论，又有短文，不拘一
格。所涉及的人物既有古代的历史名
人，又有近现代的成名人物，还有生活在
当代的上犹平民。既有宏大的题材如客
家精神、客家重要民俗，也有不怎么起眼
的小物件如上犹玳瑁石之类。看这架

势，只要和上犹有关，只要进入作者视
线，只要具备一定的书写价值，作者都愿
意述诸笔下，为之留存一份档案。这批
散文，浓墨重彩地展示了李伯勇的文史
兼修，也再次体现了他写作的多样性。
早些年，李伯勇主要是因为长篇小说而
受到市内外文坛关注，其实，他在散文随
笔、文艺理论评论、文史研究等方面均有
不俗的水平，可以说是身负多种武艺的
文坛“多面手”。

“九十九曲长河”在这里是上犹的代
称。作为土生土长的上犹人，李伯勇一
直扎根在故土，不管写到什么程度，写出
什么影响，都甘心“偏安”于小邑上犹，专
心构筑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几十年
来，他把自己的创作之根厚植于这方土
地，用如椽大笔在这里勤奋地深耕，取得
了不菲的成绩。在这个时代，李伯勇就
是故土的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他在这
块土地上找到了自信，也让这块土地更
加自信。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赣州越
来越多的作家把笔触对准本土，以各具
特色的方式努力挖“矿”，地域写作呈百
花齐放之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合
众人之力，相信赣南大地的文化长河将
流淌得更远更美。

故土：厚植与深耕
——李伯勇散文集《九十九曲长河》印象

李伟明

“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宋代文学家苏
轼留下的千古名句，我们耳熟能详，何
意？一是指人读书读得多了，身上会因饱
读诗书自带书卷之气，并受诗书内容的熏
陶，自然而然形成读书人所特有的文雅、
华丽的言行举止（气质）。另一义是人只
要学识丰富，见识广博、胸中有才，不需要
刻意装扮，也会由内而外自然产生一种令
人敬慕的华丽气质，相反，如果人没有内
涵的话，不管怎么打扮，都不会显示出好
的气质风度。

今日，我们再读苏轼“产出”这句名言
名句的《和董传留别》全诗，会让我们对

“诗书”、对人生有新的认识。
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法

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凤翔、杭州、密
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董传是苏轼在
凤翔府（今陕西辖地）任职时的相从，当
时，董传生活贫困，衣衫朴素，但他饱读诗
书，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尽管衣着平凡，
却文气豪迈、乐观向上、气质高雅。此诗
是苏轼在长安时称赞董传而作。

从作法上看，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
用“平平仄仄仄平平”首句入韵格式起句，
押《平水韵》下平六麻韵，韵脚字是“涯、
华、花、车、鸦”，读来轻松愉快、诙谐有
趣。

从意境上看，这是一首留别诗，更是
一首励志诗。诗通过苏轼和董传两位读
书人对“诗书”的态度诠释出读书与人生
的关系和意义：“诗书”有什么用？可提高
人的“气”，气有什么用？可显示人的才

“华”；或者说，人生的“华”丽靠什么？靠
“气”，气从何来？靠“诗书”。

我们不妨爽朗地读读原文：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
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
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简单的翻译，诗的大意是：

“虽然用粗糙厚实的大布包裹着度过
人生，但只要饱读诗书，胸中有学问，气质
就自然光彩照人、精神就自然华丽夺目，
令人敬慕。

不愿意和年老的人一起过“烹瓠叶”
的清谈生活，坚强地随从考举人的学子去
追求美好的生活。

口袋空空，不去置办那“看花”的马
车，但会放开眼界去看那令人目不暇接的
官贾富家之千金美女乘座的“择婿车”（选

择女婿的车）。
考试得中，非常得意，还能够向普通

的人夸耀一番：你们看，那墨汁未干的黄
色诏书上，如鸦的黑字写着我的名字呢！”

这首七律诗，虽然语言生活化，但却
巧于用典、借代、对仗等修辞技巧，文才行
云流水、文情蕴藉隽永。

首联开门见山地告诉人们读书与气
质，气质与人格的必然联系：生活虽然清
平，但只要肯读书，胸中有才，气质自然光
彩照人，精神自然不同凡响。一个“气”
字，高度地概括了人生的态度。“气”是什
么？常言说“人争一口气，佛受一炷香”，

“气”可以理解为“气质”“精神”或做人的

态度，不但是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
气，更是读书人推崇的傲风傲骨、乐观豁
达的人生态度。“自”，自己也，自然也，有
了诗书，自己“华”气自然发出。一个

“华”字，代替了多少个“好”字，你说读书
有多好？一个华字足矣。“腹有诗书气自
华”，由此深得读者喜爱。常常用它来赞
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以勉励通过
读书、求知，培养高雅的气质和高尚的品
格。甚至认为它是“读书三境界——书到
用时方恨少、书山有路勤为径、腹有诗书
气自华”的最高境界。

颔联“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
槐花”表达的是不愿因循守旧，追求美好
生活的意志，用“烹瓠叶”和“踏槐花”相
对仗妙极了，既是用典，又用借代的修辞
技巧表达意境。瓠叶本指瓠瓜的叶，实是
用《诗·小雅·瓠叶》之典借代诗书；而槐
花则是淡纯洁净的花，看上去像玉一样晶
莹剔透，它的花语就是美丽晶莹，脱尘出
俗，春之爱意，所以用槐花借代人们对纯
洁美丽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非常
贴切的。用动词“烹”与“踏”来修饰“瓠
叶”与“槐花”，一慢一急，巧妙地表达了
对旧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向往的不同态
度。

读书，是否就是不问世事、闭目塞听
呢？颈联“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

婿车”，合并化用《南史·虞玩之传》：“玩
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亲视
之，讹黑斜锐，瓒断以芒接之。”问曰：“卿
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
行佐买之，著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
和孟郊《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
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
尽长安花。”两个典故告诉我们什么事该
为，什么事不能为。不办“寻春马”，但会
看“择婿车”，前句是安与傲，或者是爱与
谐，语气近乎诙谐调侃的转折，但多么可
爱。这就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啊。

结联“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
如鸦”，“得意”似乎意外，但对饱读诗书
的人来说，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与“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异曲同工
之妙。试想：金榜题名时，谁不得意？谁
不想向世俗之人炫耀一番呢？这种得意
何来？读书！“夸世俗”的“气”何来？有
才（腹有诗书）！这“得意”一词，很好地
回应了诗文开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的
原因。

清代《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曾说过
“贫寒更须读书，富贵不忘稼穑。”不管你
是“粗缯大布”的贫寒还是“宝马雕车”的
富贵，只要你想获得知识，提升精神境界，
就必须读书。不管你是做学问，还是做

“管理”，都不能只追求外在的光鲜亮丽，
更要注意“腹中”“料”的积累，注重内涵
发展，才能实现真正令人敬慕的华丽人生
和宏伟事业。

“腹有诗书气自华”，胸装韬略即英
雄；“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
佳。”当诗书让我们怡然自得之时，何愁我
们的眼前没有优美的风景？

书籍对人类重要不重要？当然重

要，鲁迅先生就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当孩子到

了一定的岁数时，做父母的便会把他们

送进学校，让其读书，学习知识。有的家

庭非常贫困，但家长们还是千方百计，节

衣缩食，坚持要把子女送去读书，宁愿自

己吃苦，也不肯让孩子辍学，可以想见，

他们对于读书是何等看重。

尽管做父母的，当老师的如此重视

对孩子的指导，然而有的人读书却终没

有大的长进，有的经过多年的读书并未

能够改变命运。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

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做了书

的奴隶。

有的人读书不是不努力，而是相当

努力，但是他们却不太顾及学习方法的

掌握，不注重学习情绪的调节，不分昼夜

地读书，有的学生连中午休息的时间都

不放过，下午放了学也总是呆在一个地

方使劲地读啊读，晚上一直要看书到很

晚，甚至到凌晨，平常吃饭也是不按时

间，生怕自己浪费了时间，真可谓是废寝

忘食了。而结果怎样呢？在一定程度

上，他们的成绩确实能够有所改善，然而

付出的代价亦是惨重的，有的人眼睛近

视了，配上了眼镜，而且度数一加再加，

有的人身体变差了，因为没有能够及时

锻炼身体，有的人记忆力迟钝了，因为没

有好好休息，过度疲劳。如此以来，学习

的效率日益变差，表面看来，成绩似乎有

所提升，而实质上是得不偿失。也有的

人为了抓紧时间读书，对于吃饭饮食很

不注意，不慢吞细咽，而是只求速度不求

质量，有的人根本不吃早餐，有的干脆就

随便吃两个包子，这样的营养是很糟糕

的，那么大的学习量，不吃点有营养的东

西怎么能应付过去呢？这些人的意志真

的很让我佩服，他们读书的精神真的很

令我感动。然而笔者还是觉得，他们如

此读书实不可取，不值得称赞，更不值得

推广。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做了书的奴

隶，自己的一切行动与想法都被书所左

右，完全丢失了真正的自我，这样读书长

大的孩子，要想具备真正的创新能力，是

很让人生疑的。

林语堂先生强调读书一定要轻松快

乐，不要背包袱，他还主张读书不要过度

熬夜。其实说的就是读书时不要做书的

奴隶。一个人读书，无论是谁，都应当力

求愉悦，只有心情舒畅了，读起来才可能

轻松，收获自然也就多了。同时，不必与

规律为敌，还是应遵循一定的规律，比如

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还是应当睡觉，以免

影响第二天的学习。养好了精神再去读

书，必定事半功倍。不要做书的奴隶。

不要做
书的奴隶

毛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