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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任沁沁

　　如何在时代大潮中，守住中国文化的“根”？
怎么做到有所创新、有所转化；既保留本土的历
史文化记忆，又避免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著
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日前出版新书
《想象都市》《记忆北京》《学者的人间情怀》《当
年游侠人》，《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记者与他
进行了深入探讨。

  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

为两翼

　　草地：为何此时出版这四本书，它们之间有
无关联？
　　陈平原：前年三联书店刊行《左图右史与
西学东渐——— 晚清画报研究》，那是专门著作，
很厚实，自己看着也安心。去年春天，准备将我
有关都市的写作结集，可文章长短不一，不适
合做成四五百页的大书，于是分成《想象都市》
与《记忆北京》两册。
  我知道自己的“都市研究”专业性不够，文
体驳杂，因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断地在
学院与民间、拥抱与拒斥、历史研究与现实感
怀之间挣扎，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而非专门家的
立场。虽然谈的是城市，背后支撑的却是“学者
的人间情怀”，责编提议干脆把两册谈百年中
国读书人心路历程的旧书增订重印。这样配合
着看，说不定还另有一番滋味。
　　草地：在您看来，为普通读者而非专门家写
作，因而文体上有特殊的追求？
　　陈平原：是的。在我为《读书》创刊 20 周年
撰写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曾妄加揣
测，《读书》的办刊方针，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
年》，文体上神往的则是《语丝》。关于‘语丝文
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周作
人则称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这种以知性
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
世纪后，由于《读书》的出现，而被发扬光大：以
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
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故作者之进
入《读书》，不只需要‘思想’的共鸣，更包括‘文
体’的磨合。”（《与<读书>结缘》）如此兼及历
史与现实、思想与心情、学问与文章，即便一时
半会儿做不到，也都心向往之。

  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

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城市

　　《想象都市》，将城市作为学术话题，聚焦陈
平原对城市学与都市研究的思考与感悟成果。
围绕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充满历史纠葛和
文化积淀的城市，在论文衡史中纵论古今，在都
市现状中建言献策，颇见他奉行的“人间情怀”。

　　草地：您以城市研究作为透视中国的一个
重要视角，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它的独特魅
力是什么？又潜藏着怎样的问题？
　　陈平原：翻开《想象都市》，打头是这么一
段：“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
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
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
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
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兴趣
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有城而无人，那是不
可想象的；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
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解说。文献资
料、故事传说、诗词歌赋等，这些文字建构起来
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
忆。”之所以特别关注“文学的城市”，不是因为
它最重要，而是我比较熟悉，谈起来更有把握。
  去年年底，我应邀站在前门箭楼上对着镜
头谈北京历史文化，前方是熙熙攘攘的商业
街，后面则是肃穆庄严的天安门，平时都是仰
望，改为俯瞰，感觉大不一样。可见，你的位置、
你的阅历、你的学养，决定了你对北京乃至中
国城市化进程的理解，包括“魅力”多少、“问
题”何在。我的任务是把自家的真实感受———
连带无知与偏见——— 和盘托出，这比假装先知
先觉、全知全能要好。
　　草地：城市化是中国还正在进行的一个现
象，它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伴随着很多问
题，比如拆迁，您如何看待这个过程？
　　陈平原：全世界的城市化过程都不是一帆
风顺，往往夹杂着血雨腥风。需要特别关注的
是，哪些是必要的丧失，哪些是本可避免的灾
难。中国的野蛮拆迁，确实留下了很多遗憾。不
过，应严格区分行政权力滥用与改造方案失
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们这代人，经历
上山下乡，体验过中国城市化的停滞乃至倒退

（城市化率——— 1959 年 18 . 4 1%；1969 年
17.50%；1979 年 19.99%），也躬逢改革开放，目
睹了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率——— 1999
年 30.89%；2009年 46.59%；2019年 60.60％）。
同样 20 年，或仅仅增长百分之一，或整整翻了
一倍，两种历史场景，我们都是见证者，且有切
身体会。既跌至谷底，也见过波峰，我们这一
代，应该比未及看到波峰的上一代或想象不出
谷底的下一代，都更能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
艰难、曲折与辉煌。因此，说话不会走极端。
　　草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新的建设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
　　陈平原：中国 300多座地级以上城市，各有
自己的历史文脉，也各有自己的现实处境，城市
改造及建设方案应因地制宜，最忌一刀切。针对
已获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才是“硬道
理”。但我深知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压力巨大，
而金融与房地产业合成的“推土机”无坚不摧，
使得必须花钱的“保护”，远不及能带来 GDP
的“建设”受欢迎。可也正因为保护“历史文化名
城”不太讨人喜欢，才更需要知识者为其仗义
执言。
　　草地：去过的城市，哪里给您的印象最深
刻，请讲讲您和这座城市的故事。没去过的城
市，您最想去哪里？
　　陈平原：在《六城行》中，我曾谈及自己如何
在短时间内，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台
北、广州这六座中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参加关于
都市文化建设的学术会议。而这六城又恰好都
是我曾经结缘的，因而比较有感觉。在别的文章
中，我也谈及若干四五线城市，因船小好调头，
其城市规划及街区活化经验更值得借鉴。我当
然观察过若干欧美及东亚的繁华都市，也在好
些可爱的小城流连过，但那都属于游客的眼光，
不具有学术性。去年我给中央文史研究馆提了
个议案——— 为了破解“千城一面”等城市文化建
设问题，建议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各省市文史
馆参加，中央和地方文化旅游、教育研究、城乡
建设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助，共同编写“城市读
本”。若此计划得以落实，我会走更多中国城市。
　　草地：《想象都市》这本书的书名有什么寓
意，蕴含您心中理想城市的概念吗，它是什么？
　　陈平原：多年前，为北大出版社的“都市想
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撰写总序，我提及：讨论都
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
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
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文
化，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
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
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
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
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
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
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长安等都
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
“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坚持自己的理念，学以救弊

　　《记忆北京》，以上中下三辑，收录陈平原关
于北京的历史、文化随笔，从历史记忆、旅游资
源、文学想象等多个维度，试图以想象和记忆的
碎片，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

　　草地：您说，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这一两百
年来中国的命运，北京是个很好的缩影。北京的
“特别中国”之处，在哪里？
　　陈平原：20 年前，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
我提到北京作为城市研究的巨大潜力。西安作
为古都，上海作为新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可
北京横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通力合作，使
得“上海学”成为欧美汉学界的热门话题。上海
开埠百余年，其“西学东渐”的足迹十分明显，历
史线索清晰，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可对于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
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首都，加上又是内陆城
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
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
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
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 在我看来，这正是北
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
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这里所说的乃是理想
的境界。
　　草地：有人说，住久了，就是故乡。您从广东
潮汕来到北京，并把北京当成了第二故乡，这种
情感源自什么？在北京学习生活有哪些外地所
体会不到的生活趣味？现在您还逛书摊吗？
　　陈平原：住久了，就是家乡，这句话很简
单，但有哲理性。我因机缘巧合，博士毕业就在

北京落地生根，于是有了提倡“北京学”的短
文。倘若当初我落户广州或南京，大概也会
有此等情怀。多年前，我为《广东历史文化
行》写序，其中提及：“当今中国，生活在大城
市里的年轻人，很可能对纽约的股市、巴黎
的时装、西班牙的斗牛、里约热内卢的狂欢
了如指掌；反而漠视自己身边的风土人情、
礼仪习俗以及各种有趣的生活细节。如此看
来，单讲‘世界大势’或‘与国际接轨’还不
够；还必须学会理解并欣赏各种本土风
光——— 尤其是自己脚下的这一方水土。在大
与小、远与近、内与外的参照阅读中，开拓心
胸与视野，反省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盲信与
偏执。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精神成长的重要
途径。”（《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
  所谓“来了，就是某某人”，不该只是各城
市主政者的口号或房地产广告，应该成为新
旧市民的切身感受与文化认同。作为南方人，
我初到北京，确实感觉生活很不方便；但 30
多年后的今天，因居住环境改善以及物流发
达，各地生活方式其实差别不大。至于逛书
摊，现在基本上不去了，一来年纪大，二来家
里书太多，三来常有朋友及出版社赠送，实在
需要时，让学生代买就可以了。
　　草地：北京有太多的名人故居，您觉得如
何保护并利用以达到它文化价值的释放？
　　陈平原：2013 年，我撰写《“城市”怎样
“阅读”》，恰好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回答你的
问题。以“名人故居”为例，偌大一个北京城，
到底能保多少？这里所说的“名人”，是政治
家、商人，还是文化人？确定保护名单时，主
要考虑建筑，还是着眼人物？是建纪念馆，还
是仅仅挂个牌子？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斟
酌。我曾在巴黎、伦敦、布拉格、布达佩斯等
地寻找作家故居，深知此举关系重大。挂牌
纪念，并非越多越好，一代人的判断，须经得
起历史的考验。北京市政协讨论应保护的
“名人故居”名单，做了好几年，还没有最后
定下来。我反对“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心态
及论述方式，确实需要的才予以保留。另外，
我不主张再建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那
样有很高“行政级别”的文保单位，也不认为
一说“保护”就必须大张旗鼓，既给编制又给
钱。动员民间的力量，参与到此事业中，方是
正路。
　　草地：作为千年古都和现代化国际都市的
北京，如何在时代潮流中诠释、平衡好角色，古
老而又新鲜？
　　陈平原：我关于都市的论述，基于以下
假设：第一，城市化进程有很多弊端，但不
可抗拒。第二，大城市如何经营管理是个难
题，没有万全之计，只能逐步摸索，砥砺前
行。第三，政府越来越有钱，城市越建越豪
华，但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第四，民众有权
利争取更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的管理
者责任重大，而专家则有义务利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帮助达成这一目标。第五，“作为
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经过
深思熟虑的见解；至于领导在不在场，民众
爱不爱听，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不
在考虑之列。”后面这句话出自我的《六城
行——— 如何阅读/阐释城市》。作为读书人，
职位高低与学问大小是一回事，能否坚持
自己的理念，学以救弊，又是另一回事。

  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

情怀，有心境

　　《学者的人间情怀》，全书共四辑，从学术
视角述说人间情怀，以特定角度见证 20年来
中国学术变迁。陈平原作为文化大家，从自己
研究领域出发，融合哲学、宗教、历史等学科，
传递出学人对当下社会、人民、社会事件等公
共领域的看法和观点。

　　草地：这本书，是您个人精神探索的印
记，也是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怎么评
价其学术与现实意义？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带有特定时
代的精神印记，说好说坏都有，至今仍不断被
提及。刊行《现代中国》第一辑时，我在“编后”
中谈及：“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
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
进具体的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
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对于人文学来说，
这个代价并非微不足道。既投身‘专业化’大
潮，又对‘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
以为是必要的。”早年突出学术尊严，后来侧
重人间情怀，腾挪趋避中，都是在与时代对
话。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

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
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过去 30年间我所坚持
的学术理念，得失成败均在此。
　　草地：您说，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不只体现
在这些学术论文上；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有
情趣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学问的“机器”。什
么样的人，是有学问、有情趣的？
　　陈平原：有感于奖惩制度催逼下大量涌
现的学术论文越来越远离现实人生，我撰写
《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7 年）：“我
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
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
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
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
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
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
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这样的
人文学，必定与现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牵挂与
勾连。但我对现实也只是保持“遥远的兴趣”，
所谓“观察”与“介入”，仅限民生、教育、出版、
文化传播等，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草地：这些年来，您以冷静审视的学术理
念，在历史大潮中怀揣眷恋与情怀，辨析文化
思潮，反思大学体制，追忆学问人生……“压
在纸背的心情”是什么？
　　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这句话，如今
常被谈论我的人引用。2010 年，我参加复旦
大学出版社的“三十年集”丛书，编选了《压在
纸背的心情》。为什么这么命名，那是因为：
“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
‘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
意义。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
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
未必赶得上我们。”为了“给近三十年中国学
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我编选了这个集
子。但最早在哪篇文章提及“压在纸背的心
情”，我也忘记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心情”，因
时因地因题因文而异，无法一言以蔽之。

“当年游侠人”的气势与襟怀

　　《当年游侠人》，以随笔形式，表达个人感
怀与学术发现，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该书
以上中下三辑，缕述百余年来活跃于思想、文
化与学术领域的名家大师，如晚清以来著名
文人寄禅、康有为、丘逢甲、章太炎、刘师培、
黄侃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蔡元培、许寿裳、
陈寅恪、胡适、许地山、林语堂、成舍我等；以
及陈平原师友金克木、唐弢、季镇淮、程千帆、
王瑶、金庸等。

　　草地：晚清以降，中国历经沧桑巨变，一
批文化精英走上时代前沿为民族命运鼓与
呼，国士之风，慷慨悲烈。兼有政治符号和学
术积淀的他们，其精神风范对于后来者有何
启发？
　　陈平原：多年前，我在《与学者结缘》中称，
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
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
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由于专业
需要，研究者一般必须与若干在世或早已谢
世的前辈学者对话。“对话”与“结缘”，在我看
来颇有区别，前者注重学理之是非，后者则兼
及其人格魅力。大概是天性好奇，品尝过美味
佳肴，意犹未尽，又悄悄溜进厨房去侦查一
番，于是有了这些专业以外、不登大雅之堂的
“考察报告”。《当年游侠人》中所谈论的各位，
确实如你所说，其精神风范值得追摹与表彰。
但我不希望把他们符号化，而是更关注其言
行与著述中隐含着的作者的真性情，或者说
某种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
　　草地：笔下有神，您的文字展现了游侠人
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趣味及人格魅力，书
中哪一位学人对您个人影响最大？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
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
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
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
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
维、周树人（鲁迅）、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
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
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
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私底下，我确
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
路。”这句话，包含我对历史情境及文化命脉
的理解，对道德激情的把握，以及对启蒙主义
与理想主义的想象。有人不以为然，有人会心
一笑，有人穿凿附会，日后有机会我再认真
阐释。
　　草地：游侠毕竟当年人，当前出现的学术
造假等现象，与学风严谨的“游侠精神”格格
不入。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治学精神和学术
人格？当代学人应如何守正创新，推动社会进
步，民族发展？
　　陈平原：与“学术造假”针锋相对的，应
该是严谨、求实、认真、规范的学风，这与“游
侠精神”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这么说，特立独
行的游侠，一定要延伸到学界，那就是力求
“创新”；至于是否“守正”，反倒无所谓。之所
以这么较真，咬文嚼字，是不希望把眼下的
所有需求，都直接投射到历史人物那里。反
过来，如果一切以我的立场及趣味为中心，
很可能缩小了“当年游侠人”的气势与襟怀。
当代中国学人自有来路、意气与陷阱，晚清
以降，无数读书人上下求索，其可爱及感人
之处，不在那些随时可以撕下的标签，而是
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真诚与痛苦。

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
给近 30 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

▲陈平原

魏华莹

　　刘旭峰长篇小说《选调生》以选调生的基层工作为
背景，书写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在乡镇三年的工作经历，
所见识的形形色色人物、现象，面对的爱情与人生的迷
惘，勾连起乡镇生活的方方面面。

　　 1965 年，国家开始了直接选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
基层工作的实践，后因种种原因中断，上世纪 80 年代
初又重新启动。几十年来，选调生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
要的干部人事制度，致力于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年轻干
部，更有千千万万的青年以选调生的身份投入基层工
作。但奇怪的是，这一群体在文学中却是长期缺席的，
他们的青春、迷惘，奋斗的模样、切实的人生一直是模
糊不清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调生》这部书别具特色。它以
许多丰厚的甚至略显琐碎的细节将“选调生”的奋斗史
全景式地描摹与还原。

　　小说主人公丁晨辉 1999 年从大学商学院毕业，对
人生充满期待。关于何时到岗，却遭遇人生第一课，“一
晃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得到市人事局的任何消息，其
间我打了两次电话询问，给的答复依然是等待”。到了 9
月，终于等来了市里的介绍信，到了县里又是一拖再拖，
托人找县人事局的书记，才被安排到镇上的岗位。满怀
期待来到镇里，又遇到镇里编制紧张。后来又是托人找
关系，才被落实岗位。关系网的强大使人无所适从，知识
和道理仿佛无用了。在这里，丁晨辉一心想发挥自己的
作用，多干些实事，却屡屡挫败，甚至自我怀疑。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是印在封面的话。这同样
是路遥作品《人生》的题记，引自柳青的《创业史》。当改
霞在进城还是留在蛤蟆滩举棋不定时，柳青满含深情
地写下了这段人生格言。与改霞处境相似，《人生》中高
加林面临两难选择时，这段话也可视为路遥对高加林
的人生劝诫。如是，作者也把丁晨辉三年的基层生活，
以及通过公派考试，调入市委办公室的人生经历以此
寄语，可见其对《创业史》《人生》的致敬，以及对新的时
代青年故事的续写。作品中的丁晨辉勤奋、善良、坚韧，
有着高远理想和诗意的幻想，渴望在工作岗位上干出
成绩，却面临着现实环境的种种挤压。致清叔是这段灰
色的时光里有着温情色彩的人物，从踏入工作岗位，一
直鼓励、帮助丁晨辉，成为他的引路人，总是在紧要处
给予他最真诚的告诫。而他自己的人生却略显苦涩，本
来是军转干，但因为档案丢了，始终无法入编、提干，多
年后发现县里的干部可能顶替了他的名字和档案，人
生就这样被改写。

　　和高加林的遭遇挫折直至重回黄土地不同，丁晨
辉最终离开了乡镇，时隔多年再度重温记忆，也多了一
些理性的思考，甚至将其命名为人生紧要处。毕竟，时
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虽然有着各种坏现象，但在个
人努力和周边斡旋之下，丁晨辉的人生之路还算顺畅。

这和他的坚持有关，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理性规划。读
完这部书，整体感觉是真实、贴切，细致还原了那些并
不诗意的人生。

　　除了个人的心灵史，作品也写到青年的爱情与友
情。作者以史的笔法写出选调生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
和精神状态，使他们在庸常而烦恼的生活中生出梦想
的翅膀，也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人生经验和中国故事。

书书话话

  早年突出学术尊严，后来侧重人间情怀，腾挪趋避中，都

是在与时代对话。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

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

这是过去 30 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得失成败均在此

  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

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理想照亮现实

陈智博

　　吴重生的新书《捕星录》日前出版。李白的“危楼高
百尺，手可摘星辰”，寥寥几句就写出了人生之高境，星
夜之奇妙。“捕星”之意义，与“摘星”异曲同工，关乎时
间与空间，以文字雕刻时光，它是作者的私人记忆，一
本回忆录、游记和人文地图。

　　这是一本诗集，从中能看出吴重生沉静的思辨、敏
感的思绪和深刻的思考。如《雪》：“雪/覆盖了故事/所
有的情节/沉默不语/雪的家族很庞大/今天统治了整
个华北/留出江南一角/给李煜吧/江南的第一片瓦/今
晚发出冬雪融化的声音”，这首诗里有家国情怀，有对
历史的洞察，亦有对李煜错位人生的嗟叹唏嘘。

　　我们知道，写作永远面对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由
其本性所带来的——— 如果离开了人类的生活、情感、思
绪、土地、命运以及其中相互的联系，那么无论多华丽
的诗句也仅仅是流于形式，而缺乏内在意义。对于写作
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丰富细腻
的人生体验。雷蒙德·卡佛曾说，“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
成傻子，但作家要有面对简单事物——— 比如落日或一
只旧鞋子，惊讶得目瞪口呆的能力或资质。”对于诗人
来说，更是如此。我在《早餐，偶遇一排椅子》读到了这
样的句子：“室外若耶树的倒影/连接着室内的茶香/椅
子，我忍不住多看你一眼/是老母亲在昨夜派你来的吧
/是我流浪不安的灵魂/用你放置了无数次的踟蹰”，餐
厅里的一排椅子，这是任何人每天都要遇到不知多少
遍的普通场景，却引发了作者的诗情，作者以椅子的
“空”对应彼时内心的“空”，以椅子的承载对应母亲对
家庭的支撑。以白描的方式书写对母亲的思念和赞颂。

不显山露水，却饱含深情。

　　无论走到哪里，故乡就是永远背在身上的行囊。

吴重生是浙江浦江人，虽然工作生活之地离家乡遥
远，但他的诗歌里仍是江南的气韵。这部诗集之中，数
量首屈一指的就是诗人为故乡撰写的诗篇。诗集第一
首《大运河是条太阳河》的第一句“走上拱宸桥，就像
走上故乡的原野”开篇点题。《台湾三日》又写道：“我
在槟榔树下执教英语/用浦江方言告诉台湾/任众浪
喧哗，我自沉吟/故乡不在天涯/俯仰天地，大海千帆
向我家”。诗人北岛历经漂泊后感悟，“汉语，是我唯一
的行李 。”吴重生在更南的南方，遭遇似曾相识的面
孔，他用方言回应喧哗的世界。这样的诗人是可爱的，
也是令人感动的。

　　其实，纵有千言万语，也难写尽作者灌注在这本诗
集中的情感。《捕星录》，既是他真情实感的体现，也是
他游历山河的见证，这些诗篇中那些金色的句子和闪
光的词语共同构成了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之自豪
的江南。

捕星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