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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兴与废 ，秦岭千年泪

（上接 10 版）潞江桥也是铁索桥，就在黄楙材抵达该
桥上月，一场狂风竟吹断了 3根铁索，5 天后又吹断
了 5根，铁索桥成为危桥。当地人只得编竹为筏，作
为摆渡之用。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潞江坝遥望，三四千米的
高黎贡山巅，覆盖着晶莹的冰雪。巨大的高差，形成了
山地立体气候。黄楙材吃惊地发现，才农历二月初，潞
江坝竟已“炎蒸如内地仲夏矣”。我两次前往滇西均是
隆冬，此前身着冬衣，但到了怒江东岸的蒲缥，已脱得
只余衬衫；及至到了怒江边，必须打开冷空调。

潞江桥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市，到了四月，
瘴气大作，所有经营者都会准时离开。这一点，几百
年前行经此地的马可·波罗写道：“地处蛮野之地，入
境后，遍布高山大林，颇难通行。空气不洁，外人之入
境者，必有丧命之忧。”

腾冲曾被徐霞客誉为极边第一城，这里距边境
已不远，由于土地肥美，加之当地人又有到南洋经商
的传统，腾冲十分富庶，“人户稠密，鸡犬相闻”。长期
行走于荒凉山区的黄楙材，此时对人间烟火变得极
为敏感、眷恋。但他也明白，腾冲，将是此行路上在国
内停歇的最后一片繁华之地。因为，自腾冲折向西
南，便进入了土司地盘。

今天的梁河县城，众多民居之间，保存着一座
清朝咸丰年间修建的官署，那就是曾经的南甸土司
衙门。南甸土司是滇西诸土司中势力较强的一个。
土司姓龚，系明朝初年进军云南的明军将领，后来
成为世袭土司，到清末，已传承了 20 多代。

黄楙材在土司衙门住了一夜，次日，龚土司派
出 10 名士兵护送。自南甸开始，此后的路线，大多
穿行于热带丛林中，并多次渡过大盈江和槟榔江等
河流。黄楙材发现，这几个土司的地盘中，除森林之
外，“皆平畴腴壤，颇有富饶之象，非滇省内地州县
所及也”。土司所辖之民，都是摆夷（傣族）。

当地平民大多身着青色布衣，几乎无人穿丝绸。
但是，数百里行程中，黄楙材竟没看到哪怕一个鹑衣
百结者。这让黄楙材感觉到，在大山这一边，还残存
着一方小小的世外桃源。

从盈江县城顺着大盈江西南行约 30 千米，便到
了一个叫芒允的小地方。如今，它是盈江县下辖的一
个乡。在黄楙材时代，这里已是“中国之极边”，黄楙
材把它写作蛮允。这里“既无汉官，亦无土司”，是一
片权力的真空地带。但由于地处边境，这里有繁荣的
市场。早一年，吉尔路过此地时看到，市场上有大量
英国商品，包括针钱和纽扣这样的小东西。20余年
后，戴维斯发现，通往芒允的路“很繁忙”，“我们见到

约有 500 头骡子，主要运输的是胡桃、栗子、梨、无
花果干，以及少量的丝和烟草。”

一旦出了蛮允，就进入了更加凶险难测的“化
外野人境”。

这片地处边地的野人境，民风彪悍，不知王
法，抢劫乃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获取财
物，他们六亲不认。比如父亲受雇保护某商人，儿
子照样去抢。所谓“父之所保，子或从而劫之”。为
了绝对安全，黄楙材雇佣了多达 40名警卫，并等
待多日，与另外 300 多位客商及上千匹骡马同
行，甚至还换上了普通商人的衣服，这才敢出发。
3 天后，他们终于走出了令人恐怖的野人境。7
天后，抵达新街，也就是缅甸八莫。

边防之慎重，岂在闭关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对黄楙材来说，千
山万壑组成的横断山已被他甩在了身后，至此，他
已经走出了大清帝国的版图。

但对他肩负的重任来说，万里长征才完成第
一步。

此后，他在八莫乘船，顺着伊洛瓦底江南下，
抵达仰光，再从仰光搭乘海轮，在印度洋上颠簸了
6 天 6 夜后，于光绪五年（1879 年）闰三月二十六
日到达加尔各答。此时，距他走出成都南门，踏上
西行之路，已经过去了 9个多月。

在印度期间，黄楙材访问英国官员，了解英印
情况，先后考察了大吉岭、阿萨姆、德里、孟买、达
卡等地。可以说，游历印度的半年间，他的足迹踏
遍了大半个印度。光绪五年（1879 年）九月十三
日，黄楙材结束考察，踏上返程，并于当年十一月
三日回到香港。

作为考察成果，黄楙材写出了《西輶日记》《游历
刍言》《西徼水道》和《印度劄记》，并绘制了印度地
图、四川至西藏、云南至缅甸路程图。更为重要的是，
他完成了丁宝桢交付的了解英印当局意图的任务。

举例而言，当时，英国在阿萨姆大量种植茶
树，招揽了不少闽浙茶人，模仿川滇边茶的制作，
就近输往西藏。丁宝桢曾担忧，英国人对阿萨姆的
开发会导致其从当地出兵蚕食西藏。黄楙材经过
实地考察并结合他的横断山之行得出结论，认为
阿萨姆与西藏之间高山阻隔，根本无法通行。如果
绕行腾冲，则“崇岗垒巘，崎岖难行”；如果绕行滇
藏之交，则“尤为险阻，人迹罕到”。

此外，黄楙材大概是第一个认识到修筑东南
亚铁路有利于中国的人。他在书中提出，如果由缅
甸修筑铁路，延伸至云南，“水陆程途不逾一旬之
外，较之迂道南洋至粤东，仅三之一而已”。因此，
“此路不独英人之利，亦华人之利也”。并且，他实
地考察后发现，缅甸华人甚多，建议清政府添设领
事，“外以保护商旅，内以联络藩卫”。针对有人认
为通商后会招来洋人侵略的担忧，黄楙材回击说，
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知商货之流通，足以裕国卫
边。边防之慎重，岂在闭关？”

回首晚清，五味杂陈。其时，既有船坚炮利进
逼下的城下之盟，也有西风东渐的开眼看世界。尽
管与魏源、严复这些大人物相比，黄楙材显得微不
足道。然而，当这个曾梦想学而优则仕，曾在寒窗
下苦读圣贤书的读书人，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毅然奔赴上海学习新学，并听从丁宝桢的指派，带
着小队伍踏上西行的迢遥路途时，我们才会发现，
时代的巨变，也带来了更多的人生选择。而黄楙材
的选择，恰好回应了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主题：
山河入梦，救亡图存。

关山远

渗透到灵魂深处的孤独，从来是最有力量的
诗。在一个意兴阑珊的下午，诗人李商隐来到长
安城最高点乐游原，落日融融，城郭巍然。看着这
又爱又恨的长安城，一生困顿、抑郁寡欢的李商
隐，突然百感交集，写下千古名句：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怅立乐游原的李商隐并不知道，“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一语成谶，成了大唐最后命运的
写照；而他眼前这座伟大的长安城，即将王气散
尽，在时光中衰落破败。

是什么，决定了长安的命运？可以列出一串决
定性因素，但绕不开一座山——

秦岭。

一

早在李商隐之前的盛唐时代，秦岭的大树就
已经被砍光了。

《新唐书·裴延龄传》记载：唐开元年间，“近
山无巨木，远求之岚、胜间”。“近山”，指的是秦岭
北坡；“岚”，即唐时岚州，今天山西岢岚一带；
“胜”，是唐代的胜州，城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不浪林场场部附近的十二连城，东隔黄河与
岚州相邻。大树被砍伐后，顺黄河漂流至渭河口，
再溯渭河口向上，运到长安城。当年在黄河漂放
木材，是一大景观，也是沿河两岸老百姓的重要
营生。

跑这么老远，费这么大劲，运回木材干什么？
当然是各种“建建建”，宫殿、官府、豪宅、庙宇，各
种楼堂馆所——都需要大量的木材。需求量如此
之大，八百里秦川，秦岭，本来覆盖着茂密的森林，
经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砍伐，大树都给砍光了，
只能跑到山西、内蒙古去“砍砍砍”。

当时的木材消耗量有多大？学者崔玲、周若祁
曾撰写过一篇论文《长安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恶
化关系研究》，对唐长安大明宫、兴庆宫木材用量
首次进行定量估算，进而分析唐长安城大规模建
设对周边森林植被、河流水系等自然环境所产生
的影响。结论是很惊人的：要建成史籍中记载的唐
长安大明宫、兴庆宫，需要砍伐 25 . 5 平方公里的
森林（高大乔木）面积，按整个长安城的面积来估
算，建设长安城至少需要消耗 1530 平方公里的
森林。

作者认为，这两个数字还是保守估计。随着长
安人口的逐渐增加，城内建筑不断增多，唐代后期
统治者营缮制度的松懈以及奢侈之风的蔓延，官
僚贵族大肆营建豪宅，实际上长安城的建设所需
林木，远远大于上述数字。

唐朝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创作有寓言诗《行路
难三首》，其中第二首就是借“栋梁之材”被肆意砍
伐批判朝廷对人才的浪费，但这首诗，无疑为后人
还原了当时秦岭森林遭到毁灭性开采的景象——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
土翦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
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跞涧
壑何当存。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硣豁空岩峦。
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君不见南山
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当然，秦岭大树被砍光这个锅，不能只由唐人
来背。跟欧洲古代建筑以石头为主不同，中国古代
建筑以木为本，高大的梁柱全为木材。今天的西
安，被称为“自古帝王都”，有十几个朝代在此建
都，改朝换代，都要大兴木土，“城头变幻大王旗”，
秦岭的森林，“你方砍罢我登场”。

最可怕的是改朝换代的战火，木质建筑，
哪堪大火？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在

《阿房宫赋》中描写了阿房宫的恢宏雄伟：“五
步一楼，十步一阁 ；廊腰缦回，檐牙高啄 ；各抱
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
不知其几千万落……”阿房宫的建设，成本极
高，“蜀山兀，阿房出”。但是，如此建筑奇迹，被
西楚霸王项羽一把火给烧掉了，“楚人一炬，可
怜焦土”。后人考证，项羽烧掉的不是阿房宫，
而是咸阳宫。咸阳宫规模比阿房宫要大得多，

《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烧秦宫室，火三
月不灭……”

项羽自刎，刘邦笑到最后，开始营造大汉宫
殿，木头哪里来？上秦岭砍树。这样的故事，一遍又
一遍发生。

真可谓“项羽一把火，秦岭千年泪”！

二

长安城，向秦岭索要的，还不仅仅是巨木
良材。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不朽之作《卖炭翁》，开头
就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这个“南山”，即
终南山，秦岭山脉主峰之一。

“秦岭”地名之最初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
记》：“秦岭，天下之大阻。”早在有人类存在的数
亿年前，剧烈的造山运动，在大地上崛起了秦岭
的雄伟身躯。狭义上的秦岭，介于关中平原和南
面的汉江谷地之间，是嘉陵江、洛河、渭河、汉江
四条河流的分水岭；而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
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以及蚌埠
附近的张八岭，是长江和黄河、淮河流域的分
水岭。

长期以来，人们把秦岭看作是中国“南方”和
“北方”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南北，气候迥异，在冬
天，秦岭南边的汉中盆地，依然青山绿水。但仅一
山之隔的秦岭以北关中地区，却是寒风凛冽。冬天
取暖，是关中人的头等大事。

如何取暖？有钱人烧炭，穷苦人烧柴。唐代
诗人元稹有首诗叫《咏廿四气诗·大寒十二月
中》：“腊酒自盈樽，金炉兽炭温。大寒宜近火，
无事莫开门。”说的是有钱人的冬天惬意生活，
炭火烧得旺旺的，任外面寒风呼啸，一室温暖
如春，人们宅在家中，喝着温好的酒。诗中的
“金炉”“兽炭”，是指铜制暖炉和做成兽形的木
炭。史载，长安城里的富贵人家，事事讲究，连
冬天烧的木炭，都会捏成鸟兽的形状。譬如杨
贵妃的兄长、宰相杨国忠，家中取暖，铜炉里燃
的，都是用蜜和炭屑捏成的双凤鸟。真是穷奢
极欲。

在唐朝，帮助人们过冬的木炭是刚需，为确保
长安城里的木炭供应，唐玄宗在位时，朝廷还特别
增设了“木炭使”的官职，专门负责购买、烧制木
炭，供给长安皇室和官员使用。朝廷还给有身份地
位的胡人发放木炭，让他们在寒冬季节能够感受
到大唐的温暖。

在秦岭砍柴烧炭，到长安赶车卖炭，当年是个
热门职业。没钱买炭的寻常百姓，就烧地炉——在
自己家的屋子里挖一个深坑，在坑里堆满木柴，点
火取暖，全家围坐在地炉边，身心俱暖，也蛮有幸
福感的。

当然，没有幸福感的，是秦岭。当时满秦岭转
悠的，不是隐士，而是樵夫。

相比于建筑需要对巨木良材的砍伐，这种燃
薪做饭、取暖的生活方式，对于秦岭森林的破坏，
同样巨大。后者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直至燃煤的普及。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出生于秦
岭东段南麓的丹凤县，他的新作，是以秦岭为背景
的长篇小说《山本》。贾平凹在谈及《山本》创作心
得的文章《秦岭和秦岭中的我》中写道：

“十四五岁时我开始跟着大人去山上砍柴，
我们那不产煤，做饭取暖全靠烧柴火，世世代代把
周边山上的树都砍完了，再砍就得到三四十里更
远的山上去。砍了柴，用竹篓背着回来的路全在半
山腰上，路窄，窄细如绳，一边是陡崖，一边是万丈
深沟，路上有固定的歇息处，那是一堆大石头和几
个土台子，可以把背篓放在上面，那些歇息处是以
大人的体力和耐力设定的，而我年龄小，力气不
够，背六十多斤的柴常常是赶不到歇息处，就实在
走不动了，但我必须要赶到歇息处，否则你就会倒
下来，掉进深沟。我每次都不说话，说话那要费力
气，你就是说了也没人听。咬紧牙关，自己给自己
鼓劲：我行，我能赶到那里！真的我都成功地到达
了歇息处。虽然那时汗水模糊了双眼，只要腿一
抖，那就抖得哗哗地停不下来。当年背柴赶路的经
历使我在以后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喜欢做的，或我

必须做的，再苦再累都能坚持……”

千百年来，在秦岭中伐木砍柴的人很辛苦，
但最苦的，还是秦岭。

三

秦岭的大树、小树都给砍光了，后果很严
重。长安，曾经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越来越不
适合人类居住了。

最明显的警兆是：长安开始缺水了。今人说
“天府之国”，指的是四川盆地，但史籍记载最早
的天府之国，却是关中地区。要知道，在秦岭的
庇护下，先秦时期，关中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森
林繁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长安更是有“渭、
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真是天造地
设的福地。但随着秦岭的森林资源遭到年复一
年的破坏，失去了涵养水源的能力。在中唐以后
的史料中，长安周边河流断流的记录越来越多。
直到今天，西安还是中国最缺水的城市之一。

水一旦枯竭，巨大的危机便接踵而来。首
先，是耕地的减少，唐朝《通典·州郡四》记载，西
汉时，关中地区有灌溉农田 4 . 45 万顷；但到了
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这个数字锐减到了
0 . 62 万顷，一方面，是长安人口的几何倍数增
长，另一方面，却是可灌溉面积耕地减少近九
成。粮食危机，考验着长安城，尤其是在“安史之
乱”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日益衰退，长安，
逐渐变成一座饥饿的城市。

随着关中地区产粮能力的衰退，要想维持
这么一座巨大城市的运转，只能依靠漕运从外
地运粮，但随着秦岭生态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漕
运也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
黄河和渭水泥沙淤塞越来越严重，极大影响了
外地粮食通过漕运运进长安的效率。从史料上
来看，在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
进入长安的记载，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更要命的是藩镇与唐王朝的博弈。漕运系
统要运行畅通，前提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内，中央政府对地方有足够控制能力。“安史之
乱”后，藩镇崛起，拥兵自重，日益骄奢，不把朝
廷放在眼里，具体到漕运，藩镇开始与朝廷“争
水”。《哈佛中国史》之《唐朝：世界性的帝国》一
书写道：“‘安史之乱 ’后，藩镇节度使成为重
要的政治力量，黄河中游灌溉与运输之间的
紧张状态加剧。为了供养军队，节度使拒绝缴
税粮给朝廷，把更大量的水源转作灌溉之用。有
时这种行为令运河水平面降低以致无法行船运
输。而且，由于灌溉工程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很
多水从工程漏洞流失了，进一步减少了整体的
可利用量。在朝廷和藩镇间围绕这种稀缺资源
而进行斗争成为理解 9 世纪政治的关键。”

可以说，秦岭因森林被肆意砍伐而导致的
生态系统破坏，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将长安无可挽回地推入劫难。更多的打击接踵
而来，比如越来越频繁的旱涝灾害，没有了森林
涵养，一场大雨，就能带来一场洪水。更多的是

旱灾，据史料统计，公元八世纪，唐代中期，关中
地区竟然发生了 37 次旱灾，平均每 2 . 7 年就
发生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末年，地球进入“小冰
河期”，因为气候变化，各种天灾频发，加速了大
明的覆亡。但与明朝末年不同的是，有唐一朝，
是关中气候条件最好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但
此时期的旱灾、水涝却极为频繁，尤其是唐朝中
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水旱灾害高发期，这种灾
害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的不一致，其原因只能
说是“不作不死”，这就是对秦岭森林资源长期
大肆破坏带来的恶果，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终
于到了临界点，脆弱的生态系统再也支撑不下
去，崩溃了。《长安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关
系研究》一文沉痛写道：

“唐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建设最华丽，人口最
多的都城，在城市建设史中有重要地位，但同时
也是长安周边生态环境从‘量’变到‘质’变的转
折时期。”

四

公元 904 年正月，长安城最后的时刻到了。
军阀朱温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杀死一批

唐朝大臣，逼迫唐昭宗迁到洛阳，唐昭宗不得不
从。《旧唐书·昭宗纪》载：朱温下令长安百姓按
籍迁移，在长安人的悲泣声中，朱温军队“毁长
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
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那些在唐末一场场战
火中侥幸得存的皇皇建筑，被拆毁了；那些构建
起一个雄伟长安的栋梁之材，沿河漂流，无声地
诉说历史的巨大悲哀。

长安，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作为中国首都和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伟大城市，从此消失于
历史舞台中央，以残破不堪的形象退居到边缘
地带。直到公元 1644 年 1 月，李自成攻破长安，
在此登基，号称“大顺帝”，随即率军北上，打下
北京城，又从北京城败走，回到长安，但旋即又
放弃了这座城市。

时光流逝，人来人往，生生灭灭，秦岭始终
在那里，看着人类的愚昧、贪婪、疯狂和不可避
免的悲剧，沉默无语。

近年来，让秦岭得到极大关注的，是违建别
墅事件。是的，只要了解秦岭在保护中国生态环
境中的重要地位，了解历史对秦岭巨大的生态
欠账，就会明白，在秦岭毁林挖山建别墅，是何
等恶劣，何等缺乏敬畏之心。

今人无法穿越到过去，告诉长安城里的人：别
再到秦岭砍树了，否则长安城也会跟着遭殃。但今
人能够做到的是，敬畏秦岭，敬畏自然，敬畏历史。

令人欣慰的是，在唐朝时期开始由水草丰
美之地变成不毛之地的毛乌素沙漠，在今天已
得到完善治理，昔日荒漠，变成了树林、草地和
良田，黄河的年输沙量，因此足足减少了四亿
吨。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

而对秦岭违建别墅的查处，人们看到了中央
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强决心，秦岭生态会越来越
好，这是一个传递美好希望的信号。

历史无法改变，但明天的历史，是今天可以
创造的。

“要建成史籍中记载的唐长安

大明宫、兴庆宫，需要砍伐 25 . 5

平方公里的森林 (高大乔木 )面

积，按整个长安城的面积来估算，

建设长安城至少需要消耗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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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北京有一场诗歌活动，
诗人中岛主编的《诗参考》迎来了
30 周年。130 多名诗人与来宾，聚
在东三环的一处所在，大家朗诵诗
歌、聆听诗歌。因为获得了一项荣
誉，我也前去参加了这场活动，见了
许多十多年未见的朋友，这也意味
着，我已经远离诗歌十多年了。

初当北漂的时候，诗人群体是我
最早的圈子，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各个
地方，每晚总有诗歌聚会。所谓诗歌
聚会，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喝酒，喝
了点酒之后，就在席间朗诵诗歌。

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那几年，
以及新世纪之初，北京城的人们，对
于诗人的活跃习以为常，并不觉得
酒馆里有人朗诵诗是件怪异的事
情。记得有名诗人曾在长安街上行
驶的一辆公交车里，站在与司机并
排的位置，手握一本诗刊，声情并茂
地朗读一首诗，放在今天，他也许会
被其他乘客用手机录下来放在社交
媒体上，引来一阵嘲讽。

“贫穷而听着风声”是不够的，那时候虽
然诗人们都穷，但喝酒的钱还是有的，不见得
是什么好馆子，街头巷尾普普通通的小酒馆
就好。一个狭小的包间里，经常挤进来十多个
人，有很有名的诗人，也有刚刚流浪过来的年
轻人，大家不排座次、不分彼此，点个头就算
交了朋友。

我居住的房子，成为一个流动的诗人落脚
点，来了诗人，就在家中餐桌上支起一个火锅，
放条鱼或者两斤羊肉进去，吃完了就只捞土豆
片和白菜。那时我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但家人
并不觉得经常有人上门麻烦。吃饱了的诗人朋
友，有时会在客厅打地铺，地铺打不下，就到厨
房里开窗户抽一夜的烟聊一夜的天。

诗人中岛大约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来
的北京，但阴差阳错，我很晚才认识他。后来
我们住到了一条河的东岸，才有了交集的机
会。他讲过许多早期来北京的故事，比如大家
都熟悉的住地下室的经历，“整整背出来一袋
子虫子尸体”，他用诗人独有的夸张讲述打扫
地下室的状况。

中岛也有过辉煌的时候，那
是他担任一家都市报主编时，工
资收入本身就高，再加上给一些
媒体撰写专栏，使得他在一段时
间里成为一个“有钱的文化人”。
年轻时的中岛白天编稿写稿纵笔
纵情，晚上就吆喝朋友去饭店、酒
吧“千金散去还复来”，在一年收
入就够买京郊一套房子的时代，
诗人中岛愣是没给自己留下一片
瓦。中年之后的中岛并不为此惋
惜，与青春比起来，钱算什么。

作为朋友的中岛，是个敏感、细
心、总是为别人考虑的人，作为一名
诗歌活动家的中岛，一旦投入到他
的事业当中去，不高的身躯总是能
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以 30 周年活动
的聚会为例，这场招呼了过百嘉宾
的活动，全是他与一名女主持人事
无巨细一手操办出来的。说什么，做
什么，住哪里，吃什么，中岛把每个
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几乎没人
不满意这场聚会，大家都笑言，中岛
兄把一场诗人的聚会搞得像奥斯卡
颁奖礼，直接把诗人活动抬升了好
几个档次。当聚会结束，诗人们纷纷
回到酒店在醉意中沉沉睡去，我开
车带中岛回几十公里外的家，坐在
副驾上的他，方显出一点点疲倦。

是什么时候诗人之间的联系
开始不再那么紧密了？在午夜高速公路上
疾驰的车里，我和中岛聊这个话题。2003 年
的非典，恐怕是一个门槛，跨过这个门槛之
后，大家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开
始由紧密变得疏离起来，诗人也不例外。那
些曾在一个火锅里吃饭，一张桌子上喝酒，
挤在一张床上睡的朋友们，都在北京，但却
十多年不见了，都在“朋友圈”里，但却只剩
下点赞之交了。好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
还在写诗，并且尽量活得简单而幸福，尽
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人到中年。

2019 年的这场聚会，最年轻的诗人也
都走向 40 岁，写诗的人，还是当年的那拨。
年轻人里，写诗的少了，只有这帮中年人，
还在写诗并且假装年轻。记得那场聚会，主
持人说了一句话，诗还是北京这座城市的
心跳吗，诗还是这个时代的脉搏吗，这个问
题问出来了，但却没有给出答案。答案在风
中飘。答案在那些深夜里熟睡了的诗人们
内心里。

诗
还
是
城
市
的
心
跳
吗

山河入梦

▲黄楙材穿越横断山的日记《西輶
日记》。 聂作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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