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北京鲁院
听诗人西川讲他与海子的故事
阳光清澈，风凉爽而温柔
后来，我们在鲁院那片金色的

银杏树下
开始深情朗诵海子的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
每一个诗句都那么神圣无比
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湿漉漉的
每一颗跳动的心都忧伤惋惜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心如赤子的海子
眼睛在静寂的夜空中闪烁
湛蓝而深邃
一如纯净神秘的湖水
天才的诗人啊
为何要沉浸于漫漫冬天
做黑夜里迷茫的孩子
为何在蓝蓝的无垠的天空下
倾情于孤独和绝望
为何在万物葳蕤的大地上
执着于壮美的死亡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有为你祝福
这是一个多么赤诚而热烈的

诗人啊
他想把自己融入太阳，给全世界
最温暖的光芒，而今
人们却只能去看他的故居和墓地
凭吊他故乡的土地上
伫立的那块坚硬的纪念碑
还有他那些永恒的不朽的诗句

生与死，于海子而言
或者都是圣洁的天堂
只是世界始终不能明白
这样一个纯粹的人
质朴的人，赤诚的人，浪漫的人

一个纯情的来自查湾村的天
才的少年

因何痛彻心扉！
毅然忘我地走出母亲那温暖

的目光
绝情地放弃这世上挚爱的人
还有他那献给人类的光芒四

射的诗句
在春天里，在春风里，在呼啸

的世界里
那般淡定静默，遥望飞鸟，凝

视山川
以刹那的勇敢，让灵魂升腾
留下一片血红的飞翔的云彩
山海关，一个雄浑的地方
一个粗旷的地方，成为一代天

才的诗人
仰望星空，皈依灵魂的神圣的天堂

岁月如歌，江山如诗
在每一个风起风落的春天
每一片摇曳的绿叶和飘落的雨滴
都有了那个叫海子的诗人的影子
伫立于风中，吟诵他那些真挚的诗
温暖、温柔而苍凉
那么多天南海北的人，都能感知
海子的灵魂，在春天的风里
颤栗舞蹈，含泪歌唱
他的浪漫与孤独，悲凉与决绝
是一个永远的神圣的秘密
或许，唯有辽阔的大地
无垠的天空，才能冥冥之中
感知他懂得他这颗孤独孤傲的心

一个孩子一样单纯的人
一个为诗歌而生的精灵
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人
为什么轰然间，折翅断羽
以灵魂和诗歌的勇敢牺牲
告别灿烂的生命，告别
这个世界的阳光、鲜花和爱情
毅然决然，苍凉无比
洒血为花，悲壮成诗

永远的海子
■ 郑旺盛

给我一个停下的理由，春天
密密实实的油菜花已挤满大地
并挤进了车窗。我是说香气
占领和侵略，都携带不可拒绝的美

这是初春的午后，在风中
我有软绵绵的醉意
这金黄的荡漾的眼波，这无处

不在的
温柔的包围，譬如往事
譬如我们在花海中的遇见

一个拔猪草的少女，被春天厚待
你拎着两只沉甸甸的竹篮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塍路上
我被飞来飞去的蝴蝶吸引
头上落满轻轻的花瓣

那时候，我以为我永远走不出
麦菜岭

而你将山外的天空指给我看
风继续吹来，许多甜美和馨香之物
从山的这一头蔓延到那一头

许多人在南方撒下金黄的种子
许多渴望开花的心，向着春天眺望
记忆中逗留的气息，又一次
指引我陷入天堂般的幻觉

春天的油菜花
■ 朝颜

诗意滨海

诗/滹沱 图/贾成龙

5

描 绘 新 滨 海

讴 歌 新 经 济

塑 造 新 人 物

打 造 新 文 学2022年4月18日 星期一 ■ 主办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国新经济文学创作基地 ■ 主编 陈丽伟 ■ 责编 李勇 ■ 校对 陈超 ■ 制作 周海生 ■ 投稿邮箱：tjbhxjjwx@163.com

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OMY LIFE

最是春意暖人心
■ 安子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现代科技之城的镜像
■ 孙仁歌

鸟是春的歌手
■ 宋扬

鸟群扯下夜的口罩，呼吸一下子

变得轻快。迫不及待地，它们要把宵

禁一夜的话都搁清晨诉说。

麻雀最急，像不小心跑过钢琴键

盘的老鼠,声音在小区里蹦来蹦去。

麻雀多，倒在铁锅里的豆子一样，精

灵、敏感。叽叽喳喳，在火焰上绽放。

头鸟叫不出名字，体型或雀或

鸠，站在树梢君临天下。间或一声，

空灵、辽远，是驱赶试蹄的新马奔赴

春天的新车把式，鞭花儿一声声脆

响。又沉郁、敦厚，是苛刻的琴师，在

五弦上总找不到让自己称心如意的

作品。又潇洒、刚毅，是佐罗的直剑，

剑气游走，在空中随性画出自己的身

份——“Z”。又急迫、催逼，是唤回

城市假死一夜的“W”生命心率图。

与“游人去而禽鸟乐”的时间节点

相反，鸟儿清楚接下来的城市将不属

于它们——属于地面高速驰过的汽

车，属于空中不知疲倦的铁翅膀。一

个小时匆匆，鸟的演唱会紧凑、高效。

人和鸟处在彼此不能完全融入的同一

世界。同乐同欢的场景，只能在被豢

养的广场鸽，或被半豢养的红嘴鸥对

人的谄媚中看到。真正的鸟像利奥波

德在《大雁归来》中说的一样——“目

空一切地从我们的头上高高飞过”。

白天的鸟儿以收声的姿态在树上

一动不动，像匍匐的泥土。偶尔在窗

外飘，无声地从一棵树滑翔到另一棵

树，恍若四月初最后一片掉落的叶子。

暗下来的天空又成了鸟儿出没

的盾牌。憋屈了整个白天的鸟儿要

抓住一天的尾巴。隆隆隆隆的有

“机”的一天，“有机”的鸟声被迫退

却。直等到奔跑了一天的机器停止

了奔跑，等到它们的声音越来越稀

疏，鸟的声音又欢快地传来。

每天清晨，我都在固定的时间被

鸟声唤醒。鸟的生物钟像闹钟，一成不

变，日暮便息，天明即鸣。天地时序，自

有规律，都市人却白天不懂夜的黑。鸟

的晨鸣，大概是在提醒或逼迫我们顺

时作息吧。可惜，我们对时序的顺应、

对自己身体的爱惜竟不如一只鸟。

巴西音乐家加巴斯·阿格内里受

鸟儿启发——它们站在五根平行的电

线上——记录下鸟儿创作的五线谱。

声音悠远、宁静、自然。鸟儿不光是城

市早晚的歌唱家，也是天生的作曲者。

“一鸟不鸣”的幽，是死寂的。“鸟

鸣城更幽”的幽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

的启示。今晚，关掉手机，早早入睡，

等待明天的歌唱家，把我从梦中柔柔

唤醒。

“我用山川作酒，敬你旷世温柔，就算至死

我亦不休，我乘一叶孤舟，飘荡江水悠悠，只剩

我一番深情徒留……”周末，从邻居大姐家里

不光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味，还飘出了这首令

人甚是心醉的歌曲，鼻子耳朵瞬间被一起诱

惑，贪婪地闻和听。

这时，手机响了。

“下楼来拿快递。”

因为疫情，好长时间都没有从网上购物

了。带着一丝好奇，下楼取了快递，一看是从

甘肃天水寄来的。

“谁寄的？啥东西？”

先用酒精喷壶给快递仔仔细细消了毒，然

后拆开包裹，共有5包，打开其中一包，有类似调

料的小包，还有一整块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

在好奇心驱使下，赶紧看那张精美产品说

明：“天水呱呱,是一种甘肃天水的传统风味小

吃，被誉为‘秦州第一美食’，最早产生于西汉

时期，是用当地特产的一种被称作荞麦的淀粉

制作的，以香、辣、绵、软著称。”

原来是自己小时候最爱吃的“呱呱”。再

看邮寄人，原来是自己曾经最好的朋友春花。

感觉中好像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和春花联

系过了,通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时,彼此倒是经

常写信。随着通讯方式越来越便捷,反而联系

越来越少。有了微信后，刚开始热络联系，过

了一段时间，又联系少了。真应了那句“时间

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习惯没有你”。

“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也不见你在朋友圈

发东西，你是否还安好？”春花问。

看到春花的问候，赶紧回应，和春花聊了会

儿天，疫情之下，都将欲望调整在“活着就是胜

利，喘气就是效益”的可控范围之内，反倒因了

幸福指数低，反而感觉很幸福。聊到后来，无意

间跟春花说：“很是想念小时候吃过的呱呱。”

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春花寄来的“呱

呱”。感觉这个时代，孤陋寡闻有时会限制人

的想象，只有人想不到，只要想到了就存在，网

购都能买到，没想到过天水“呱呱”这种很是民

间的小吃，也成了产品，网上都能淘到。

小时候，因家里生活条件不好，所以就总

去生活条件较好的春花家蹭饭，春花母亲会用

家中有限食材，给一家人尽力改善伙食。她会

用青稞面做酿皮子，用荞麦面做“呱呱”，用包

谷面做菜团子，用土豆粉做凉粉……“一两煤，

一块炭，积少成多煮熟饭。”伴随着这种朴实简

单的俚语，春花母亲将简单粮食做成各种花样

的面食，每当我和春花玩耍累了或放学后回到

她们家，炕桌上，早已摆好被春花妈妈擦得干

干净净的盐罐、醋罐、辣椒罐，还有花椒油炝过

的葱花，菜籽油炒过的韭菜，烧沸的井水放凉

后泡着的蒜末，都被放在花边瓷碗里，安安静

静地、不动声色地，以配角的姿态，等待上场。

这些调料的中间，就是主角，就是那一大盆子

面食，有时是面片，有时是面条，有时是麻食，

有时是裤带面、拉条子……春花一家人团团围

着炕桌坐，当然“一筐鸡蛋里混进个猕猴桃般”

也包括我，每人手拿一个空碗，先用筷子挑了

面，再用筷子挑了不同的料，在碗里搅拌好了，

大口吃，虽然没有高营养，却感觉是世上最香

的吃食。因为有极容易感觉到饥饿的胃在等

待，也有极容易感觉到满足的春花一家人在亲

情融融中相依为命。

记得小时候，因为家里人口多，还不到10

岁的我，就要踩了板凳给一家人擀面条。常常

是比我胖和高、也比我力气大的春花来帮我。

都是她先将面粉用水和成面团，然后一切两

半，她揉一半面我揉另一半，她擀一大张子面

片我擀另一张。四季在各自不同的美丽中更

迭，这种友谊，一直维系到一件意外事情发生

后就戛然而止。春花的妹妹春草，在一次夏天

和小朋友们去河滩的水里游泳时给淹死了，5

岁的春草，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至此后，春花

的父亲，一位伐木工人，因伤心过度，就不太愿

意在我们那个县城待了，就带着一家人去了别

的地方伐木。从此后我很是过了一段“淡淡思

念，淡淡紫丁的芬芳；静静远去，静静时光的流

淌；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得惆怅；就像那年那

夜漫天的星光”的忧伤日子，慢慢地，随着时间

的流逝，春花也渐渐成了已经忘却的纪念。

今年的这个春天，因为新冠疫情更加捉摸

不定的反扑，导致人在长久的抗疫后，身心异

常的焦灼疲惫。收到春花寄来的“呱呱”后，用

手撕成小片，再倒上那包由辣子油、芝麻酱、食

盐、醋、蒜泥调制而成的调料包，一种久违了的

很是温热的感觉，瞬间就从眼窝底下渗上来。

感觉到最是“春”意暖人心。

作为中国作协定点生活扶持项目，壬寅年

前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追

风》，是小说家洪放近年厚积薄发、满怀阳刚之

气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新作，也算是献给壬寅

新年的一份厚礼。

《追风》并不落俗套，不是从某种观念出

发、复制脸谱化简单趋向主流形态的作品，而

是从生活出发，从城市出发，从科技出发，从现

实出发，从人性出发，去讲述一个城市科教兴

邦、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的追风壮举，呈现给读

者的是一个现代科技之城的人文风貌，真乃

“天马奔腾雾霭空，翩乎逐电与追风”。

小说以一种立体的、现代的、鲜活的笔触

塑造了当下一群为城市科技建设大显身手的

潮人形象，彰显了一个城市科技创新及其发展

建设的真实现状。小说以中国长三角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合肥市为蓝本，生动地再现了合肥

这个科技之城迅速崛起的一个缩影。合肥作

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经济

建设的进程中，抓住了机遇，经济发展城市建

设尤其科教领域研究等方面突飞猛进，逐电追

风，通过一群仁人志士历经几十年的奋进拼

搏，不仅一举跃入全国四大科教基地，还成为

长三角副中心城市、新一线城市，无论是软件

还是硬件乃至 GDP，在长三角一带都出类拔

萃，傲然挺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大都

市。如果没有一茬又一茬有识有为之士的励

精图治，真抓实干，这些成就是不会从天上掉

下来的。《追风》在尊重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进行

小说创作，努力服从小说创作的原理与规律经

营这部城市科技叙事长篇，小说立意阳光、构

思大胆、想象丰富、细节密度高，人性化叙述文

字充满字里行间，一路读下来，文字流畅、节奏

明快、叙述疏密有致，可读性并不逊色于某些

荒腔走板的小说。

《追风》浓墨重彩地刻画塑造了南州市市

委书记唐铭、市长刘振兴、副市长杜光辉等一

群公仆形象，小说主线围绕他们如何排除种种

困难与阻力进行科技创新、不拘一格广纳人

才、引进并上马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等工作，

积极进取，一展聪明才智，给人一种可亲可近

的富有务实质感的都市牛人印象。小说赋予

人物一派现代城市风采和开放不羁的励志情

怀，在问题不少、矛盾不小的境遇中踌躇满志

地置身于科技城市的创新、建设，显然任何人

也成不了现代版的高大全，小说家似乎已经走

进了他们的内在世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及

其工作中的苦辣酸咸，他们和一切普通人一

样，有幸福，有风情，也有苦恼和不幸。作者对

副市长杜光辉这个人物形象情有独钟，对其人

性化的性格描写不吝笔墨，杜光辉也是小说中

的主角，在南州市的决策层里，他不是举足轻

重的人物，但在小说的内外结构及其故事情节

中，杜光辉却是一个聚焦点。

杜光辉是南州市新任市委书记唐铭求贤

若渴、广纳英才、不拘一格从中科院引进的一

位有高学历、有高职称、有出类拔萃专长的高

端人才，他是经济圈子里响当当的经济学家。

作者在杜光辉身上注入了含量较高的人性化

的“私人生活”、人间烟火和普通人的喜怒哀

乐，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并不幸福，妻子远去异

国他乡直至离婚分手扬镳，他深深疼爱自己的

女儿，可女儿又不在身边，对女儿时时牵挂又

常常爱莫能助。他被引进南州市由挂职副市

长到正式走马上任副市长后，也受到很多人不

解、非议甚至诟病，在科技创新逐电追风的滚

滚激流中，也历经了种种误会与偶然性，以致

遭到明枪暗箭的杀伤。南州市这个科技气息

蒸蒸日上的现代大都市也不是世外桃源，好事

者丛生，充满了矛盾、嫉恨、阴险、眼前的“暗

箭”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杜光辉首先是血肉之躯，和普通人一样，

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他无法战胜情感，他

由衷爱上了精明能干、理解他又能支持他奋进

南州科技创新大业的志同道合的孟春，爱是正

能量，有时就是一种催化剂，纵然没有结果，也

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何况有情人终成眷

属就是人性的见证，尽管小说没有交代他们最

终步入婚姻殿堂的结果，留个悬念似乎更有利

于观照小说深层次结构的需要。

在遭遇举报、暗算，生命一度处于低潮的

日子里，杜光辉没有气馁，没有一蹶不振，而是

一如既往投入到科技创新、引进重点项目和最

先进企业、研发最前沿科技、落实上马开工了

一批项目工程等等；事业有成，又收获了全新

的爱情、南州市的团结和科技城南州市一片蔚

蓝色的天。另外，作者也没有忽略杜光辉有趣

的一面，他虽然是个理工男，可爱好广泛，琴棋

书画，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他似乎无所不爱，

有时还灵感勃发，诗意盎然，饱含文人的浪漫

情怀。在小说家洪放的笔下，杜光辉的公仆形

象的确有血有肉，血肉丰满，也悄然融进了读

者的审美世界。

由此可见，小说家洪放创作《追风》得心应

手，把故事讲述得有板有眼，生动鲜活，颇有可

读性，这与他厚实的生活积淀与前期成果的训

练有素不无关系。当然，就小说结构而言，《追

风》的外部结构流畅、圆润、敞亮，包括语言，都

可圈可点，但可能受到取材和写法的某种局限

性，小说深层结构尚欠更多超出字面的东西，

即掩卷之后能让读者久久愣神的“无限”所在

似乎稍稍差强人意。

但《追风》作为中国当下第一部全面反映

一个省会城市科技创新、彰显一群现代公仆共

同奋进历程的长篇小说，既是一大尝试，也是

一大突破，至少突破了当下主流文化形态下公

仆形象的模式化倾向，还原以杜光辉为代表的

一群公仆富有普通人之人性化的完整面目，让

官场官人的丰富性能更多地进入普通领域，以

赢得更多读者去接受现代公仆孜孜为民为国

励精图治的平民形象。

花海凝香熏

豆蔻，姹紫嫣红，

沁脾还盈袖。满

地青春扶老幼，欢

声笑语云天透。

常忆荒滩千

载陋，卅岁耕耘，

血汗家园就。且

借韶光留影够，光

辉岁月华章奏。

蝶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