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作家彭学明的长篇散
文《娘》中不能自拔。我知道，我是被文章感动了。
可真要说感动在什么地方，我似乎一下说不上来。
就此，时续时断，停停读读，终使我收获了对《娘》的
深层次的认识——胜在写作特色。

《娘》感人至深，触及人的灵魂。这是我目前读
到的关于叙写母爱的一篇比较全面、深刻、独特的好
文章。也许苦难是催生佳作的诱因，作家能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母亲的苦难史，一直写到本世纪初母
亲的现代生活，其时间跨度之大、故事之复杂、情节
之矛盾，委实令人叫绝。

《娘》一文中，书面语里点缀土语，显得亲切、贴
切，“阳春白雪”中不失“下里巴人”。例如文中个人
（自己）、哪门（怎么）、米有（没有）、家务堂（家庭）等
土家族方言的运用，由于作家括号里边加了注释，读
者不仅没有陌生感，反而增添了新鲜感、随和感。“在
我左右彷徨时，乌云沉沉的天空里，突然间漏下一线
光来，照射到我人生的十字路口。阳光和雨滴同时
飘落下来，架起了我人生的一段彩虹。”书面语的运
用，在这里既文采飞扬，又生动传神，避免了生硬俗
气、一成不变，把读者的情趣、想象激活了起来。

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语言。“稻浪起伏翻滚，爹的
心也在起伏翻滚”“爹的房子和叔叔婶娘的房子……
只隔了几十米……娘和爹就是被这几十米的距离生
生分开，天各一方”。一切景语皆情语，此处的稻浪
翻滚映衬了爹内心的翻滚，说明爹内心七上八下，暗
示了娘和爹要伙食费无果。两代人房子隔几十米，
实际上是说两代人的思想有隔阂。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最终娘和爹还是被其叔叔婶娘拆散了。特定环
境下的特定语言总是遵循人的情感和想象的逻辑行
事，它可以寻求与外在客观事实相符。特定的语言
美正是与这种内指性密切相关。“本以为会上北大、
清华、人大，结果是上了一个‘自高自大’”“我不相信
命运的枪口，会再一次把我从天空中射下来”“学校
不想他的这个最优秀的学生一身武功废了”。此三
句谓本色语，即叙述人所用的描述性语言极符合被
刻画对象所在的环境，似乎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准
确生动地刻画出当时的状况。陶明浚说：“本色者，
所以保全天趣者也。”不加修饰，颇具本色，人人都能
读懂，且趣味十足。

当然，本文语言特征远不止这些，其余像名词用
作环境描写、简洁有力等等。总之，多种语言的运用
为本文增添了无限活力和魅力。毋庸置疑，文学是
语言的艺术，语言在《娘》中是作为一种“直接”现实
而存在的，它构成了文章客观的和基本的存在方式，
无疑在本文中占有首要地位。

该文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在矛盾冲突中开始，在

矛盾冲突中结束。起始娘与继父及寨子的人吵、打，
“我”不仅不助战，反而认为那是羞辱，不是不理娘，
就是与娘对着干，全然不顾及娘受了受不了。“我”任
十多个小孩压在身上，是娘替“我”解了围，救了“我”
一命，谁知“我”非但不领情，还埋怨娘。最后娘由农
村到城市也是“我”惹的“祸”，娘不进城，“我”非让
进，娘认为进城是受罪，“我”认为进城是享福。末
了，“我”把娘“骗”进了城。娘为“我”做这做那，“我”
不是看成“丢脸”就是看成没必要。娘怕进医院，

“我”非让进医院，娘说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说进去
病才能好得快些，岂料娘真的在医院“走”了。行文
步步深入，波澜起伏，特别有张力和吸引力。娘吃苦
受累，“我”不但不与之分担，甚且分庭抗礼，面对外
界之苦与儿子不理解不支持之苦的双重压迫，“娘非
但没倒下，还草一样从夹缝中钻出，给孩子一缕绿
荫。娘是中国乡村最朴实顽强的骨头，是中国女性
最坚韧的品性。”于此，文章意旨全出。

《娘》令人怦然心动的另一个原因，不只是就娘
写娘，还在于严于剖析自我，以达到反省与反衬的目
的。“我不是用男人的血性和孩子的孝顺去保护娘，
而是胆怯别人的白眼。我现在想，因为别人的一道
阴冷歧视的白眼，我就选择了逃避，放弃了娘，如果
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架在娘的脖子上呢？我会怎
样？……我对娘的冷漠和粗暴，何尝不是一把寒光
闪闪的刀呢？……的确是插在娘心上的一把刀。”越
是无情地剖析自我，越显示了“我”的残忍，而娘则成
了这残忍下的“受害者”，而且受得无怨无悔，受得痴
心不改。“表面上，我似乎为娘的名誉在战；实际上，
我是为自己的荣誉在战。表面上，我战胜了；实际
上，我战败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此彻底认为娘
给我丢了脸……我从心底，自己把自己彻底打垮
了。”作家剖析自己越深，从另一方面讲是为了反衬
娘对“我”的爱之无私、之刻骨、之博大。这就如同为
读者打开一扇通往心灵的大门，营造了“真与诚”的
文学底蕴，实现了接受客体层次上的共鸣与感悟。

语言、结构、情节……全都是为了颂扬深挚的
母爱，全都是为了突出娘——中国女性最坚韧的
品性这一宗旨，只是突出得那样迂回曲折，那样酣
畅淋漓，那样言之有文，那样行而远矣，让人想要
忘记，难！

长篇散文《娘》赏读
◎常耀宗

2020年岁末，第二届“印记：转化·继承”美
术作品展，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图书馆草原印象展
厅举行，展出48位艺术家的88件作品。展览以
其开放的姿态、多元的面貌，为寒冬里的首府带来
一丝艺术的春意。

策展组织者秉着“以老推新”的愿景，汇聚了
“40后”到“90后”老中青三代艺术创作者的作品，
尤以年轻人的作品为主。

策展人莫尼说，“展览的主题‘转化·继承’来
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论述，宗旨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的关系，重点关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
次展览中的“转化”，意在彰显与传统绘画和流行
绘画不同的艺术形态和创新力量；而“继承”，是对
经典与传统文化的致敬和弘扬。

“多样性”是此展青年艺术创作者作品的一个
显著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观念来源、创作
语境与表现方式。

首先是观念来源的多样性，有来自中国传统文
化的，有来自异域文化的，也有来自民族民间文化
的。80后旅德艺术创作者何佳在创作中重构回忆
里的风景及当时的心理感受，湖水、森林、女孩……
作品中叙事性和抽象化结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与西方文化，营造出神秘又富有诗意的氛围。

其次是创作语境的多样性，有“生命”“个体”
“情感”等多种观感体验。自小生长在辽阔草原上
的90后绘画创作者赛汗塔拉，对家乡无法割舍的
深厚感情和与生俱来的草原文化基因，使他持续
性地关注现代文明进程与游牧文化的关系。作品
通过一些代表生命、族群的象征符号，诸如羊群在
钢轨上小心翼翼又迷茫地走着，从而体现草原文
化、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反映出作者对民

族文化与生存环境的思考。
最后是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对传统媒材的挖

掘和转化，新媒介的利用与拓展，多种物质材料的
结合，亦或是纯绘画性的回归。如90后绘画创作
者靳双双的作品，以油画为主的表现技法，兼用丝
网、石膏等材料作为辅助，很好地表现出作者对人
类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与自然和动物和谐共处这一
问题的思考。

相较老一代艺术家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
关怀倾向，年轻艺术创作者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从个体生命感受
出发，寻找和世界发生联系的新方式。他们的出
现，使我们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可能性与希望。当
代艺术家徐冰曾说：“你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
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其实每个人的处境和
问题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在现今社会，年轻艺术创作者面临的竞争压
力比以往更大，但机会也相对更多。对于年轻艺
术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判断与选择，对未来发
展趋势的判断，对自身发展路径的选择，选择决定
了未来能走多远。展览学术主持兴安说：“未来属
于年轻人，艺术的未来同样等待着年轻人的成长
和接力。年轻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力量。”我们
相信艺术对文化的推动力量，以及艺术自身的进
化能力，即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以老推新 多元发展
——由第二届“印记：转化·继承”美术展看内蒙古新生代艺术力量

◎刘霄宇

当我手捧这本厚重的、散发着油墨
清香的刘建光 （笔名九曲黄河） 的诗集
《诗度华年》 时，有点迫不及待，想一口
气读完。这部诗集作品取材诗人身边的
物事，诗人始终抱着一颗赤子之心，用
诗作诠释自己的初心、信仰与情怀，宣
泄了超现实的情绪，表现出人格的清
纯、意志的坚韧和思想的丰厚。

纵览诗坛，在当代的写作中，很多
人生活于现实的空间，而刘建光则存在
超现实或者游走于现实和超现实的交叉
点上，主要体现在 《诗度华年》 的温度
与诗韵。在这个时代，有时超现实比现
实更真实，更有穿透力、张力，这就是
艺术的可贵之处，也是刘建光诗之独特
价值所在。

生命乡土的温度

细细品读诗集中的每一首诗，如《疼
痛》《母亲的一双手》《悼念岳母》《爱》
《妈妈在乡下》 等写给母亲的诗篇，均显
现了母子深情。这份爱不仅是对母亲养育
之恩的感激，更多的是对母亲坚韧、隐忍
品质的崇敬。写母亲自然也是写故土，诗
人对母亲的爱融于对乡土深情的爱。如诗
篇《老屋》以一种浪漫叙事抒情歌吟的方
式，唱出了一个本真而高远的诗意世界。
诗里有浓厚的故土意识和家园情结，有挥
之不去“乡愁”的冲动，随性而至，即事
即景，但不滥觞于抒情，而在克制的叙
写，把诗意引向某种超现实的境界。诗人
常常将故土作为牧养诗歌的营养地。这种
基地辽阔壮美，成为一种格局与视野，从
而催生独特，更能催生一种创作的自信
感。如果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很难表现
出关于乌托邦的虚幻想象。诗人带着轻轻
的感伤和坚韧的希望，同时又充满生命的
活力与质感这样赞道：老屋/你在我的生
命里/不是过客/而是一首根植血脉的不老
情歌。从前读最早 《诗经》“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
《小雅，采薇》 中的故乡之咏。刘建光的
诗篇《高家堡》写出了故乡所召唤、所赐
予一个离乡游子的百感交集的叹息。“剪
断脐带/一步一步离开家乡/八百里西口
路/八个日日夜夜/奶奶挑着全家/妈妈挑
着我/高家堡/从此烙在了记忆深处/黄河
几字湾落成了新的家园。”从心灵暖意的
诗句呈现中，尽显一个诗人的成熟。

深藏诗韵的心魂

刘建光是颇有实力、洞察力的诗
人。他作为一个“捕梦者”营造了一个
绝世、缤纷的“幻想”世界。在某种意
义说，梦境与幻想是刘建光诗歌的深渊
与动力。如 《 风吹绿了梦想》 中这样写
道：“雨水的梦在泥土里/ 翅膀的梦在蓝
天里 /江河的梦在大海里/ 我的梦/ 在
一朵桃花里/ 在一首小诗里/ 在一条奔
流不息的长河里”“草尖把梦摇在春风
里/ 明月把梦寄托在相思里/母亲把梦开
在/两亩玉米地和一头小肥猪里……”这
首诗中，诗人敏感动情于生命、自然、
爱和生活淳朴之美，以沉吟低唱或欢歌
赞叹，让人回想起诗歌来到人间的最初
理由。又如 《 缪斯之恋》 这首诗，诗人
始终恪守这内心的诗歌信仰，保持着自
己的艺术性和创造力。他的诗意象纯

净、笔触细腻、思致深沉，即对美好事
物，也对现实生存；既有神秘内倾的情
感关注，也有直击本相的哲学觉解。《荒
度》 一诗中，外在的意象符号“夕阳”

“流水”与主观的情感抒发，营造出人生
的真正充实完美。

刘建光始终保持对修辞的高度敏
感，并用致密的意象与沉郁主题抵达诗
歌的本源。读他的诗每次都会在语言修
辞中给人思想的撞击和提升。如诗篇
《夜路》：“在夜晚走路/我会把每一颗星
星/都想象成灯/把每一处灯火/都想像成
美好”。诗人从生活中掘发诗意，挥洒激
情，透过生活表象进行精神探究，他
说：“一群人走路/ 走着走着就走出了道
路/ 一 个 人 走 路 /走 着 走 着 就 成 了 坐
标”。这充满哲思味道的诗句，是诗人咀
嚼人世酸甜苦辣后，丰沛智慧的吐露。
如诗 《我是一个赶路人》：“在季节之末/
储存一抹绿色/在雪花来临之前/储存/一
点热量/我是一个赶路人/我得备足水和
干粮/我是一个怕冷的人/ 我得备足温暖
和希望”。情感饱满的诗句，把人引向心
灵的深处，为读者展现出诗人另外一种
丰饶的灵魂。如诗篇 《九峰山追梦》，诗
中的画面、场景和细节，在艺术的神奇
笔端里，一场梦往往具有幻化的色彩，
牵连诗人的情感和想象。酒圣李白“把
胸中的鸟气，吐成万千诗行”。大概在一
首诗中，更能照见诗人的内心处境，能
引发某种心理情境，形诸笔墨，自然会
带来某种新异的效果。

多样独特的诗美

具有多重身份的刘建光，赋予他的
诗歌以多样性。因诗人有深厚的文学造
诣，所以才会写起诗来游刃有余。他创
作了一些题图诗如 《黑暗与光明》：“诗
情丰富画意，画景渲染诗境，两者相得
益彰，获至一种精妙”的艺术效果；一
些写怀乡、念友与游历的古体诗，语言
凝练，意境优美，诗人游走新旧体式诗
歌之间，得心应手，给我们呈现出色彩
缤纷的唯美境界。《手机没电了》 这首诗
短短的三句话，去掉抒情，用简单、朴
实、日常微观叙事和近乎“瘦削骨感”
直击生活的事实与本真。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当今
是一个有丰盛物质的世界，刘建光偏偏
选择了诗歌这样的心灵栖息地，根本的
原因，就在于他不愿放弃对一种有精神
风度的生活的向往。没有诗歌，这个世
界就会少很多真实的性情、优雅的气
度。当乏力、贫血的文学遍地，我尤为
看重诗歌中那种有重量、有来源、在大
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确实，
刘建光不仅要强化自己写作中的及物能
力，还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情感温度的
人，惟有如此，诗歌才有可能感动读
者。他的诗里，总是藏着他对事物的挚
爱之心，这就是诗歌的情感，或者说，
这就是诗歌的体温。

《《诗度华年诗度华年》》的温度与韵致的温度与韵致
◎高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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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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