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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Interview

中国新经济文学

“我寻求那些寂静中的火焰”
——诗人林莽访谈
■ 吴投文 林莽
吴投文：
作为“白洋淀诗歌群落”
的重要
争执，一定会有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因而
吴投文，一九六八年生，湖
一员，当时如何想到去白洋淀插队的？也请
我在《诗探索》编辑会上提出了开一个“打架
南郴州人。二〇〇三年毕业于
谈谈你在白洋淀插队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
的会”的想法。将主张“知识分子写作”和主
林莽：
一九六八年，
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大
张“民间写作”的诗人召集在一起，进行一次
武 汉 大 学 ，获 文 学 博 士 学 位 。
多都离开北京，
到各地的兵团、
插队或跟父母
当面的争论。这一提议得到了谢冕、
吴思敬、
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
到五七干校了。秋冬两季，我和几个朋友连
杨匡汉三位主编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赞同。
授，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
续几次骑自行车到白洋淀考察，并决定选择
因为资金问题，我找到了北京作协秘书
生 命 诗 学》和 诗 集《土 地 的 家
到更自由、离北京更近的白洋淀插队。白洋
长李青和《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这一会议
谱》
《看不见雪的阴影》等。
淀同全国一样，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
的内容也得到了她们的认同和支持。通过北
闭塞的中国乡村，
不同的是，
那里是中国北方
京作协我找到平谷的作家柴福善，他帮助联
林莽，原名张建中，一九四
唯一的水乡，
有较好的人际环境。
系了平谷的“盘峰宾馆”。这样，这次会议得
九年生。白洋淀诗歌群落主要
社会动荡，家庭危难，那个时候，一个有
以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京平谷盘峰
成 员 、朦 胧 诗 代 表 诗 人 之 一 。
问题家庭的子女是看不到未来与前景的。但
宾馆举行。
著 有 诗 集《我 流 过 这 片 土 地》
作为不甘于沉沦、
心中有梦想的青年，
我在白
当时吴思敬教授为诗会定名为“世纪之
《永恒的瞬间》
《林莽诗选》
《秋
洋淀找到了诗，这种可以抒发内心的感悟与
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
苦闷的艺术方式。一九六九年，在插队生活
会议由《诗探索》编辑部，北京作家协会、
《北
菊 的 灯 盏》
《记 忆》等 ，诗 文 集
的第一年的夏天，
我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尝试，
京文学》
编辑部、
当代文学研究会、
中国社会
《时光瞬间成为以往》
《穿透岁
那些年保留下来的第一首诗《深秋》，就是一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
月 的 光 芒》
《林 莽 诗 画 集》等 。
九六九年冬天完成的。
《凌花》
《列车纪行》
《悼
会议开了三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各
现任《诗刊》编委，
《诗探索·作
一九七四年》
《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应该是
个剑拔弩张，有时甚至就要相互动起手来。
品卷》主编。
我那个时间段的代表作。
有人找我要求晚上不休息接着开。中间有
诗人林莽
吴投文：一九七〇年冬天，你写了《自然
一个傍晚，诗人到金海湖大坝上散步，相互
的启示》一诗：
“初冬的原野上/挣扎着违时的
间还是比较友好的，身体勾肩搭背，但嘴上
嫩苗/寒风的冬日把它/由苍绿变为焦黄/孤独
却互不相让。
的柳树/在狂风中不时地弯下腰/洒下枯干的 一首诗的构想，目的是让自己的写作不再过 主义文化艺术的思潮，它像一股崭新的阳光 有众多的宣传和报道，
那一年我们为食指开了
诗人们就各自的主张和对方写作的问题
树叶/无奈地抖动着光裸的枝条/赤红的落日/ 于随意和松散，
让诗的语言更讲究内涵，
跳跃 射入了我们幽暗的心灵。
《在路上》
《麦田守望 多次售书、
朗诵、
报告和生日等多次活动。应 进行了开诚布恭的辩论与争执。也有人将相
依旧现出柔和的微笑/在紫色云雾的簇拥下/ 和空灵。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对写作有 者》
《带星星的火车票》
《海鸥乔纳森》，
存在主 该说那一年食指的复出是文坛的一件大事。
互之间具体的矛盾和对某些问题中的积怨拿
投入群山的怀抱//淡漠、
恬静、
死肃/这就是初 了一些新的认知，同时也写出来一些自己较 义，
印象派等等哲学、
绘画和小说与我们当时
食指的复出不光是还食指以公正，也是 到了会议上。这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诗人
冬黄昏的格调”
，
诗中有一种清幽冷寂的情绪 为满意的作品。如：
《夏末十四行·谷仓》
《夏 的心境一拍即合。
对中国新诗史的一次修复，也是新诗再次走 之间第一次对诗学观念面对面的论争。
“盘峰
意味，可能表达了当时你对生命的某种反 末十四行·满月》
《夏末十四行·玫瑰》
《夏末十
那些黄皮书和灰皮书告诉我们这些在那 出低谷的一个标志。这之后的
“盘峰诗会”
和 诗会”
之后，
中国新诗开启了一个写作的新时
思。这首诗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我也注 四行·老树》
《夏末十四行·梦舞》
《夏末十四 个特殊年月中迷失的一代青年，
我们也是
“垮 随之而来的新世纪新诗的复苏，为汉语诗歌 代，
许多新的诗人大量地涌现出来。
意到不少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首诗。还记得 行·裂痕》等等。
掉的一代”
，
他们颓废中的寻求和反叛中的抗 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我在这次会议的最后总结阶段有一个简
当时的写作情境吗？请谈谈。
严格地说，我所写的十四行仅仅是外表 争也正是我们的生命写照，我们也在彷徨中
吴投文：
一九六九年，
你通过江河读到了 短的发言，
我大致说的是：
中国先锋诗坛不只
林莽：
《自然的启示》一诗是一九七〇年 形式上的，它们的样式很不严格。但这种练 寻找，也在逆境中进行着人生的自我设计。 食指的《相信未来》
《烟》
《酒》等几首短诗。那 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一对矛
十二月写的，那是我插队生活的第二年。我 习对我的诗歌写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它让我 也像海鸥乔纳森一样：
天生就应该飞翔，
自由 年，你也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诗。你最初写 盾，
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现象，
有许多的人自我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那是一些在孤岛上 在结构的控制，在语言的表达上有了新的体 是生命的实质，任何妨碍自由的东西都应该 诗是受到食指的影响吗？此前写过诗没有？ 膨胀，
大师满天飞，
我们在许多地方会与大师
的日子。既有正午的阳光，也有深夜的冷 验。诗歌是一门讲究语言精确和结构严谨的 摒弃，
不管什么形式的限制。
据说食指的诗在当时全国的知青中影响很 相遇，在诗人的聚会中、在朗诵会上、在文章
雨。对于一个心灵充满压抑的青年，对于一 艺术，
诗歌写作是语言艺术中最难把握的，
它
梵高、塞尚、毕加索、萨特、波德莱尔、聂 大，不过，现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质疑，说食指 的字里行间，
我们都会遭遇大师，
有时大师与
个离家孤独生活的青年，那些年到底意味着 要求每一位诗人都应是语言精湛的匠人，
正像 鲁达、洛尔迦、艾吕雅、阿拉贡、金斯伯格、马 的诗还是局部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北方几个 大师的相遇，
令空气凝结，
让我们几乎喘不过
什么？深夜，
阔叶树发出哗哗的声响，
我住的 茨维塔耶娃所说的
“作为匠人，
我懂得手艺”
。
雅可夫斯基、
叶赛宁、
布洛克、
阿赫玛托娃、
茨 知青集中的地方。可否谈谈食指诗歌在当时 气来。我们的许多诗人浅薄地忘记了对诗歌
村边小屋外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没有星光和渔
吴投文：从长诗《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 维塔耶娃、爱伦堡、叶甫图申科、沃斯涅辛斯 的传播情况？
的敬畏之心。在艺术面前，我们应该永远虔
火，
我在孤单中思念，
既凄楚又担忧。在夕阳 到长诗《记忆》，
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时间，
中国 基等一批伟大的诗人的作品开始出现在我们
林莽：在读到食指作品之前我已经开始 诚，
永远静心以求。
西下的堤岸上，
一边是一片紫色的土地，
一边 诗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也经历了个人 的抄诗本上，是他们的启示让我们的写作有 了诗歌写作的尝试，
那时是受中国古体诗，
俄
“盘峰诗会”期间，作家柴福善作为旁观
是一片无声无息的湖泊，
我默默地走着，
世界 风格的变化。不过，
在你的创作中，
还是保持 了新的方向。
罗斯、法国、英国文学的影响，巴尔扎克、左 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听会笔记，
《诗探
无依无靠。冬日的树木枯干凋零，
几丛芦苇在 了一些基本稳定的东西。张清华先生认为，
吴投文：波德莱尔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诗 拉、
托尔斯泰、
普希金、
莱蒙托夫、
泰戈尔等小 索》曾在
“会刊”
上全文刊载。
岸边摇曳，
孤雁的鸣叫声声远去。冬日的白洋 你的创作与芒克有相近之处，都称得上是自 歌影响很大，也对朦胧诗产生了很大的影 说和诗歌的影响。但那些毕竟是遥远的，而
这次会议后，与此相关的双方诗人还各
淀一片冰川，
灰褐色的云层笼罩着天空……尽 然诗人。我觉得这把握住了你的一个重要创 响。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请谈谈
“白洋淀 食指的诗，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他所写的就是 自撰写了大量的争论文章，许多无知者隔岸
管，
我关注着每一天的新闻，
但是家庭及个人 作特色，
自然似乎构成了你的一个创作情结。 诗群”
对波德莱尔诗歌的阅读。
我们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那种触动和激 观火，
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说：
先锋诗人为挣地
的命运被一只无形的手把握着。那些日子虽
林莽：
我基本同意张清华教授的判断，
我
林莽：
我一个抄诗本上开头便是波德莱尔 励是不言而喻的。
盘打起来了。这种说法丝毫不了解其中的诗
是青春却充满了阴影，
那些日子向谁诉说？向 在给《草堂》诗刊的一篇短文中说：
“我是一个 的九首诗，
《太阳》
《朦胧的黎明》
《薄暮》
《天鹅》
问题中所说的：
“现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质 学价值。
谁哭泣？也就是那时，
在寂静的寒夜中，
我找 依赖感觉写作的人，因此大部分诗歌都是些 《穷人的死》
《仇敌》
《不灭的火炬》
《忧郁病》
《黄 疑，
说食指的诗还是局部的影响，
只是局限于
这次会议被与会诗人们称之为“盘峰论
到了诗：
这种与心灵默默对话的方式。
”
以上这 零散的短诗作品。当然也写过一些较长的和 昏和声》。这些作品有一种基调，
这种基调在 北方几个知青集中的地方”，这种说法很可 剑”
，
它成为了中国诗歌开启新时期的分界线。
些文字就是我写这首诗时心灵的背景。
同种主题的组诗，
因为情之所致，
因为内在情 食指、北岛、江河、多多、芒克的诗中都能找 笑。试想，
一个影响了一代人，
影响了多位重
吴投文：
你长期担任《诗刊》和《诗探索》的
构成了一首长诗或组诗的体量，
才 到。我的诗中那种忧郁的情调也应与此相关。 要诗人的写作者，他的地位还用怀疑吗？何 编辑，
这首诗应用了一些象征手法，我们的确 感的积淀，
在《诗刊》和《诗探索》的工作中有许多独
像一群反季节的嫩苗，在那片冬日的土地上 在具体写作中逐步谋篇完成的……诗歌记述
我记得我们在油灯昏黄的聚会中，总有 况还有他的作品清晰地摆在那儿，那些为一 特的创意，
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请结合你
抗争着不公的命运。
了我生命中的真情历程。将感性的记忆，通 人会读起波德莱尔的诗：
“我的青春是一场阴 个时代立言的诗歌，一位填补了历史空白的 所做的工作和贡献，
谈谈你的体会和想法。
吴投文：
在你的创作中，
长诗《记忆》可能 过诗歌的方式，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息息相 暗的暴风雨/星星点点透过来明朗朗的太 诗人的重要性还要怀疑吗？
林莽：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一直想为
算是一首比较特别的作品，触及到了你对历 关的艺术的世界，是我的诗歌理想。……诗 阳”。昏暗、忧郁、狂吹的猎角、黑色的墓穴、
据我所知，许多北京青年都曾读过和手 中国新诗的发展做些事情，
现在回忆一下，
我
史的某种沉痛记忆，也可能有现实原因的触 歌给了我某种救赎，是诗歌让我内心的爱有 青春的祭坛，这些成为了我们心中经常闪现 抄过食指的诗，我认识的无论在北京、东北、 的一想法还是有了一些兑现。
发。诗的抒情风格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由原 了方向。
”
的词语，
也如同波特莱尔诗中说的
“他们中间 内蒙古、陕西、云南及白洋淀的那一代青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钩沉和修复诗歌史
来的内敛、
沉静转向了激越、
喷发。这首长诗
可以说，
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有感而发的， 的很多人，
从来没有尝过家的甜蜜，
从来不曾 都有人是食指诗歌的传播者，他们都曾为食 的努力：组织了一九九四年的白洋淀诗歌寻
展开了你对过往生活、
对白洋淀岁月的回忆， 没有内心的波澜我从不动笔。
生活过”
这些触动我们心灵的语句，
令我们爱 指诗歌中所写出的一代人的声音所感动。
访；完成了一九九八年诗人食指浮出水面两
也融入了你的现实感叹吧。请谈谈这首长诗
从另一个角度谈，
我的诗中自然意象、
自 不释手，它也渐渐地融入了我们的心灵与诗
食指诗歌的传播虽然不是家喻户晓，但 件事；一九九九年提出和组织召开“盘峰诗
是在什么样的情绪体验下创作的？
然风光较多，
山川海洋，
四季轮回，
鸟雀植物， 行中。我们也同年轻的法国诗人一样：
“我独 是最有效的，他的诗歌填补了那个特殊年代 会”
，
为新诗发展开启了一个新起点。
林莽：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年之际，我 都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诗句中。色彩和画面 自一身锻炼着神奇的剑术/在各自的角落里 文学的空白，
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他无疑
一九九八年我到《诗刊》工作，当时有人
读到了许多回忆文章，我青春年代的许多难 感，
和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绘画相关，
它们增 寻找偶然的韵脚/我在字眼上踌躇，
像在路上 是一个时代的先驱者。
问我到《诗刊》工作有什么想法？我曾明确地
忘的记忆不时地在我的心中闪现，那年我有 加了我的诗歌的感受力。
一样/有时也会碰到梦见已久的诗行”
。他应
吴投文：
一九九四年五月，
你全程组织了 说：
只想为诗歌做些具体的事情。
了创作一首相关长诗的冲动。
我想一个人内在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 该是我们的启蒙者之一。
一次
“白洋淀诗歌群落”
寻访活动，
芒克、
宋海
后来在《诗刊》工作期间，我提出了创办
这是一首以个人的个体生活体验讲述一 一个忠实于内心的写作者，他的作品一定会
吴投文：
你和多多等人都在文章写到过， 泉、
甘铁生、
史保嘉等与白洋淀知青相关的人 并主持了《诗刊》下半月刊的各项工作：设计
段历史的长诗，我选取了一些我所经历的生 具有一脉相承的写作风格。
当时白洋淀写诗的人有不少，
除了
“三剑客”
， 参加了寻访活动。
“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个提 了
“华文青年诗人奖”
；
推出了中国最早的
“驻
活细节，想用一个人的经历还原那一段非同
的方式；
与漓江出版社多年合作编辑
吴投文：
陈超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林 还有宋海泉、
方含等人。北岛、
江河、
袁家方、 法就是在这次寻访的讨论会上确定的。我注 校诗人”
寻常的社会历史，以有别于那些大而空的所 莽的方式》，这个题目就很好，文中分析了属 史保嘉、
甘铁生等许多诗人、
作家也到白洋淀 意到，
有些白洋淀知青诗人缺席了，
参加寻访 年度诗选；
组织开展遍布全国的
“春天送你一
谓的写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诗和空泛而艰涩 于你个人的诗歌话语方式。他在文中还谈到 游历过。北岛到白洋淀的次数多吗？你当时 活动的人员名单是怎么确定的？请具体谈谈 首诗”大型诗歌公益活动。这期间还在自一
的伪现代诗。
了你创作的几个阶段，这样说，
“林莽经历了 见过他没有？
这次寻访活动。
九九四年复刊的《诗探索》兼职，提出创办了
即使是讲述自己亲历的生活，我们知道 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初期写作；一
林莽：
白洋淀诗群广义上说，
是一个北京
林莽：
“白洋淀诗歌群落”
寻访活动是《诗 《诗探索》作品卷，二〇一〇年退休后创办了
一首长诗是需要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来支撑 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三年约十年对现代主义诗 知青那些年一同追求现代艺术的以白洋淀为 探索》编辑部计划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诗歌团 会员制的
“诗探索诗人会所”
，
创办了
“红高粱
的，
我写到第三大部分时，
就觉得底气很不足 歌的寻求；一九八三年后有意识地脱离群体 中心的群体，
真正在那儿生活过的有作品留下 体进行寻访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具体课题，
因为 诗歌奖”
和
“发现诗歌奖”
。
了，
因此又拖了一段时间，
进一步做了阅读和 而进入‘个人性’的创作；以及九十年代以来 来的诗歌写作者有十多人。北岛、
江河、
食指 我了解当时和当地的情况，
就由我牵头组织和
在《诗刊》工作期间，创办和主持《诗刊》
思考的准备，三年才断续完成了长诗《记忆》 对人的内在精神、人类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及 等都曾到过白洋淀。江河曾有较长的时间在 安排了那次寻访活动。这其间华北油田的诗 下半月刊和“华文青年诗人奖”，一个是为青
的写作。
语言艺术本质的关注四个创作阶段。”
（陈超 那儿逗留，
他的第一首诗就是在我插队的村子 人张洪波和华北油田文联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年诗人建立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一个是为青
这首诗中第一部分是那场风暴的初期记 《林莽的方式》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请谈谈 里写出来的。北岛去过白洋淀，
但时间较短，
当时白洋淀的诗人有些联系不上，有些 年诗人树立了优秀诗歌写作的榜样。下半月
忆，
第二部分是插队生活阶段的记忆，
第三部 你的创作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他到过芒克插队的大淀头村。我和北岛相识 在国外，比如：多多在荷兰，根子、江河在美 刊为一大批青年诗人走上诗坛，起到了助力
分是我对那段特殊时间的认知与感悟。历史
林莽：
我从一九六九年开始诗歌的写作， 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我在白洋淀时没有见过 国，
孙康没有联系上等等。这次寻访活动后， 作用，也开辟了中国诗坛下半月刊的新模
就像我在另一首诗中讲到的：
“有时候/人们 经过最初五年和后来近十年的学习、
阅读、
练 北岛。
许多老朋友又逐步地恢复了联系。
式。而
“华文青年诗人奖”
则推出了几十位优
离去的比时间还要快”
（摘自《秋天在一天天 笔，到一九八三年开始思考寻找属于自己的
吴投文：诗人食指（郭路生）在文革结束
这次寻访活动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寻访 秀的中国诗坛的有生力量，
并以一个奖、
一个
迫近尾声》
）。刚刚写完时我对后一部分还存 诗歌之路。我觉得前些年的诗歌，无论是语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一九 中确立了“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名称，不再是 研讨会、一本书和一个“驻校诗人”的四个一
有疑虑，不是很满意，现在读来，感觉还是基 言应用、构思方式与大多数的朦胧诗人们过 九〇年代中期之后才被逐步钩沉出来。在食 一些人所称呼的
“白洋淀诗派”
等等混杂的概 的方式建立了立体的评奖理念和方法。
本完成了我最初的设想。
于相近，
作品更多地关注社会表象问题，
缺少 指
“复出”
的这一过程中，
你做了大量工作，
一 念。寻访后，宋海泉、史保嘉、甘铁生等写出
以上这些，包括近些年在《诗探索》的许
吴投文：
很多读者注意到了，
一九九一年 了对语言艺术更深入的追求。那年我写了一 九九八年六月出版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 了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后来杨桦、赵哲等 多工作，都是想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些具体
九月，你写了一组“夏末十四行”。在一九九 篇短文，后来收录到北大五四文学社编辑的 就凝聚了你的大量心血。谢冕先生说过，
“一 又有一些后续的文章，陈超为这次寻访撰写 的建设性的工作。这些年我一直在兑现着
七年和二〇〇一年，
你又写了两组
“夏末十四 未名湖诗丛《青年诗人谈诗》一书中。在这篇 九九八年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 了《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的研究 “为诗歌做些具体的事情”
的诺言。
行”
，
这三组诗对照来读，
别有意味，
似乎都具 短文中我提出：应该退去我们习惯的社会色 食指浮出水面。”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你怎么 文章。这些为以后对
“白洋淀诗歌群落”
的研
吴投文：
你认为要成为一个诗人，
最重要
有自言自语的性质，流露了你真实的心迹。 彩，
更多地回到对诗歌艺术本质的寻求上来。 看待食指的
“复出”
现象？
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的才能是什么？请谈谈。
在新诗史上，很多诗人尝试了十四行诗的写
以后几年，
我有意识地脱离群体，
寻找属
林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讲，
中国
吴投文：
一九九八年，
你率先提出并协助
林莽：
我认为，
良好的感知力和语言艺术
作，
像朱湘、
冯至等人的十四行诗取得了令人 于自己的诗歌品质与风格，我前后用了三年 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欠债的历史，
许多诗人、
作 组织了“盘峰诗会”。由于会上“知识分子写 的天分，
生命对世界的真切体验和感悟，
广泛
瞩目的成就。你怎么想到要写十四行诗的？ 时间，一九八五年我写出了《灰蜻蜓》
《晨风》 家本应得到的荣誉，被历次社会动荡或政治 作”与
“民间写作”
分化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阅读的文化积累，人生经验和文化经验的融
怎么看待十四行诗的本土化？
《滴漏的水声》
《水乡纪事》等一些诗歌后，我 运动所遮蔽。食指就是这样，在他那些与时 这次诗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波，
也使人们对会 会贯通，
是一个优秀诗人必须具备的才能。
林莽：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
我在诗歌写 觉得我已找到自己的诗歌之路。上世纪九十 代同步的优秀作品传播之时，他却因不合时 上的情形产生了种种误传和猜测。
“盘峰诗会”
吴投文：
《林莽诗选》扉页上有一句题词：
作上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目睹中国新时期的 年代，我更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着自己 宜而跌倒在尘埃中，我一直想应该还历史以 搅动了沉寂十年的中国诗坛，
可以说成了中国 “我寻求那些寂静中的火焰，它们是属于我
诗歌发展历程，感到我们诗歌写作中存在许 的探索与追求。
公正，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最初动力。我 当代诗歌的一道分水岭，
尤其对新世纪以来的 的。
”
这是否代表你的诗观？你的诗歌创作从
多的弊端。在先锋写作群体中，许多诗人为
我同意陈超教授的描述。当然，在这一 记得，
八十年代末评《今天》诗歌奖时，
我就表 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要组织 白洋淀开始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你感触
先锋而先锋，
一些诗人写了许多似是而非，
虚 过程中，我还在不断地自我修正。诗人随着 达过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评给对我们这一 这次诗会，
会上的具体情况怎样，
可否谈谈？
最深的是什么？
张声势的作品，
一些人仿照翻译体的诗歌，
随 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年龄的变化，诗歌 代人都有过影响和启示的诗人食指，但后来
林莽：一九九八年我阅读了沈奇的文章
林莽：
应该说这不是一种诗观，
只是我希
意分行，
简单叙事，
缺失了汉语写作的语言魅 中的情绪、认知、感悟也一定会有所改变，这 没有实现。
《秋后算账》，这是一篇针对程光炜主编的九 望进入的一种诗歌境界吧。寂静，但蕴含着
力，
也因此倒了许多阅读者的胃口，
令他们远 种变化是正常的。
为了诗歌的荣誉，
为了还历史以公正，
九 十年代诗选《岁月的遗照》所引发的“民间写 闪耀生命之光的温暖与魅力。
离了诗歌。
吴投文：一九七三年底，你写出了《列车 十年代后几年，为食指卷的出版我大致用了 作”和“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撰写的倾向于批
在近五十年的艺术追求中，我理解了里
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经验的艺术，缺少了 纪行》，
开始转向了现代主义创作。你最早接 三四年的时间搜集、整理食指的诗歌作品和 评这本书有偏颇的文章。从这篇文章我想到 尔克所讲的：
“ 艺术也是一门学习真诚的功
内在情感，
缺少了汉语语言的艺术，
也就没有 触现代主义诗歌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样 生平简历，
联系出版事宜。
《诗探索金库·食指 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有关诗歌写作中借鉴西方 课。
”
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
面对这个世界，
只
了诗歌。鉴于这些，我针对自己的诗歌写作 的感觉？当时在知青中阅读比较多的外国诗 卷》出版后在北京、
山东进行了多次的宣传和 文化还是更多地关注本土意识的美学倾向， 有虔诚的人，才会写出被历代人们不断发现
进行了反思。尝试着用十四行的方式控制诗 人有哪些？
推广工作，为那一年食指在文化领域的全面 这一问题虽然没有提到表面上来，但十多年 的好作品。
的语言和结构，努力在一定的行数内完成好
林莽：一九七二年前后我开始接触现代 复出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年电视、广播、报纸 来一直存在着。我想这一写作美学观念下的
（文章来自凤凰读书，
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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