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与地理的净土

记者： 我手上有你相继出版的两

部作品，长篇散文《澜沧江边的百年

家族》与诗集《西南以西》，在写作时

间上似乎有承接关系。有意思的是，诗

集《西南以西》贯穿着一条“时间” 的

界线，与“西南以西” 的方位形成一方

时空；而《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一书

中，实地走访的时间却一一隐去，只剩

空间。有时分不清哪些是作者的行迹，

哪些是“百年家族” 的故事，有种“乱

真” 的感觉。“时间” 在二书中一显一

隐，有何考量？

彭澎：我的书就像我的孩子，出生

时间不一样而已，当是至爱之作。它们

之间内在的牵挂， 是一条贯穿着始末

的线，一条时隐时现的路，它的存在，

经纬着这些文字的气象与格局。 就题

材言，《西南以西》是诗歌集，同期出

版的，还有评论集《西黔诗话》，这都

是五年前的事。 《西南以西》 里面说

的，是我这些年走过的一些路，一些岁

月，过程与痕迹，有如日记，记述着一

路辗转与奔忙。天南地北走过，回到我

的故土，才知道人间的太多物事，再远

再大， 也不过是眼前所见到的这一片

天地，脚底下踏过的一小块地方。前些

年走过的地方多，也就一路写着，如此

做法， 曾被作家黄恩鹏兄称之为旅途

诗札，心下认为倒也贴切。时间和空间

其实有些时候是明朗的， 各在各的轨

道上，更多的时候，则是交叠的，纵横

的，这样的融汇展示的，不只是文字的

厚度，更是岁月的仁慈。我享受着这样

的美好。 《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与

《西南以西》之迥异，更多展现的，不

过是叙述或是表达方式有别， 内里流

动的，江河一样的情感，则是一脉相通

的。 《西南以西》着墨浓烈处，更多是

时间节点上的岁月痕迹， 对自己一路

走来的线性思考。 《澜沧江边的百年

家族》不一样，他写到的，是这个家族

的家族史、生命史、文化史，当然更是

宽泛一些的，我们整个民族、整个人世

间的来来去去。我的想法是，透过这样

的家族，来展示整个澜沧江边、整个民

族的进程与命运，就时间的指向而言，

前者多显露于平面， 后者则多隐藏在

内心，其实只要扎入内里，看到的，都

是一脉相承的生命之书，大地之书，文

化之书。

我珍视着我写下的每一个文字，

因为每一个文字都是我认真写下的。

诚如何士光老师说，我们是写句子的，

每一句话都得写好，断不可随意。这么

些年，我也是把写好每一个句子，当成

一次与内心更进一步的对应， 当作与

世界更深层次的交流， 当成我文学创

作的肇始。

记者：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词：净

土。 分别是心理的净土、地理的净土。

你是否有这样的理念：你的文字，从干

净的地方来，往干净的地方去？与此同

时，你忍不住会提到身处“文化式微

之处、名利喧嚣之时” 的背景，想知道

的是，你与这样的背景如何相处，有达

成一种平衡么？

彭澎：我的内心，时常总是腾了一

个空地， 来存放这样的净地， 心里有

了，眼前便有，脚下便有。 因为本我里

有着纯粹的净地所在，所以写诗，所以

作文。 在一个人心渐次荒芜、本土文化

式微的时候， 我们尚能保证自我内心

的纯净，保证文学永驻我心，甚至还能

如此悠闲着谈论文学， 说来是有些奢

侈，却也是醇厚的幸福。 也许因着重重

因由， 身处的世界已然不好找到自己

渴求的点滴， 却可以从自己的文字里

遇见最好的世界，当然，这是文学无意

间透出的实用本能，实在再好不过。 这

也是作为作家，最好的境遇，我们有责

任好好维新着它。 世界愈发多元，我们

当然不能只着眼于自己的孔见， 去要

求这大千世界为你臣服，为你开道。 脚

步迈出，自然路就在眼前，我们可以找

到有别他人的通道， 回到自己原初的

梦想里来。 多年之前，我曾经写下这样

一句话， 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后的

温暖。 我更想说的，是文学终究美好，

无论世道如何变化， 总是有那么一群

人，会为着理想而活着，为着文学而活

着。 比如我等，就是藉着一点小小的理

想，一路前行。 我们怀揣的，当然是指

望着这世界会一天一天变好起来，如

此信念，如此心肠，时不时地，会觉得

有些不合时宜，但多看看我们的内心，

多听听内心，一切便也好了起来。 尽管

这样近乎梦想的做法，在俗世面前，一

文不值。 其实，只因为内心常植信仰之

道，慎独与担当相随自我，我们才可以

在自己的心间，找到一片净地，一片真

正的净地。

“不再写诗” 后的写作

记者： 在《西南以西》 一书里，有

“不再写诗” 的念头。 在我粗浅的认知

里，“不再写诗” 往往是极大的悲悯，富

有某种象征性。如“奥斯维辛之后，不再

写诗” 。 当诗歌已融入血肉生命，是什么

才能让一个诗人不再写诗呢？ 当下“诗

歌现象比诗歌多”“写诗的比读诗的

多”的现象，是你“不再写诗”念头的背

景么？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彭澎：我最初写诗，是在读师范时

候，整天一群人激情澎湃着，沉醉于

文学的美好，觉着写诗，可以高过一

切，包括功课。 那时的文学氛围自然

很好，每一个文学的行为，都会被人

视为高妙之事，自然之事，自得其乐，

我就在那个逼仄的校园，度过了美好

的三年。 之后，在戴明贤老师的推荐

下，一九八七年八月，也就是临近毕

业的日子，于《贵阳晚报》副刊发表

了第一首诗，处女作。 那时的写作，太

多的跟风，语言或者意象，过多的生

涩、晦暗、怪僻，纵是孤芳，自赏却也

自得。 人年轻，不及二十，随心所欲，

也不知道对文字应该拥有必要的敬

畏，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真正意义开始自己的写作，时

间得推后到十年前去上鲁院

高研班时， 可以算作分水岭

一样的存在。 我不是说来授

课的老师给了我多少妙绝密

钥，而是这样的机缘，给我打

开一扇一扇的窗口， 从别人

身上，我看到自己，接下来走

的路， 也就有了太多的自我

把控， 人可以不去想自己该

走什么样的路， 但一定要想

不该走什么路。 彼时我在鲁

院， 见到了国内众多的一线

作家、一线编辑，见得多了，

想想文学也不过如此。 人一

旦明晓过来， 无论看物或者

做事， 也就有了新的视角和观照的标

准。 我本人对于文字，是有洁癖的，不

入眼的东西，纵是出自名流之手，我也

只会随手丢开，这样的东西看得越多，

除了一地鸡毛，就只余下喧嚣与寡意，

于世于己，毫无半点滋味，也就着意让

自己，要远远让开。我不想凑这样的热

闹，只想安生着过日子，生活的日子，

诗歌的日子，有情怀的日子。现在的诗

歌境地，实在不好，诗歌是没有错的，

是那些想依附诗歌作为跳板的诗人，

弄坏了自己生存的大地。 好诗偶也能

见到，但实在少得可怜，原本就是见仁

见智的事，也就不足以外道。我自己说

不再写诗，其实不过是暂时移开身子，

是不想凑热闹， 但诗歌， 将在心间永

驻。一如我多年不写，别人往我身上贴

的标签，依然还是诗人。做诗人，挺好，

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记者：诗集外，你现在出版了散文

集，正在写长篇小说。 诗人去写散文、

写小说， 似乎不是顺理成章这么简单

的事吧？ 你现在还在写诗么？

彭澎： 文学的各个样式之间本无

质的间隔，万物到了高处，当是一通百

通。 一如现代人所住的高楼，下边，皆

有墙壁门窗作了隔断， 一家有一家的

世界，一家有一家的布局，只是到得顶

层，到得天台，全部打通，一马平川，彼

此之间，汇聚成为宏大格局，成就浑然

一体的天地。只是遗憾，绝大多数人都

无法找到到达天台这么一条路径，甚

至连想都不会想及， 也就只能蜷缩在

自己的一弯天井里。在我看来，无论诗

歌，还是散文、小说，它们都是文字的

表述，一通百通，之间不过是外形有别

而已。一个真正的作家，各类文体都能

做上一手才是， 至于做出来的文本有

好有歹，有弱有强，倒也可以理解。 只

是如果一个号称如何了得的诗人或者

小说作家，连一篇散文都写不清楚，我

无法理解。 一个诗人去写散文或者小

说，不过是换了一个行头的事情，不必

惊愕，当是自然而然的事体。 我以为，

有了自我的元素和理解， 才当是好诗

歌的前提，并不在意别人说好说歹，不

计较， 只是得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才

是。从诗歌转而为其他样式的写作，对

于自我的提升，对于自我丰富的锻造，

当是一个好的行为， 也是一个上好检

验，我愿意尝试着做些事情。对于诗歌

的写作，一段时间可能会歇下来，以后

应该还会继续， 它已然镌刻进入我的

血脉里了。

三十年里的文学血脉

记者：北大谢冕教授曾为你的诗集

作序。 去年他来贵阳“精读堂” 讲学，

你不在现场。 在我的印象中，你极少出

现在当下文学（或文学活动）的“现

场” ，像是“缺席者” ，也像是“旁观

者” 。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你

须臾没有偏离过文学的路， 在路上也

遇到了许多真正的作家、评论家，是文

学的“幸存者” 。 “缺席者”“旁观者”

“幸存者” 者并列，你怎么看待？

彭澎： 谢冕老师于我， 有知遇之

恩。当年在唐亚平老师的引荐下，谢老

师为我的第一本诗集《你的右手我的

左手》写过序言。 起初找到谢老师，毫

无悬念地，他婉拒了。 之后我说，要不

老师，我把稿子给您寄过去，您看看，

如果有感觉，就写，没感觉就算了。 我

真是不敢奢望，过了两三个月，谢老师

电话我，说序言已经写好。 我的激动，

一点不亚于当年发表第一首诗时的彻

夜不眠。 我知道，甫一出道，便遇到像

谢老师这样的长者，我是何等的幸运。

但谢老师到贵阳讲学那天， 我正好组

织了一个二十多位省内外作家参加的

文学采风，实在走不开。这是我无比遗

憾的事情。

事实上，这些年的一些文学活动，

我参加得不多，但大型的主体活动，也

参加得不少。文学本身，我却是从来不

曾离席过，须臾都不曾离席。黔西北文

学乃至贵州文学的这三十年，可以说，

我既是见证者，也是经历者，我还没有

资格说自己是旁观者。 这里的文学活

动没有参与， 也在另外一个文学的活

动里出现，我原本就是文学工作者，有

些时候，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就是我的

工作职责。

于我自己，近十年的经历中，前五

年主要是做文学推介， 后面的五年主

要是写作。黔西北青年作家群的推出，

我是走在最前面、做得最多的那个，我

所主持的《高原》文学双月刊，在全国

地区级期刊中有了些许好名声， 也是

这些年把职业当作事业， 尽心敬业其

间的结果。这两年方向有所调整，重心

放到写作上， 现在正在写作一个长篇

小说《家谱第二十四卷》，已经写了十

六万字。

此外，在近两年时间里，凭借一己

之力，协调资金一百多万元，约请了省

内外作家一百余名来毕节、纳雍、遵义

等地采风， 大量描写贵州的作品发表

在各地期刊，并陆续结集出版。自以为

可算得功德。

记者： 你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

学的“黄金年代” 走来的，回想起那个

年代，再看看现在，会想起什么？ 留在

记忆里的有哪些人、哪些事？

彭澎：虽然说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意义开始文

学创作，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于文

学而言，我们也真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

代。 我得感谢这个时代，我刚一进入文

学之门，就遇到了戴明贤、何士光、谢冕

等等这样的好老师， 与这些老师的交

往，垫高了我文学创作的起点，这很重

要。 一九九四年我进入贵州教育学院

（现为贵州师范学院）读书，和贵阳文

学圈内的朋友们， 有了较为深厚的接

触，时不时就会在一起吃饭、喝酒、听音

乐，有时也说一些文学的事情，他们中

间的大部分人，已是贵州文学的中坚力

量。 那个时候还真是好，只要拥有文学

两个字，伸出手去，握在一起，我们便成

了上好的朋友。 朋友之间的相聚，断然

少了如今的繁文缛节，可以随便择一个

地方，坐下来便可以海阔天空，纵横捭

阖，文学，是我们真正的血脉朋友。我第

一次参加的笔会， 是一九九〇年左右，

在红枫湖，我就在那里好好生生地在文

学里呆了四天，那时候，何士光、李起

超、黄祖康等等老师还年轻着，也热心

着，他们偶或也会对我们说些文学的这

这那那，更多的，则是说着别的有趣事

情， 也都和文学有着多多少少关联，具

体说了什么，早就忘记，但当时的温暖，

还在。每天醒来，我们就在湖边走过，向

晚时分，我们也在湖边走过。 文学实在

太过美好，连同湖边的树和水，也仿佛

和文学密不可分，眼里看到的，也都是

文学的所在。 我之后参加过的笔会多，

只是像这次一样铭刻在脑子里，不能从

脑海里走开的，再也没有过。

构建黔西北文学谱系

记者：在我看来，你的文学推介、

构建地方文学谱系的努力， 是一项

“赋予地域以文学，赋予文学以岁月”

的工作。 为何如此看重文学在地域中

的重要性？还是说，这些工作不过是文

学最后的挽歌？

彭澎：这么些年做文学，或者文学

推介，与省内外的媒体、期刊交道比较

多，对内对外的情况，也多有了解。 原

本文学所要做的， 就是人的本身，还

有人生活的环境。 这样说来，写好自

己脚下的大地， 写好你周遭的人群，

写好自己， 你也就写好了该写的文

字。 我不想说大话，也就愿意从眼下

开始，自觉地处置好我们与世界的联

络，我知道，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是谐

振，而不是对立，是友善和睦，而不是

针锋相对。 这样说来，面对我们的母

土，面对我们小小的地域，实在说起

来，该做的事太多。 我不是刻意要去

把自己圈在黔西北这样一个小小的

地域之中。 只是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

大气象，关键是你如何去写，去观照，

一旦明转过来，也就自然把之前的被

动写作，转换为主动写作，建立好地

方文化谱系。 这样的写作，就不只拥

有了时间的长度，同时也拥有了历史

的厚度。 关键的是，在找到这一点时，

太不容易，也太过艰难，就像暗夜里

远天的一束光芒， 要真正走到面前

来，走过的路也不单是山重水复的简

单对换，而是充满了生命蜕变的起起

落落。 之于文学，我依然相信文学的

美好，会永驻人间，永驻人心。

记者：我很想以文学、文学家或文

学史的角度梳理黔西北这一地域，不

知你有成型的构想、路径和认知么？

彭澎：按说，黔西北应该四处充盈

着文化气息，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是

一个有浓烈文学情怀的地方。 明代或

明代以前，它当是贵州这片土地上，最

有文化含量的所在， 但之后的种种因

由，慢慢衰落下来。但也不能说衰落到

一无是处。可以这么说，近现代的黔西

北文学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少，但也

足够分量，正是他们，组构了贵州文学

的浩瀚历史。黔西北的余达父、周素园

两位老先生，无论是文本的光芒，还是

文字里透见的思想， 也都堪称比肩贵

州先贤“郑莫黎” 的一代宗师。他们的

光芒被隐蔽着，藏匿着，也就鲜为外界

知见， 好在近几年对两位老先生的研

究已慢慢展开，初见效果。 遗憾的是，

之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 我们的黔

西北文学几为空白。大浪淘沙，过了些

年头，九十年代到来，连同之后的近十

年时间， 这片土地上有过一段黄金时

代，黔西北作家群，尤其是黔西北青年

作家群的兴起，更是风生水起，享誉黔

省，更是得川滇的昭通、泸州、宜宾的

同行们称颂。时间不长，黔西北文学曾

经有过的成绩， 再次停留在真空一般

的空白里去。 出人才，出作品，让能做

事的人做好事情， 完善机制， 重铸辉

煌，打造一支精锐之师，已经到了势在

必行的时候。文学也是生产力，以文学

的形式打造、提升地方影响力，真正做

好，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我们毗邻的

昭通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尘世浩瀚， 在伟大的大地面前，

我只想好好做好自己， 我愿意与世

界找到一个和解的渠道， 只有找到

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才能找到与自

己和解的方式。 我心安宁，便可透见

真正的本我， 让自己回到这世间最

是美好的区位和象限上来。 爱好我

脚下的这片大地， 爱好我看到的这

一片山川，便是爱好了我们的故土，

爱好了我们的祖国， 爱好了我们的

这一个时代。 相信文学会让我们的

生活， 变得高贵起来。 这高贵起来

的，不只是文学，更是人心。

“逃离者”

张翎的冒险

韩浩月

张翎出版过多部小说，如《余

震》《邮购新娘》《劳燕》《胭脂》

等，写作二十余年来，才出版了第

一部散文集《废墟曾经辉煌》。 在

自序中她说自己惧怕写散文，因为

写小说可以把自己藏在人物身后，

每每遇到或怀疑或苛刻的眼光，她

可以解释为这是虚构的故事，而写

散文，属于她个人的一切却要“无

遮无拦地落入别人的视线中” ，这

是长久以来她难以接受的事情。

世界上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

是结结实实地把自己藏起来，即

便是写作也不愿使用第一人称，

更别想从他那里打探文学与其个

人隐私之间的关系； 另一种便是

从心灵出发， 以剖析自己为出发

点，哪儿疼戳哪儿，离开第一人称

就没法写作……这两类作家，都

写出了经典， 也拼不出个高低上

下。 所以，作家从哪个角度进入创

作，是个选择问题，但如果刻意回

避的那些素材或记忆， 能够带来

写作上的突破， 多数作家还是会

选择勇敢地冒险。

作为一位著名的写作者，张翎

在有了充分的心理建设之后，开始

了这次冒险。 当然，她选择了“丑

话说在前头” ，把这部展现“内心

之旅” 的书之成因，解释为自己想

要“寻找来路” 。张翎出生于温州，

这个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是现代化

的城市， 很早就成了一片富庶之

地。 但在童年时期的张翎看来，她

以为家乡那条瓯江的尽头，就是世

界的边缘，从考上上海的大学第一

天起，张翎就开始了她的“逃离”

之路。

读完整本书，并未能清晰地发

现张翎更为真实的“逃离” 原因，

因为家乡小城的贫穷？因为对狭小

空间的绝望？还是乡土秩序黑暗一

面的惧怕？

作家写故乡，向来是个不小的

挑战，所以读到最后，也放弃了从

张翎的文字当中深入寻找某种痛

感。 通过对书名的解读，可能会得

到一些认识———高度现代化的故

乡已经有了“废墟” 的外形，而曾

被认为是“废墟” 的记忆里逐渐远

去的简陋的故乡，则如同“乌云被

勾勒银边” ，有了太多值得怀念的

场景。

在“逃离者” 看来，有两种让

自己感到安心的逃离方式，一是在

物理距离上尽量地拉远，一是在时

间距离上尽量地拉长。 这些年，张

翎以美国与加拿大为主要目的地

与居住地， 游历了世界多个国家。

而在出版《废墟曾经辉煌》这本书

时，她已经漂泊了 33 年。但所谓的

“漂泊” ， 也不过是便于叙述的俗

语，人心只要安定，思维中便不会

有“漂泊” 的概念，况且对于一位

作家而言，“只有离开故乡才会拥

有故乡”“离故乡越远， 故乡的风

貌与记忆越清晰” 。 在张翎的文章

中，对故乡早已没有了纠结。

远走海外，使得张翎成为一名

以写作故乡故事见长的作家，“寻

找来路” ，是在确定自己生命与文

化起源并且坚定这一信念。废墟与

故乡，在张翎那里已经不再带有任

何褒贬元素，在我看来，张翎在写

作上宛若拥有了一个操作自如的

长焦镜头，她在不停地调焦，模糊

时是废墟，清晰时是故乡，两种视

觉感受，各有各样的美与内涵。

《废墟曾经辉煌》 的主要内

容，集中在张翎海内外旅行的见闻

以及对故乡的回忆这两个方面，另

外还有一些与自己作品有关的创

作感受。但其中最耐读以及最容易

引起共鸣的，仍然是在书中占到不

少篇幅的描写故乡的文字。奇妙的

是， 我的家乡与温州相隔一千公

里，南北文化差异不小，但却对文

章里的诸多细节感同身受，这大概

就是故乡的魅力———除了留下美

好，故乡能够消弭一切“乌云” ，只

剩下“银边” 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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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澎：

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真的温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从黔西北走出的作家们，常说这么一句话：“毕节的新生代作家，多是从《高原》登场，在省内国内一展身

手，然后在《黔西北文学》《西黔诗话》中留下一席之地的。” 后来发现，不论是文学双月刊《高原》、多卷本的

《黔西北文学》，还是点评 34 位黔西北青年诗人的《西黔诗话》，都和诗人、作家彭澎有关。

二〇〇四年，彭澎开始负责《高原》文学双月刊，常设栏目“黔地作家” ，推出了近两百名贵州知名作家

或准知名作家；有那么四、五回，《高原》还与周边川滇黔的兄弟期刊联袂推出“青年作家小辑” ，不仅是毕节

地区，目前省内一些有影响力的青年作家，当真是从《高原》登场走出来的；《黔西北文学》是毕节本土第一

个文学合集，计划出版五部，目前已推出诗歌、散文卷；至于《西黔诗话》，则与当地报社合作推介毕节大地的

青年作者，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多个范畴，彭澎负责诗人、诗歌评论部分，最终结集成册。

这些，都是彭澎多年来在构建黔西北文学谱系所作的努力。最近，他还集中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吉场镇青年作

家的力量，主编出版了纯文学读本《文学里的吉场》，该书在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以及全国著名大学图书馆

均有收藏。 以一个乡镇的文学力量，推出这样一部质量上好的青年作家文集，在国内都属“开先河” 。

而作为一位诗人、作家，彭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一路见了许多真正的作家、评论家，

经历文学的辉煌与式微，须臾也未曾离开文学。 用他的话说：“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为真切的温暖。 ” 从彭

澎相继出版的诗集《西南以西》以及长篇纪实散文《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两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

字和干净有关，从干净的地方来，往干净的地方去。

人物名片

彭澎，贵州省毕节市人。 著

有诗集 《你的右手我的左手》

及《西南以西》，散文集《酒中

舍曲》，长篇纪实散文《澜沧江

边的百年家族》、评论集《西黔

诗话 ： 黔西北八〇后诗人群

像》等。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高原》文学双月刊主编。

彭澎著述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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