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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兴先生的抒情诗集《春天
的歌唱》（文汇出版社 2015年 9月）
出版后收到广泛好评。著名诗歌评
论家吴欢章教授在序中指出，这本
诗集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接地
气。他执著于关心现实，密切注视生
活的脉搏，悉心倾听人民群众在生
活浪潮中的心声。二是有真情。他爱
憎强烈，爱真善美，憎假恶丑，或颂
或刺，在在分明。这正是振兴诗值得
肯定的基本素质。”吴教授的话是完
全正确的，言简意赅，且中肯地揭示
了振兴诗的根本特点。

吴振兴从小学开始就和诗歌结
缘，他爱诗、读诗、写诗逾六十年，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复旦大学中
文系读书期间，他创作并自编了 10
多本诗集。近年来，他更是热诚地读
诗、勤奋地写诗。单是去年上半年，
他就创作了50首诗，其中 20首在
报刊上发表。《春天的歌唱》
收入近200首诗，最早的写
于 1959年，许多篇章写于
2015年，时间跨度长达近六
十年。作者真正实践了鲁迅
所提出的“文学战线的人要‘韧’”的
教导。

真挚的感情是诗的生命，诗的
真正本质。吴振兴几十年的诗作，都
注重抒发真挚的感情。我们的现实
生话，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实生话，丰
富多彩。吴振兴投身改革开放的现
实生话，与人民打成一片，与人民同
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与广
大人民心心相印。这是诗人吴振兴
的诗作充满大爱情怀、抒人民之情
的基础和根本原因，这就使他的诗
与当下相当多的一味诉说个人小小
悲欢、沦于一己私情狭小天地的诗
截然不同。抒人民之情是吴振兴《春
天的歌唱》的显著特点。

抒人民之情在《春天的歌唱》中
体现是多方面的。既有讴歌中国共
产党的光辉业绩，如《党的旗帜高高
飘扬》：“让阳光普照每户人家，/让
雨露滋润百姓心田，/让蓝天白云
时时相伴，/让绿水青山长留人间。
∥让部队训练更有血性，/让干部
办事更有担当，/让大学生都有体
面工作，/让儿童脸上绽放灿烂阳
光。”短短两节八句诗，诗人以两组、
八句排比句，以生动的意象、清新刚
健的诗句，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
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人民谋
福祉的崇高使命，有力地抒发了诗
人热爱党、赞美党的崇高感情。也有
热情赞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诗
篇，《邓小平小道》赞美邓小平“他感
受着人民的喜怒哀乐，/他牵挂着
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因而《邓小平
小道》唱道：“它和人民的苦乐紧紧
相连，/它和党的生命力紧紧相连，
/它和祖国的兴衰紧紧相连。”赞美
邓小平“你的心中有人民，/人民心
中就有你，/你心中装着人民，/人
民心中就永远装着你。”这些朴素的
诗句成功抒写了邓小平与人民血肉
相连的深厚感情。《纪念馆抒怀———
献给陈云的诗》采用抒情与叙事相
结合的艺术手法，采用小叙事诗的
形式，既叙写了陈云一生的革命经
历和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经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又
热烈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陈云
的深情。

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诗
人，吴振兴的思想感情与广大群众
息息相通。当共和国发展顺利时，他
与广大人民一起欢欣鼓舞；当共和
国在前进途中遭遇艰难曲折时，他
与人民一起忧愁犯难。1976年 10
月，华国锋和党中央一举粉碎万恶

“四人帮”。诗人情不可遏，当月就写
下《打倒万恶“四人帮”》（前年又作
了些修改），满怀激情写道：“打倒万
恶‘四人帮’，/从此我党有希望，/
从此国家有希望，/从此人民有希
望。∥希望就在搞改革，/希望就在
搞开放，/两手齐抓两手硬，/经济
腾飞作支撑。”放声歌唱打倒“四人
帮”，热情赞美改革开放，表达了人
民的心声。十月一日，共和国伟大的

诞生日，他引吭高歌：“那是条条江
河捧出的甘泉，/那是座座矿山奉献
的宝藏，/那是磁悬浮列车奔跑的身
影，/那是三峡大坝刚强的脊梁。
（《歌唱十月》）”“甘泉”“宝藏”“身
影”“脊梁”等一连串诗人精心提炼
的意象，抒写了祖国建设的美好景
象，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深情。

一个诗人，只有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故乡、热爱生话，才能发
现生活中蕴藏的诗情、诗意、才能开
掘生活中诗的矿藏、才能永葆旺盛
的诗歌创作活力。吴振兴就是这样
永葆诗歌创作活力的诗人。他热烈
地歌唱故乡：“故乡是我的根，/故
乡是我的源，/故乡是我的魂，/故
乡是我的守护神”，“我是故乡的一
片云，/我是故乡的一滴水，/老了，
我要回故乡，/老了，我要回故乡！
（《故乡情》）”对故乡的深情绵邈、一
往情深，任谁读了这样的诗篇，都会
在心中激起对自己故乡无尽的怀
恋。诗人所在的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举办迎春联欢会，诗人被欢声笑
语感染，写下《献给同志们的诗》：

“我们相互切磋，/共同开启智慧的
闸门；/我们悉心探讨，/一起谱写
党史研究室的发展新篇。”赋诗言
志，情深意长。对家属，诗人创作了
《唱给家属的歌》，真诚地写道：“你
们含辛茹苦地陪伴着我们”，“把双
倍的辛劳担在双肩。”诗人作为公务
员，在诗中写道：“我们向你们庄严
地承诺，/要公道、正派，勤政、廉
明。”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个
心中装着人民的诗人即使抒写亲
情，流淌着的也是人民大众之情。

《春天的歌唱》洋溢着人民之
情，其中《我热爱土地》《别再蚕食土
地》《大地的呐喊》《农民摇头看不
懂》《万顷良田今安在》等诗篇格外
引人注目。人们都知道，土地是农民
的命根子、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保
证。诗人吴振兴出生农村，是农民的
儿子，他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
情，因此他情系国家，情系农村，情
系农民。诗人为广大农民代言：“我
们郊区的土地呀！/曾经亩产双千

斤粮，/千斤麦子、百斤棉，/为城
市、为居民，/作出了无私奉献。”诗
人直面房地产开发商盲目开发，大
学盲目追求豪华、气派，占用大量农
田，耕田日益减少的现状，大声疾
呼：“全体同胞呀！/包括我们的农
民兄弟，/我们一起来呼吁，/我们
一起来守卫”，“来保卫我们的土地，
/来保卫我们的农田。/再不允许任
何人，/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有关
部门，/最严格的审批，/乱占乱用
耕地。/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
有吃饭的资本；/让我们伟大的祖
国，/永远有持续发展的底气。”这
些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喊出了
广大农民保卫农田的心声。《别再蚕
食土地》一诗，热爱土地的激情，对
蚕食土地乱象的愤怒，使诗人来不
及将急欲表达的激情化为意象，形
成意境，而是直接呐喊：“该大声地

呼吁了，/十三亿人都要站
出来，/共同制止浪费土地
的现象，/坚决地守护我们
的耕地！”《农民摇头看不懂》
抒写乡村因公路“占去良田

千万亩，/农民摇头看不懂”的愤怒
感情。这些诗篇，感情真挚、深沉，格
外动人。

有大爱必有大憎。《春天的歌
唱》有很多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革
命领袖、伟大祖国、中国梦、改革开
放、广大人民群众的诗篇，也有斥责
贪官污吏、改制乱象、国人出国不文
明行为、写晦涩诗的人、糟糕的诗刊
等讽刺诗。讽刺诗在于揭示对象现
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从而揭露对
象的本质。《春天的歌唱》中的讽刺
诗正是采用这种手法，收到讽刺的
艺术效果。《给一伙巨贪画像》这样
写巨贪：“他们白天是人，/晚上是
鬼；/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是人，/一
下台是鬼；/他们人前模样是人，/
背地里干事是鬼。”揭露了巨贪当面
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本质。诗人
写当今某些“有钱人”出国：“在公共
场所，/大声喧哗；/在大街小巷，/
随地吐痰；/在名胜古迹，/乱涂乱
划；/还乱串马路，/乱闯红灯，”揭
露某些有钱国人但没有素质的现
象。（《国人出国形象》）讽刺社会上
某些乖谬的人与事，是有力的针砭。
诗人对其中大多数被讽刺的人与
事，出于希望对方发现自己的乖张
之处后，及时改正。诗人创作讽刺
诗，目的在治病救人。因此，讽刺诗
人站在人民立场上，讽刺诗正是代
表人民在向社会发言，引起全社会
注意。

当下诗坛，有不少诗作局限于
抒一己私情的狭小天地。吴振兴《春
天的歌唱》抒人民之情，给诗坛吹来
一股新风。广大人民十分需要大抒
人民之情的诗篇。衷心祝愿吴振兴
先生创作更多更好为人民喜闻乐见
的诗篇，酬答时代与人民！

抒人民之情
———评吴振兴诗集《春天的歌唱》

凉夜，新月迷蒙，

一人走于街道，车经过被带起的裙角，

回家的途中有路灯做伴，

眼前的世界也被映衬成橙黄，

家就在不远处的转角，窗里还有人在张望，

这一刻，心底无比安定。

夏风，汹涌拂过，

有远方有信念，温和也充满力量，

因为见过天地，见了众生，所以得见自己，

相信会被命运温柔偏爱，未来如此值得期许，

幸好，学会了不纠结不后悔与流泪，

幸好，正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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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欧有一些特殊的博物馆，
陈列品就是一条大木船，它是在原
地出土的，或打捞在岸边的。北欧人
没有将它搬动，这样一条庞大而脆
弱的木船，搬运或拆散再组装，都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按照船的
大小尺寸，在原地为它量身订制做
了一个木船博物馆。

围绕船的四周建了几层展区，
方便观众自下往上一层层仔细观
摩。有的博物馆是火炮太多太重的
木船，以至倒翻沉到海底；有的博物
馆展示的却是一条坟墓船，由于它
刚好埋在泥炭中。北欧的海水含盐
量很少，几百年没有腐烂，还保存得
十分完好。一条埋藏了几百年的珍
贵的木船，成为维京海盗真面目的
重要历史见证。在世界各地先后都
发现了大批金银首饰，精致的海象
牙雕刻、木雕、石雕以及金属
圣物盒等等。这些重见天日
的宝贵文物，1992年在巴黎

“大皇宫”曾经展出过六百多
件。大量的文物，使当代人在
中世纪的另一种文化层面
上，感到历史的厚重和人类
进化的变迁，由此引起强烈
震撼。

ViKing（维京）原意是
“来自峡湾的人”。他们生活
在公元800-1060年之间，所
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
来自大北的日耳曼人），由于
天然靠海的地理环境，到处
又见河流湖泊，他们的造船业在全
球首屈一指。漫长的冬日，大雪把陆
地都封锁了，那时节，他们的活动都
在船上。在不由自主的漂流中，他们
经常发现其它岛屿。由于生活贫困，
发财的愿望和好奇心使他们产生了
继续向未知的世界觅宝的欲望。于
是，北欧历史就出现了近 300年的
维京海盗世纪。

维京海盗活动始于丹麦，丹麦
人先向大不列颠半岛大肆掠夺，然
后是德国和法国。他们的船队大多
由十多条组成，沿着大河行进，过海
包围伦敦，公元885年围困巴黎。卢
昂、南特、波尔多都曾遭受过抢劫。
瑞典人则向东边进发，渡过波罗的
海，在旧拉多加和诺夫哥罗德等城
镇建立贸易基地，并远航俄罗斯，到
达基辅和保加尔。他们创立了诺夫
哥罗德和基辅公国，这就是今天的
俄罗斯。俄罗斯这个名字来自维京
人。挪威人降服了爱尔兰，跟着是格
陵兰和冰岛，约公元 1000年，横渡
大西洋到达北美洲，比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要早了5个世纪。

丹麦、瑞典、挪威的维京人向外
扩张，开始并不为破坏和征服，或将
自己强加给别人，而是为贸易，为发
财致富。把兽皮、龙涎香、毛皮，尤其
是奴隶，卖到当时的欧洲中心拜占
庭等地方。但和平贸易谈何容易，匈
牙利人和撒克逊人都不容许。他们
这样做，经常被迫动武。因为船上的
人数总是少于陆上的人，他们只能
狡猾应变，避免大规模有组织的战
斗，避免吃败仗。后来，欧洲停止奴
隶买卖，谈判贸易又变得不可能时，
维京人的生存发生问题，他们转而
去抢劫教堂。教堂通常富有而没有
设防，容易得手。公元 793年 6月，

维京海盗出现在英格兰北海岸的林
第斯法恩岛登陆，袭击并掠夺该地
的修道院，屠杀大量教士，并驱使
当地的教士和居民成为他们的奴
隶。这场出乎意料的袭击对基督教
欧洲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这一事件
也宣告海盗时代的来临。那年月，
许多教堂都被遭劫。他们砸毁圣像
以剥取黄金，为此得罪了教会。后
来，教会中人书写的历史都是维京
人的暴力、贪婪、勒索等异端行为，
这样就成为后人对维京人形成了
传统的看法，故此，“海盗”的说法
流传开来。

维京海盗活动时间，先后达
300年。从兴起到没落，他们经常利
用两次海征之间的时间，留在大陆
生活。他们与外国女孩通婚，改信当
地的宗教，展开一系列的艺术创造

活动。他们的铁匠也是金银
首饰匠，从一个村落到另一
个村落，去给人打金银首饰，
制造匕首和辔头上的各种装
饰物。

在巴黎“大皇宫”展示的
物品，参观者发现维京人的艺
术原始怪异又笨重，图案线条
成几何形状互相交织。那些艺
术装饰品大多是模仿动物身
形，不要求象征而是着重艺术
想象的特点。想象力的丰富和
大胆，以致人们认定抽象艺术
起源就是维京人。

要说维京人最伟大的创
造就是他们的造船技术。这些船可
以使用风力行驶，也可以使用船桨。
船速能达到每小时57海里，后人用
了千把年时间才搞明白其中的巧
妙。在没有任何航海仪器，如指南
针、星座仪情况下，船长就是舵手。
人们猜测船长是根据风向、云状、飞
鸟朝向以及鱼群出没的情况来决定
的。现有资料表明，他们使用“太阳
石”来确定航行的方法。媒体报道
说，今年英法考古人员真的在古代
沉船上找到了一颗“太阳石”。

船是他们的家园，不仅是交通
工具、住房、文化主体，是留给后人
的遗产。船也是他们的坟墓，死后经
常埋葬在船上。

维京人还有一大特长是善于社
会事务的组织和管理。那些不善于
自理的斯拉夫人经常请他们提供一
些首领，帮助管理他们的地方。维京
人马上答应，因利趁便在当地安顿
下来。俄罗斯的建国，也是当地人请
他们去治理开始的。他们追求物质，
也追求精神。相信土地、河流、海岸
都有它的神。他们相信自己是从天
上沿着彩虹来到人间，死后也沿着
彩虹返回到天上。他们喜欢吟诵诗
歌，每个人死前都会吟一首诗来告
别生命。

前几年，中国军队刚入役的航
空母舰“辽宁”号，就是前苏联的“瓦
良格”号航母。瓦良格就是俄语中对
维京人的称呼。

北欧的海盗，起于善良，因生存
需要而走向抢掠，这是社会演变的
生存法则。我们同时看到，其精工巧
匠的技能，善于组织的能力，独具魅
力的文化，毕竟为北欧的历史，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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