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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刘长卿曾言 !"古调
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似乎喻示着
文化意义上历来有之的古与今&新
与旧的疏离与对立$ 而事实上在当
下的文坛内外'旧体诗词的创作却
日益显现出葳蕤蓬勃的态势$ 张恭
春先生作为中国化工行业的资深
专家 ' 虽然与诗界并无往来与勾
连'素常却钟情于文采风流 '锦心
绣口'更对旧体诗词的写作独具深
情' 成就了他生活的另一种精彩$

虽然他的职业与文学无关'更无意
于追慕年轻时尚的"诗和远方%$ 但
当我读到这本诗集的时候'却依然
感受到一种诗情性灵的挥洒与精
神的触碰'一种文学格调的滋润与
闲适$ 这令我蓦然想起德国诗哲荷
尔德林那传诸久远的名句 !"人充
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
地之上$ %

恭春先生有着一颗诗人敏感
不羁的心'对于周遭万物与世间风
情都带着某种深切的审美观照$诗
集共分八章 '取名 "闲道当歌 %'或
许意在走笔人生 '包罗万象 '行云
流水$刘勰(文心雕龙)曰!*夫缀文
者情动而辞发 ' 观文者披文以入
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诗人描
山画水'察古观今'摹写世情百态'

盎然的诗意无不倾泻在其对自然
与生活的双重表达中 $ 我一直以
为'在具体的书写中 '为了使同一
物象或事件获得更为自然精当的
呈现'语词的自洽与妥帖是非常重

要的'它是对自然存在与生命图景
的千姿百态的丰富表达的不断更
新&替换和修补$ 从这一意义上而
言'(闲道当歌)尽管作为旧体诗的
写作文本来予以细究'它或许尚存
在许多流俗&浮浅与不足之处$ 但
它用旧体诗的仿写方式倒是真切
记录和传导了个人的现实经验'并
揭橥这个时代的万象更新和世态
征候$

分而析之 '在 (故道心声 )里 '

作者携故道衷肠与家国情怀抒发
了对于故乡江西上饶的拳拳赤子
心' 家山山高水长的风土人情&名
胜古迹以及发展现状尽在诗行文
字间真情流布与展露$ (方塘村)一
诗云!*三清源上谒先师'半亩方塘
一墨池$ 玉宇澄清期几许'金猴奋
起正当时$ %此方塘相传正是朱熹
名诗*半亩方塘一鉴开%之方塘'后
两句则化用毛泽东的 (七律+和郭
沫若同志)$ 这首诗颇具古与今&新
与旧交相融汇的气韵'虽是怀古咏
史之作' 但志向情感真挚恳切'亦
契合传统文论中历来讲求的"义贵
圆通'辞忌枝碎%的道理$

(山河足音) 则充分显现了作
者丰富广博的生活游历'其足迹遍
及祖国的山川峻岭 ' 仰观宇宙之
大'俯察品类之盛 '也可从一个侧
面展示他作为诗人吟咏时世&感怀
人生的一种精神纹理及其表现能
力$ 具体拈来'(苏堤春晓)末句"此
处人来易断肠%是对"白蛇传%经典

叙事的感伤回应 '(崇明夜岛遇暴
雨)中"车似舟楫迷海雾'人如惊鸟
望天途, %一句'或许表达了人与自
然对立与和谐的相处中'人类对于
自然力量的一种深刻的敬畏$ 当然
就文字功底而言'仍有待于作者在
日后的创作中坚持不懈地苦心凿
造'正所谓*弥纶群言'研精一理%'

方能体现出自己高远的文学志向$

(欧洲撷英)和(澳洲掠影)'则
辑录了作者游历西方文明的部分
作品$ 晚清黄遵宪曾用古体诗的形
式描写了海外世界和近代科学'日
本的樱花 &伦敦的浓雾 &巴黎的铁
塔等万千风物皆入诗章$ 恭春先生
亦复如此 '威尼斯水城 &巴黎圣母
院&万有引力 &物种起源等诸多文
化符码都行诸笔墨$ 黄诗(日本杂
事诗)中如(富士山)!*拔地摩天独
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 二千五百
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 %而张恭
春的诗 (登铁力士雪峰)!*雪峰阿
尔卑斯山'横贯欧洲入云端$ 铁力
悬空一万尺'九天揽月探广寒, %也
颇具黄遵宪的诗文遗风$ 文学传统
是一幕无所不在的文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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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在其中也具有存在的现时性

(

并
不息地发展着它的内在因素的变
化组合

(

以持续本身的文学影响$

藉此'是否可以认为 '现今如恭春
先生这样钟情于文学书写的各路
作者在不同的创作群落中'正穿越
漫长的时光岁月'以自己绵延不绝
的心灵唱和'与那些前辈大师们遥

相应答与对接'而成为某种繁富错
杂的生命喧响$

对于作者而言'诗歌是他人生
阅历和生命感悟的忠实记录'也是
他诗意灵魂的安居之地$ (闲道当
歌)既以文学的方式集力呈现了当
今社会的发展路程'又展现了时代
与个体交错互动的精神风景 $ 然
而 ' 正如韩愈诗云 !*欢愉之辞难
工'愁苦之音易巧$ %诗词创作需要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不仅仅是
平仄韵律的工整 ' 词语分行的精
准 '更是诗歌情境的锻造 '创作意
趣的灌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闲道当歌#张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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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记录和思考时代
李朝全

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 是民
族心灵秘密的探索者$ 文学可以
也应当直面现实' 记录和思考时
代'自觉承担起时代的先行者&先
觉者& 先倡者的责任$ 李英的报
告文学(第三种权力)就是这样一
部有时代体感温度和思考深度的
作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处于
社会转型时期' 旧的事物不断得
到变革刷新'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与此同时' 一大批新鲜的新生的
新颖的事物不断萌芽'热流涌动'

为这个时代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
与活力' 开辟新的空间与可能$

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方面' 我们
国家走过了村民自治的曲折历
程' 走过了让百姓自己做主的阶
段$ 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
票...*

!)*

万元选村官%事件再
考)和朱晓军&李英的(让百姓做
主...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 )

便分别是关于以上两个主题及时

而生动的文学记录与思考$

李英无疑是一位有心的 &有
勇气探究和追索的作家' 对于农
村基层政权建设' 对于中国式民
主在广大乡村的实践一直抱有浓
厚的兴趣' 投注了关切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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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他和朱晓军采写的 (让
百姓做主) 关注和描述浙江金华
市婺城区琴坛村村民通过民主方
式罢免民选村主任' 实现乡村基
层民主的曲折历程' 受到了广泛
好评$ 随后他发现了全国第一个
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浙江武义
县后陈村这个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的典型' 在深入采访当事人的基
础上' 认真探析农村公共权力有
序依法运行的新途径' 深入阐释
了*第三种权力%的新鲜概念'亦
即! 在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
委员会之外' 成立一个与 *村两
委%并列的&专事监督村级权力运
行和行使的第三方...监督监察
方' 从而将农村管理推进到了分

权制衡&民主监督的阶段$这种基
层分权制与西方的立法&司法&行
政三权分立有着本质的不同'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重要
的实现方式之一' 统一于党的领
导$

村务监督委员会' 是后陈村
的首创$

!**'

年
+

月
&,

日'后陈
村在全国率先成立$ *后陈模式%

随即在武义县普遍推广$一年后'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视
察后陈村' 肯定了武义县的试点
探索精神和后陈村的摸索的贡
献$

!*&*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
改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
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
的村务监督机构%$ 作者由此推
断' 后陈村的基层民主实践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村务监
督由一村之计 ' 上升到治国之
策%'令人信服$

实质上' 中国的民主法治化
进程' 既有由政治体制改革顶层
设计所确立和推向全国落地实施
的'更有大量的自下而上'由基层
政权和老百姓在实践探索中摸索
寻找到的方式方法及路径$ 这是
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普
遍性特征$想当年'凤阳小岗村的
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
幕$ 琴坛村的村民做主罢免村主
任' 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民主罢选
村干部 /朱晓军发表有 (乌坎事
件)予以详尽记录0'等等'都是在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寻
路&探路$ 它们'都是国家记忆的

重要组成' 都是共和国历史上值
得大书特书的内容$ 当然' 这些
自然也都是文学和作家应当深入
开掘& 记录描写和深入思考剖析
的重要对象$李英用了三年时间'

努力揭开后陈村伟大历史创造的
内幕'记录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完
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充分发
挥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的
功能$

李英是一位有经验的作者 $

他绝不止于原原本本地记录事件
本身' 而是努力挖掘事件错综复
杂的来龙去脉'层层剥笋'逐步揭
开后陈村的神秘面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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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初'村干部腐败蔓延'后陈村一时
间*前腐后继1$ 巨额土地征用款
等大笔收入被村干部所掌控&挪
用乃至贪污' 而本应作为主人的
村民们却全都毫不知情'*没有盯
钱的权力 ' 没有盯村干部的资
格%'更无法实现自身的权益$ 村
民们纷纷上访' 如秋菊打官司般
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 村级政权
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 有可能陷
入 *塔西佗陷阱%$ 正在此时'胡
文法临危受命 '出任后陈 *问题
村%的村支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 他开创性地提出成立专
门的村财务监督小组' 对村级财
务运行进行全程监督'之后'又根
据民意给村民们分配了土地征用
款' 同时留足资金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 为百姓创造更多可持续的
财源$ 得民心者得天下 '由于顺
应了百姓诉求' 胡文法的探索实
验获得了成功' 受到了村民的普

遍拥护和赞赏$ 在财务监督小组
基础上' 后陈村又进一步摸索成
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这些循序
渐进的一步步的摸索' 使后陈村
的民主法治体制机制逐渐得以建
立&健全和完善$村级权力运行更
加阳光&透明&具有公信力$ 行政
权力真正被关进了制度的& 法治
的笼子$ ...后陈村的实验 '从
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历史意
义$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我们欣
喜地看到' 村级权力民主监督的
成功实践被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高度'

提升到依法治国& 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 十九
大报告指出' 要健全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 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
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
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实现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 ...由此看来' 后陈
村的实验'可谓居功甚伟$对于如
此重要的事件及其相关当事人'

文学确应作出及时的关切与回
应$ (第三种权力)正是这种回应
的一个可喜成果$ 这部报告文学
的意义已超出文学范畴' 它可能
也将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
一份珍贵历史文献而得以留存$

从(第三种权力)对第一个村
务监督委员会的纪实可以看出'

文学通过自觉记录和思考时代重
要发展课题' 可以积极介入现实
参与现实变革发展$ 这种记录和
思考'是为历史立此存照'更是为
了助推时代列车健康前行$ 报告
文学参与现实的功能正在以一种
主动参与& 积极思考的新方式得
到了传承与光大$

!&第三种权力#李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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