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生命更大的希望

诗人吉狄马加的长诗 《裂开的星

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十月》

2020年第 4期，以下称《裂开的星球》），是

一首因疫情对人类生存秩序的破坏、 对人

生命的掠夺， 以及后工业文明对地球环境

破坏进行理性反思的诗歌。 诗人以一种大

气磅礴的睿智， 对全人类生存深处的生命

意识进行拷问。 作品既源于现实，致力于对

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进行深刻的透视，

更超于现实， 对人类文明的源头作了想象

式的赞颂。 毋庸讳言，《裂开的星球》是近年

来中国诗坛上一首哲学意涵厚重的宏作。

温故知今，止于至善，是中国文人理解

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 长诗开篇写道：“是

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

星球？ ”吉狄马加提出了人类与人类赖以生

存的地球之间两极关系的重大哲学命题，

到底是地球创造了人类， 并给予人类自由

生活的空间， 还是人类的过度开发索求改

变了地球的属性。 如此深沉的追问，体现了

诗人高度的忧患意识。 地球与人类的改变

和被改变的关系， 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终级

意义，如果人类过度地破坏自然生态，那么

我们是否还能够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

正如诗人所言，“天空一旦没有了标高，精

神和价值就会从高处滑落”。 人类无穷无尽

地向地球索取， 超越了这个星球所承受的

能力， 被撕毁的星球就成为人类的最后归

宿。 “当智者的语言被金钱和物质双手弄

脏”时，裂开的不止是人类生存的星球，更

是人类生存价值意义的彻底毁灭。 《裂开的

星球》通过地球外部环境的形象叙事，深切

地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虑，是诗

人对当下人生的深度体验与哲学思辩。尤其

是对地球外表环境的绝望之情，更使这首长

诗具有极其深广的人类悲剧情怀。 疫情“从

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外

一个国家”，“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是死亡

的另一种隐喻”。 肆虐全球的疫情是一场无

影无形的人性之战，“它当然不需要护照，可

以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 它将带给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民以死亡的

威胁。 甚至“如果可能它将惊醒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政府，死神的面具/将会把黑色的恐慌

钉入空间。红色的矛将杀死黑色的盾”。这场

突入其来的疫情，是对人类的生存处境前所

未有的挑战，充分展示了人类生存压力下人

的意志力量。 诗人描述了疫情之下，作为存

在者的人类在面对这场来势凶猛的灾情时，

每一个地球人都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社

会历史责任。 因为“这是曾经出现过的战争

的重现，只是更加的危险可怕。 /那是因为今

天的地球村，人类手中握的是一把双忍剑”。

人类生存的命运就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

怎样战胜自我，重新回到人类生存的文明源

头，这是诗人对人类当下的生存境地所进行

的哲学思辩。

在地球上自由而幸福地生存， 这是人

类的共同理想， 也是一切存在者所向往的

目标， 当这个理想受到后现代文明发展的

影响而无法实现时， 人类的生存发展就会

付出沉重的代价。 “哦！ 文明与进步。 发展

或倒退。 加法和减法。 /这是一个裂开的星

球。 ”“裂开的星球”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客

观环境， 如果再不及时停止对地球的无节

制开发，那么“贝都因人在城里建构想象的

沙漠， 再也看不见触手可摘的星星。 /乘夜

色吉普赛人躺在欧洲黑暗的中心， 他们是

白天的隐身人”。 人作为星球上的存在个

体，一旦对星球的环境进行非人的掠夺时，

“人”的意志便会沉入空虚，美好生存的环

境就化为乌有。 所以诗人发出了“善待自然

吧，善待与我们不同的生命，请记住！ /善待

它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要么万劫不复”的

警告。 可是，在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人类

为了所谓生存的每一次进军/都给自己的明

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在非洲对野生动物的

疯狂猎杀/已让濒临灭绝的种类不断增加。”

存在的“人”本来完全掌握自已的命运，但

却要对外在社会生存环境进行惨无人道的

“进军”，而“每一次进军”的结果都是给人

类生活的明天埋下了死亡的隐患。 因此，诗

人用誓词般的诗句证明一个生存的真理：

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都在以其自

身存在的方式证明“裂开的星球”终将使人

类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于生命。 只有每一

个单个的人组合成人类的共同体， 才能阻

止星球的裂开。 所以诗人坚定地相信：

这是一次属于全人类的抗战。 不分地域。

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保护每一个
生命，

而不是用抽象的政治去诠释所谓自
由的含义。

我想阿多诺和诗人卡德纳尔都会赞
成，因为哪怕

最卑微的生命在任何时候也都要高
于空洞的说教。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 也不是一个

民族的战争， 而是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的或突显或隐蔽的

战斗。只有“保护好每一个生命”，人类才

会最终保护好自己， 才能够抵达人类生

存的终极目标，实现肉体与灵魂的不朽 。

在长诗 《裂开的星球 》中 ，诗人吉狄马加

始终坚守人类共同抵抗疫情的生存理

念，坚信只要存在者的人“不分地域”，协

同作战， 在疫情横行的处境中寻求人类

的自我救赎， 人类就会摆脱疫情带来的

焦虑。 就算是“最卑微的生命”也重新找

回自己 ，让 “人 ”的生命意义从外在环境

的桎梏中释放出来， 实现人类和平共处

的生存目标。

如何面对 “裂开的星球 ”，诗人提出

了 “在此时 ，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跨

过这道黑暗的峡谷”。这无疑彰显了整个

人类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而进行合作 ，人

类才能够击败疫情，才能修补好“裂开的

星球”的真谛。 只有冲过“黑暗的峡谷”，

人类才能避免万劫不复的毁灭 ， 实现生

命价值的永恒。 《裂开的星球》将现实生

活中的真实叙事转化为理性思维的具象

传达，诗的主题内蕴已经远远超越了诗人

所要谴责的疫情事件本身 。 诗歌中关爱

生命的情结，关于环境保护的呐喊，关于

人类重新思考生存方式的警醒，是 《裂开

的星球》深厚而博大的诗学意涵，这种大

美的诗的旨意， 始终闪烁着宽阔而深远

的美感力量。 它以诗性的语言深情地呼

唤人类善待自己生活的家园，“缝合我们

已经裂开的星球”，并预言只要我们回到

理性的文明的源头， 人类的明天就如同

“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 ”。 正是

基于对人类、 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的

星球环境的哲学思考， 诗人豪情万丈地

写道：

曾被我千百次赞颂过的光，此刻也正
迈着凯旋的步伐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
这个世界将被改变

是的！ 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着而
坚定的相信———

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 黎明的曙光依
然如同爱人的眼睛

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的腹部， 母亲
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

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 在子
夜成为星辰的爱巢

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
方式，多数人都会同意

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
自身的斗争不会停

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 人类你
要大胆而又加倍的小心。

人类的希望之光正沿着生命的通道

“迈着凯旋的步伐” 朝着我们走来， 虽然

“我不知道明天会生什么”，但是世界已然

改变。 被改变的世界并不可怕，只要人类

共同争取“人”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实现全

人类的互相包容，珍惜大家共有的地球资

源，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对立冲突和睦消解，那么，尽管人类生

存的星球已经裂开，但“太阳还会在明天

升起”， 母亲和孩子依然生活在平静的家

园，“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

要方式”。 有创造，“人类还会活着”，而且

永远活着。

《裂开的星球 》是一曲关于人类整个

生命与精神历险的忧郁吟唱 ，表达了诗

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质询 。 作品从不同

的视角关注全人类在 “裂开的星球 ”上

的存在现状 ，展示了作者从个体生命出

发进而对人类生存情景的诗意想象 。 这

首长诗是关于全人类和所有生命的审

美认知 ，更是吉狄马加关于人类生命哲

学的本真精神的具体表达 。

（上接第 2 版）都知道他的手艺好，出摊的

时间也比较固定，生意总之能维持下去。 老

班豪侠，做买卖不喜欢搜搜抠抠，一帮街坊

邻居和老主顾都成了朋友。 隔三差五要聚，

直接去老班那里开伙，就当下馆子了。 老班

实诚，不赔就行。 有一回跑慢了，被城管扣

下了车子， 朋友们劝他， 别整天跟逃荒似

的，就安心在家干吧，客源他们管。 于是一

三五宴宾客， 二四六伺候来打牌下棋聊天

的一帮兄弟，也闲不着，钱也不少挣。

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前，他的小两居变

成了食堂，每天打麻将、推牌九、斗地主、

炸金花的总有那么一两桌。 老班管好他们

的嘴就行。 他也搞不清从啥时候开始，伙食

费变成了抽头。 赌嘛，有输就有赢，不管多

少，饭钱固定是赢钱的两成，输钱的白吃。

两成也是个不小的数，老班过意不去，一个

老兄弟跟他说，给你就是该拿的。 老班就明

白了，不光伙食费，还包括场地和风险。

这是老班始料未及的。 如此下去不是

个事儿， 老班家祖祖辈辈只出本分人，但

他也想不出脱身的妙招。 他说，他就装聋

作哑骗自己，能不在家就不在家，在家也

主要待在厨房。 有谁急着上厕所托他抓个

牌，他就说，两手面呢，或者，锅里炸着油

呢。 疫情给了他借口。 隔离不只是关乎他

们那一屋子的人，还是关乎全北京、全中

国、全世界的大事，谁也不敢轻慢怠惰。 他

们还希望老班过年也待在这里，春节小长

假，正可以昏天黑地整他个痛快。 老班哪

敢，赶在春节前关了门上了锁，回了河南。

我们俩遇上时，他刚回来几天。 在家

几个月，想明白了，到此结束，收拾停当就

打道回府。 “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

短，”老班坐对面，举着酒杯跟我比画，“打

个喷嚏可能就过去了。 还是守着一家人心

里落定。 ”

“嫂子发的话吧？ ”

“这点事还用麻烦领导？ 靠你哥我的

觉悟绰绰有余。 ”

“不遗憾？ ”我的意思是，不担心人家

说你在北京混不下去了？

“遗憾个屁。 你哥这叫圆满。 来了，待

住了。 老子待了二十多年了，还不够英雄？

其实英不英雄也都是个屁。 烦了，待腻了，

想家了， 那就他妈的痛痛快快地滚回去。

就这么简单。 哪那么多自欺欺人的大道

理。 来，兄弟，大博士，这杯干了！ ”

我不胜酒力 ，向来惧酒 ，但那杯我满

满当当地干了。 失联了多年才有机会喝上

这一满杯。 下一个满杯，谁知道要等到什

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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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吉狄马加以一种大气磅礴的睿

智， 对全人类生存深处的生命意识进

行拷问。 作品既源于现实，致力于对疫

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进行深刻的透

视，更超于现实，对人类文明的源头作

了想象式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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