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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病了/背负着起伏的蛙
声/捂着自己刚刚失明的眼睛”（《病患》），赵亚东
有诸多述写身体疾病的诗句。人的肉身总是“向
死的存在”，从出生起便开始逐步走向衰老，在生理
规律的不可逆转性面前，人的无能为力便为诗歌书
写疾病提供了合理性。作为打工立身的诗人，常常
在真挚文字的转身时露出一个异乡人在城市的仓
皇与局促，这种对社会环境的无力感侵蚀着他的身
体与精神，于是“生病”成为日常。赵亚东诗歌的特
色是强化心理状态，在反复渲染客观之物中隐晦又
直切地表露情绪，疾病的存在可以将充斥情绪的自
我实体化，令在此之前属于心灵映照的虚幻之

“我”同肉体一齐登台，把最完整的“我”向读者完
全敞开，于是实现了“我”的高度在场。

多年身处异乡的乡愁和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的
城愁，成了他早期作品中反复缠绕的心理状态。
城乡文化的矛盾推动个体的心理边缘化，汇聚成

“心理”疾病时只得以实体化的身体作为表征。赵
亚东在诗歌中也深有此意。疾病不仅是身体的疼
痛，而且是个体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现代
病”。赵亚东把疾病的社会性与道德性深埋进字
里行间，赋予其一种更为复杂的含义。

《那些草裹紧我的身子》《微小的角落》等诗
作，反复呈现着恐惧的动作与结果，也写出了诗人
在面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时的清醒。赵亚东将
生活之重以极其轻巧的方式入诗，留存了这片刻的
沉默。可诗人并没有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只不过选
择用诗歌发出了无声的呼喊。诗人擅长用细节化
的方式摹写节制的情感，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片苍
凉之境，又给读者预留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个人与社会相比，总是呈现出渺小的状态。
《带一粒稻米回家》中：“我在秋天遇见它们，身子
贴紧了泥土/我知道，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才能把
它们带回家”，写出了一种巨大的悲哀，无家可寻
之人只能将身体流放。诗人同被丢弃的稻米一
样，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若不想屈服只得耗尽
一生所有。《我在这世上一个人也不认识》则将孤
独与恐惧写到了极致，“从前下雪的时候，我都是
一个人/屋子里，炉火噼啪作响/大雪挡住了整个人
类的面孔/我在这世上一个人也不认识”。诗歌写
的是人心，更是作者的大悲悯。诗人深感社会中
人与人间的距离感，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只得背
负着几代人的灵魂，度过沉重而窒息的漫长岁月。

赵亚东擅长将苦难以细节化的方式轻落于
诗，在自我的反复调试中寻找着读者的感受适宜，
以文字满足读者的群体属性需求。这样的诗歌是
忧郁的，也是孤独的，但这背后不是虚空的世界，
而是心灵的颤抖。诗人将恐惧间的思虑和思虑间
的恐惧彼此借重，在自我调适中尝试精准表达诉
求，在文字中展现的无言与痛感使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感受到“锥心之痛”。最终在文字的整体铺排
中将此种情绪宣泄出去，提高了对恐惧的感受阈
限值，又由此唤醒了生的希望。

始终带着一颗淳朴纯真的心态审视人世间，
赵亚东不断用审美拉开距离，在诗歌的世界中遨
游，以期寻到一处可供栖息之地。诗人早期用诗
歌追问世界，表现青年的困惑，后来用诗歌阐述，
反复回溯人生经验。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有
机会让诗人在磨难中分娩出最纯粹的情感。诗人
借诗歌之力，为自己的思想画像，重塑了被现实毁
坏的肉身。诗人赵亚东像是一个蚕食情感的精
灵，品尝过人生的种种苦难，却没有被忧郁与恐惧
击垮，反而是一路高歌向阳而行。

从疾病与疼痛，到沉默与恐惧，大量的忧伤情
绪从赵亚东诗歌的字里行间涌出，当情感的洪流
准备淹没一切时，诗人又注入了一丝希望，为陷入
情感困顿、生活迷局的人保留了一颗散尽苦难后
的潘多拉“种子”。

作为父亲，他怀恋“有着和我同样面孔”的儿
子。作为丈夫，他“只爱这一个为我生过孩子的女
人”。作为儿子，他时常想起父亲“穿好黑色的小
褂，叼着弯曲的烟斗/从那薄雾中，慢慢抬起头
来……”（《父亲从薄雾中抬起头来》）。现实的苦
难助长了诗人对生活的无奈和无助感，然而亲情
的存在成为诗人忧郁心境的底线，于是父亲、母
亲、妻子、儿子就成为了诗人走向救赎的指引。这
些词汇组成了赵亚东诗歌中最温暖的生存场域，
成为诗歌联结情感共鸣的代偿。从乡土世界走出
的赵亚东反复书写着故乡，只要故乡的稻米还在
生长，这份乡愁就有希望。《小调》中无名的浪子还
能依靠一粒星辰，《我们的房子正被星辰照耀》中
那颗星辰还能点亮旧屋，《歇马滩》中还可以畅想
与群山一起吐故纳新。诗人在摸索自然的节律中
完全进入情绪，他并不需要成为人间的“遥远的救
世主”，而是将人间的希望溶解在具体的意象之
中，扔掉说理的虚假面具，在直指乡村的意象跳跃
中展现精神的向阳性。除了反复出现的稻米与星
辰，石头的意象也在赵亚东诗歌中反复出现。在
万物有灵的影响下，自然意象的石头逐渐被赋予
坚硬坚强、恒久不变、返璞归真的含义，这种隐喻
对诗人赵亚东来说是一份永不会被背叛的依靠，
也成为了赵亚东从诗歌中获得力量滋养的特殊方
式。古老的石头在赵亚东笔下缓缓苏醒，纵然没
有孙悟空和贾宝玉那般神祇，却足以成为在人间
睁眼看世界的另一个“我们”。

诗人赵亚东用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积蓄时间
性的体验与生命存在的体悟，从向上的视角回归
到向下的视角，在迎面扑来的俗世庸常中捕捉到
更多的诗意。纵观赵亚东的诗，不仅可以看到那
个稚嫩的少年如何在城市的奔波中走向成熟，还
能发现对语言近似贾岛般痴狂的锤炼逐渐加深，
使诗歌逐渐脱离于从前的单纯，走向了技巧的纯
熟，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健从容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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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有座报刊亭，就在我家小区的斜对
面。刚搬到小区时，报刊亭正火着呢。

我好阅读，每见书店和报刊亭就欢喜。刚
回小城那几年，自费订《读者》，却经常收不齐。
问单位收发员，说没收到。郁闷了好几天。自
此，再也不订报刊，想看什么，就到报刊亭去
买。报刊亭算是东四的一个公共设施，外观大
小和早年的交通警亭、岗亭差不多。雪飞雨溅，
人来车往，它总是在路口旁落落大方，范儿不失
份儿不跌。起初，因属邮政局管理，报刊亭毫无
例外地涂成绿色，正面是邮政标识，侧面是征订
报刊广告语。除了售卖报刊，报刊亭还设有一
部公共电话。反正就是个亭，满足人们基本文
化需求就是。我刚到东四时，小城有三五家报
刊亭，夏日里多在门前摆放一个冰柜，卖些饮料
和小食品。唯东四这个，除了报刊、电话外，别
的啥也不带，专一而不溜号。

执掌报刊亭的是个老太太，鹤发童颜，金牙
把门，一说话声音亮锃锃的。给她打下手的是
个秀雅的中年女子，像个小伙计，对老太太温顺
有加。我想她们不是母女就是婆媳，却没打
听。咱买的是报刊，不搞社会调查。那时，互联
网和手机还没普及，人们经常跑到报刊亭买报
刊、打电话。老太太热情主动，中年妇女不厌其
烦，报刊亭整天人来人往忙个不停。我去买《文
化历史》，老太太说：“一看你就是个恋旧的人。”
买《读者》，老太太说：“一看你就是个受过教育
的人。”搭茬儿说话让人听着舒服。

我有个习惯，别人翻看过的书绝不再买。
中午到报刊亭买当月的《读者》，只剩下一本不
说，还皱皱巴巴的。我询问还有新的没。老太
太不外道：“这也没坏，不耽误你看呀。”我摇头，
悻悻地买了份《青年文摘》后离去。晚上下班，
风弥雪漫，我小心翼翼前行。昏暗中，前面的报
刊亭却亮起了灯，那中年妇女站在雪中张望着，
见我走来就兴奋地挥起了手：“大兄弟，新《读
者》。”我顾不得路滑，急忙走过去，接过她递来
的崭新的《读者》。“在哪儿弄的？”我有些欣喜。
她说是老太太下午顶风冒雪专门到邮政局大厅
调换的。我想向老太太道声谢，可她早已回
家。雪意涔涔，我的心暖烘烘的。

拿手机的人多了，到报刊亭用公共电话的
人少了。这也就算了，可买报刊的人也少了起
来。我一直以为，手里拿份纸质的报刊，啥时候
都亲切踏实。力挺传统报刊，要从力挺报刊亭
做起。进入腊月后，东四的年味浓得稠了整条
街。刚到小城那几年，非常喜欢浓浓的年味。
春节前半个月，每天都到报刊亭前询问《中国电
视报》到没到，20世纪末养成的习惯难以割舍。
当月的《中国电视报》《读者》，还有《作家文摘》
等，一份不落买个全。我打心眼里希望东四这
家报刊亭坚持办下去，啥都有萧条的时候，传统
阅读方式也一样，挺住了，过一段就会好起来。
我和老太太、中年妇女说过我的看法，这是我的
自信，抑或是我对她们的鼓励吧。

开春的一天，城管和老太太说城市要美化，
这报刊亭绿了吧唧的影响市容，要么整改打扮
下，要么就立马拆走。老太太选择了整改。邮
政局都改革了，报刊亭该有个新模样啦。第二
天，老太太和中年妇女弄来油漆，一起动手把报
刊亭涂成了银白色。报刊亭上面的邮政字样也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四便民报刊亭”。我
去买报刊，城管正夸老太太，什么不占道经营，
什么识大体顾大局，什么得保护得支持，别说老
太太听了感动，就连我听了都有些感动。我问
老太太小城报刊亭还剩几处。她说：“就这一处
了。”我说：“太少了。”“啥是多啊？听说有的大
城市，都把报刊亭清得一干二净。”老太太似有
些庆幸也有些知足。我心里不是滋味。我曾和
一位分管城建的领导探讨过：一个城市，不该只
注重街区美化，还要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上
做点儿事，增加一些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
上的文化设施。他问具体的，我说：“那些所谓

‘有碍观瞻’的报刊亭，美化后就该保留。这可
是小城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他不以为然：“想
法不错，可现如今有几个人还到报刊亭买报
刊？”结果是各说各话，不了了之。直到今天，每
当到外地出差，我不去逛街市，却找报刊亭。找
到了，总要买几份报刊，回到住处静静阅读。不
知不觉中，一身的疲惫卸得干干净净。

东四便民报刊亭便民是便民，却再无景气
可言。一左一右的商铺生意都很好，但凡撑个

门脸就赚钱。报刊亭利微润薄，一年到头低迷
徘徊。赚不了几个钱，可它每天都要风雨不误
按时开板营业。您还别说，平时报刊不好卖，但
到了年跟前，报刊亭似乎又回到了前些年，《中
国电视报》和《天下美食》，卖得格外的好。这
时，老太太就念叨：“要是天天都这样该多好！”
中年妇女接过话：“那是。前些年报刊亭光《生
活报》就能卖不老少，整天忙得团团转，可心里
有奔头啊。”我在一旁选报刊，听了心里很不是
滋味，想说些安慰的话却不知咋开口，只买了一
本新到的《读者》便默默离去。报刊亭后的老杨
树正发芽吐绿，可报刊亭啥时才能返春？

过了不久，报刊亭多了一个经营项目，买卖
旧书。除了不收旧杂志外，其他的大到《新华字
典》，小到言情小说和奇幻读本等都纳入其中。
5毛钱买入，1元钱售出。没多久，我发现儿子也
爱往报刊亭跑，问他，他说看有无课外读物。我
警觉起来，突袭儿子卧室，很快从他床底下翻出
几本破旧的《盗墓笔记》。我问这书打哪儿弄
的，儿子说花 1块钱从报刊亭买的。我说旧书
埋汰，儿子说看着还行。我吓唬他看这书会做
噩梦，儿子说看着挺过瘾。我气急败坏，逼着儿
子硬是把旧书送回报刊亭。老太太不在，我不
满地问中年妇女：“这些书都是盗版的你们也
卖？”中年妇女不知所措，想和我解释什么，我

“哼”了一声不再理会。打那以后，我经常查看
儿子的课外读物，生怕有什么不健康不干净的
书被他卷入家门。

报刊亭四四方方，颜色换了几次，但大小、
形状和它的主人一直没换。后来老太太坐守报
刊亭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就不见她再来过。
中年妇女一人不擅坚持，报刊亭开得没了规律，
有时好几天也不开门。询问卖豆腐的老黄，他
茫然地看着上板的报刊亭，摇着头说他也不清
楚啥原因。

中元节的夜晚，我在十字路口给已故的亲
人烧纸，发现不远处好久没开门的报刊亭亮起
了灯。灯光下，中年妇女夹着一卷纸钱走出
门，恓惶着身影蹲在路口烧起纸来。我心一
沉，莫不是那老太太不在了？烟火中，昔日的
记忆渐渐清晰，现实的轮廓却消逝在黑暗中。

《朋友圈》 水彩画 韩静

赵亚东新近出
版的诗集《稻米与
星辰》以涤荡伤痛
的语言，书写过往，
在端详细节中寻觅
诗意，又勇于搭建
一片可供其灵魂栖
息的空间。这份勇
敢与坦诚，驱策着
赵亚东收敛情绪、
磨诗为命，使诗歌
免于陷入狭隘的地
域化、私人化审美，
同时敞开视野，关
注人的普遍性，将
诗歌书写人心的方
式铸成“赵亚东”风
格，从而达成了“只
观其诗便识其人”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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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国人每天有
十多亿人打开微信，七八亿人进
朋友圈，1 亿多人发帖。我的旧雨新
朋，无论男女老少，也大多遁入圈内。

“朋友圈”是市俗社会和虚拟社会的融合
体，人们在这里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玩圈的
规则当然不能完全摆脱市俗社会的条条框框，
但虚拟空间也足够大了。

微信朋友圈也是“江湖”。有的朋友在“圈”
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更多的如水泊梁山的好
汉，以绰号行世。仔细研究那绰号，颇有意味。
如一友，号“勺士”。我问何解，答曰，人家都有
文化，不是博士就是硕士，至少也是个学士，我
一士不是，尚有当饭桶的资格，故“勺士”是也。
其实，此“士”是腰缠万贯的企业精英。还有一
友，号“仰宋堂”。堂主乃卓有成就的青年画家
和书法家，也是一位富藏古今的收藏鉴赏家。

“仰宋”，我理解可能是追随景慕宋代文化之
意。此友每日发一自书帖，那隽永清秀的行楷，
颇承赵朴老之衣钵。有一挚友，曾是同事，号“江
心岛”，至今不知何意。他文笔好，思路快，嫉恶
如仇，发帖常有《世说新语》之风。还有一友号

“渤海渔翁”。此公乃上世纪 80年代初大连水产
学院毕业生，一直与海洋打交道。退休后，兴趣
爱好转向军史、文史，毕竟是军人世家。值得一
提的是，他研史，往往从当时器物入手。

圈里有多位我敬重有加的老首长，老领
导。平时，他们很少发声，但我每原创发帖，他
们都予以鼓励，有不同看法则私信交流。犹如
当年对我耳提面命。有一老领导号“西山老
圃”，曾写《西山老圃记》赠我：“或问：何谓‘西山
老圃’？答曰：西山者，某之所居也；老圃者，某
之所为也。所为者何？种菜养树者也！我本农
家子，少壮离乡拼搏，老迈返璞归真。”

老首长曾领将军衔，在职时，文韬武略，多
有建树。退休后，“朝观红日出海，暮望夕阳下
山。不闻街市喧闹，但乐小庭清闲。处江湖之
远，耕半亩净土。守方寸之纯洁，养浩然之正
气。”所作所为，令人感佩。

朋友圈是知识和信息的集散地，宛如一小
百科全书。时政讯息、市井轶闻也常常令人目
不暇接。故每日晨起，第一件事就是看“今日头
条”，刷朋友圈。久而久之，已成日课。

在我看来，心灵鸡汤似的文字读来令人乏
味，反不如那些市俗甚至重口味的段子，读来有
兴味。我注意到一些专家反复提醒阅读要防止
碎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注意。但从
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和信息恰恰是由碎片整合
起来的，如果没有浪花朵朵，何来大海汪洋？当
然，短平快式的阅读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需与
系统阅读、深度阅读互补。

古人提倡的“处处留心皆学问”，是有道理
的。一般来说，朋友圈的信息我都要浏览，但更
喜读有思想和文化深度的文字，对原创尤为青
睐。微信为“云”的朋友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虽已耄耋之年，仍思维敏捷，读她发文，宛如走
进了大学课堂。“一介书生”、“东有启明”是我的
老战友，同事时善思考，敢直言，就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退休后，在朋友圈里的发声仍不同凡
响，只是表达的方式更圆融了些。

正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老理
儿，在朋友圈里还套有若干小群，如战友群、同
事群。也有由于“气味相投”结伙成群的，如诗
歌诵读群、摄影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我完全
外行，如摄影，被朋友拉进去后，倒是开了眼
界。一日在群里见群友向阳在丹顶鹤之乡齐齐
哈尔市扎龙拍的一组鹤片，不觉被震撼了，遂配
诗一首：“白的如雪／黑的似炭／世间如此对立
的两种状态／竟如此和谐／头顶那抹亮色／如
一盏红灯／意味深长／对远方的渴望／对故土
的眷恋／是你扶摇的翼展／谁也无法料到／执
着与高傲／让你飞多高／让你走多远／每一个
寒暑都有故事／每一片羽毛都写着传奇。”

我朋友圈里的朋友有居庙堂
者，更多的是处林下者，在我
眼中，从无高低贵

贱
之
分，皆是
君 子 之
交 。 不 可 否
认，朋友圈里表
达的观点并不尽
一致，甚至常常对
立，有些话听起来也时
常令人不安。此时，我尽
量提醒自己，可以不同意
人家的观点，但要尊重人家
说话的权力。一个健康的社
会，应该包容不同的声音；一个
健康的朋友圈更当如此。当然，
圈里的朋友都是有底线的。

在我的朋友圈还有几位颇有成
就的学者和作家朋友，他们的原创哪
怕是三言五语，也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读他们是精神会餐。我的朋友圈也是文
学同好们交流的阵地。我也时常在圈里
发作品，有四位亦师亦友的兄长经常点
评。他们的诗文佳作亦是我的范文。从这
个意义上论，朋友圈又是交流的课堂。

圈里还有两位经营书店的朋友。与“北
京鲁博书屋”店主结交于购书之时。北京阜
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院内有一书屋，其貌不
扬，书的品位却很高，而且常售签名书、钤印
书，还有旧版书、毛边书。记得鲁迅先生当年
就自称“毛边一党”，还亲自为毛边书定义：三面
（天顶、地脚、翻口）任其自然，不施切削的书籍。
说心里话，毛边书读起来并不方便，但大先生为何
情有独钟，应自有其道理。“先知书店店主”则是在
网上购书相识的。开始吸引我的并不是书，而
是店主集纳的推荐语。他发的每篇推荐语几乎
都值得收藏，如“能读经典，看的是知识。会读
经典，积累的是智识。知识唾手可得。分析知
识的能力，基础是独立思考和判断。”

几位做餐饮的朋友，经常在圈里晒美食。
防疫禁足期间，宅家的朋友纷纷加入进来，让我
想起那孟夫子的名句：“食、色性也。”

有人说，在朋友圈里可以“六亲不认”，
“没大没小”，也可以装聋作哑。其实，虚拟
空间并不是冰冷的，朋友圈能让你随时触
摸到朋友的体温。在这里，一句问候，一个
表情，一个点赞，乃至善意的提醒，都会让
你感受到浓浓的友情、亲情。

有一哥们儿告诉我，给朋友点赞，
是他乐此不疲的日课，似圣上批阅奏
章，有君临天下的快感。据社会学家
研究，朋友圈于这个浮躁的社会有
镇静之功效。于我来说，刷朋友
圈，宛如品茗，淡淡的香在绵长的
回味中。

当然，随着年纪一天天大
了，老眼昏花，也曾产生过把

“朋友圈”戒了的想法，但
实在是撇不开，放不下。

如今，朋友圈的实
用功能越来越强大，
又演绎出新的，有
滋 有 味 的 故
事，留待下
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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