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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
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
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削减地
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
的不稳定。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激化，还是再度放
权让利，促使经济复苏？

若要找出一个可供印证的历史标本，从汉初的“文景之治”
到汉武帝变法，最为合适。

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前后七十年，这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建成
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这场繁荣的出
现，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

“七国之乱”平定后的第十三年，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他
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
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之上。到执政第二十个年头的时
候，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
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刘彻的政
治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不过，在经济上，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
不足”的危急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
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是一次真
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具体的操
盘人为桑弘羊。

就产业改革而言，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
方切割下去，于是，几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 铸钱、煮
盐、冶铁和酿酒相继被国营化。

如果说产业改革尚有先例可循，那么，武帝在流通领域展开
的变革则完全是开天辟地的。其主要政策有二：一曰“均输”，就
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根据汉律，郡国都必须向朝廷贡纳当地的土特产，在当时，
这便是价值最高的交易物品。由于交通不便，这些贡品的运输成
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
物价的情况。桑弘羊就提出了均输的办法，规定所有贡品均按照
当地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运往其他不
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朝廷在大农丞之下设立均输令，
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桑弘羊还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
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
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
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
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互相配合，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
系，其功能等同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
经济运作模式，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

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
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
竭。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
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
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
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
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
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
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
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
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汉
武帝郁郁而终。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
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可以说是
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
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
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
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
民间经济萧条；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
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
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
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
弘羊看来，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
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
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
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
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

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
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阔、人口众多
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
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大辩论
中，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
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
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群儒对于桑弘
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
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难解的“桑弘羊之问”。
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 责任编辑 王敏超 马清伟

在我们的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是
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诗歌的预言
性、真实性和超前性等“先锋”特点非常
鲜明。相较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尽管打
工诗歌、高铁诗歌、“梨花体”等也曾引
起舆论热议，但诗歌的面孔似乎有点模
糊。从诗歌的起落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怎
样的时代变迁？同时，面对着匆促变换的
时代，诗人又该如何旁观和介入？就这方
面的问题，本报专访了著名诗人、诗歌评
论家霍俊明。

上世纪末社会语境进一步

突变，诗歌降低了长时期的精

英身段和幻觉，而与大众和公

共空间发生了交互

本 版 编 辑 王 敏 超 （ 以 下 简 称
“王”）：对很多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
化历程有完整经历和观感的人来说，上世
纪90年代是个分水岭，此前一个时期往往
被命名为理想主义年代，此后的年代被命
名为现实主义年代，或者叫利益年代；此
前的标志是舒婷、北岛，甚至是更为久远
的戴望舒、泰戈尔，此后的标志则是充斥
媒介的各种商业广告。您怎样看待时代之
变迁和诗歌之浮沉？

霍俊明（以下简称“霍”）：时代和
历史总是对诗歌和诗人充满了各种误解和
偏见。在很多人看来80年代是诗歌的理想
年代，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诗歌和诗
人就堕落了、务实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
不仅错误，而且有些可怕。

确实，文革后期尤其是70年代末期，
北岛等人的“今天诗群”以及西南等地的
先锋诗人开启了崭新的诗歌时期。这一解
禁和融雪过程中的诗人是幸运的。他们在
诗歌中寻找启蒙，寻找人性，寻找自由，
寻找爱情，寻找远方。我曾经说过那是一
个有远方的时代。远方代表了理想，新
奇，冲动和未来。整个80年代的先锋诗歌
和校园诗歌是有理想的，甚至是青春期冲
动驱使下的理想。正如当年一个诗人所悲
愤地说的，一切都如被颠倒过来的望远
镜，一切变得模糊、陌生而遥远。1990年
代确实是一个与此前不同的诗歌时代。这
一时期的诗歌日常化、叙事性和戏剧化明
显增强，但这一时期的中国诗人仍然在向
西方的诗人致敬，甚至连诗歌中的雪都是
俄罗斯和异域的，而不是本土中国的。说
得通俗点，这一时期中国的诗人仍在影响
的焦虑下成长，几乎每一个中国诗人的背
后都站着一个或多个西方诗人。这种对话
性基本上在整个90年代一直延续。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末社会语境的进一
步突变，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得诗歌的
形态、风格以及生产、传播和接受都发生
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体上而言十几
年来的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正常期，并且
整体水平都在提高。网络作为媒介只能是
中性的，而它带给诗歌和诗人的影响也是
双重或多重的，可以说喜忧参半。因为媒
体和平台的放开使得泥沙俱下的东西太多
了。写作难度正在空前降低。而2005年博
客的出现以及此后的微博、微信都使得诗
歌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甚至诗歌已经降
低了长时期的精英身段和幻觉而与大众和
公共空间发生了交互。比如微信平台的
“为你读诗”等都对推动诗歌的传播和大
众化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诗歌是献给无
限的少数人的”，这一点可能仍然有效，
但是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也使得诗人必须
放弃固步自封和自以为是的积习。

我想强调的是，诗歌没有进化论。我
们不能说现代的诗比唐诗还高级，如果谁
敢说出这句话，那么不是疯子就是白痴。
因为每一个时代面对的诗学和现实问题不
一样，诗歌应该提出和解决每一个时期的
诗歌问题。再次强调，诗歌和文学，从来
没有进化论可言。当然，有时候出现倒退
倒是不争的事实。

王：去年，深圳中心书城举办了一场
诗歌朗诵会，成百上千的市民前来捧场。
今年，北京地铁4号线的车厢、电梯以及站
台上，多了120多张精美的诗歌海报。近年
来，诗歌界呈现出一种难得的热闹景象。
以您的见闻和观察，诗歌热是否又回来
了？诗歌回归是必然的吗？深层原因在哪
里？

霍：“诗歌热”和“诗歌回归”的说
法都不太准确。只能说诗歌曾远离了读
者，或者说读者曾远离了诗歌。但是，诗
歌一直都在那里，也一直在随着时代变
化。当然，诗歌活动和现象现在是杂花生
树、五花八门。值得记住的诗歌活动多并
不代表着诗歌的繁荣。

你说的深圳中心书城的诗歌朗诵会是
“第一朗读者”活动。说是诗歌朗诵会还
不准确，是诗歌跨界活动。这个活动已经
做了两年了，从2012年开始。我是其中的
参与者，策划、学术总主持以及现场活动

主持。这一活动在国内有很多开创，这得
感谢深圳戏剧家协会的从容女士，她是这
一活动的首创者和策划者。这种开创在于
不仅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诗，还有诵诗，歌
诗以及演诗。而最大的突破在于是与公共
空间和市民的真正融合，从而打破了以往
诗歌的小圈子化。

“第一朗读者”是适应时代的产物。
在当今的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在娱乐、
消费的多元文化选择尤其是手机APP、微
博和微信形成的“粉丝文化”和“中产趣
味”这样一个背景下，年轻的读屏一代倾
听诗歌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
人已经丧失了艺术听觉的能力。而以往单
纯的诗歌朗诵会和一般的诗歌沙龙已经远
远满足不了时代发展和公众对于文化创新
的精神需求。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和自
媒体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出现
了诗歌多元化的与公共空间、大众结合的
崭新形式。而早在2011年，由陈传兴、陈
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等5位台湾
导演执导的诗人纪录片电影《他们在岛屿
写作》(包括林海音的《两地》、周梦蝶的
《化城再来人》、余光中的《逍遥游》、
郑愁予的《如雾起时》、王文兴的《寻找
背海的人》、杨牧的《朝向一首诗的完
成》)则以影像视觉化的方式对诗歌传播形
式予以大胆突破。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的
探索被誉为台湾21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记
录，文学与电影的火石交会，台湾影坛最
深刻的文学电影。

一个悖论是诗人既希望表达自我灵魂
的诉求和对社会的关注，同时又希望更多
的人来理解。但是当他们的诗歌真正进入
了公共空间，接触到所谓的“大众”的时
候，他们反而有些不适应甚至是非常尴
尬。真正进入广场和公共空间的时候他们
又不知道该如何传达，总是会有这样的疑
问，“我的诗歌能被他们接受吗？”“这
些人都是谁，他们懂得诗吗？”当2013年
“第一朗读者”第一场活动在深圳中心书
城举办的时候，当成百上千的市民(注意不
是专业的诗人和阅读者)坐在我们面前的台
阶上时，很多诗人、评论家和朗读者都懵
掉了。这些“大众”不再只是大学生、不
是什么诗歌学的博士、硕士，也不是专业
的阅读者，他们就是市民，有老太太、有
老大爷，还有很多小朋友。很多市民抱着
孩子站着看活动。面对这一切，你如何让
你的诗和他们发生关系呢？我们来如何评
价诗歌？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传播诗歌？包
括如何来演唱诗歌以及表演诗歌？

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诗人从容发
起的“第一朗读者”是诗歌跨界传播的代
表性活动，国内第一个诗歌跨界传播基地
也在深圳剧协诞生。2013年第二季的“第
一朗读者”充分利用其它艺术形式，通过
读诗、演诗、歌诗、评诗的多样化方式以
及强烈的现场感和多元互动进行诗歌跨界
传播的探索和试验。诗歌跨界既是对诗歌
传播形式的拓展，又是利用立体化的艺术
手段二度阐释和再造诗歌的空间。“第一
朗读者”在深圳中心书城以及飞扬971电台
这样的公共空间实现了诗歌与大众的互动
与相互理解，将诗歌推向各个阶层和群
体，真正在公共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有效
传播诗歌，并使受众真正最大可能地接触
诗人和视听诗歌。这在很大程度上以大众
化和公共化的方式促进当代诗歌的大众传
播和经典化，消除了一般意义上朗诵会和
沙龙与公众之间的隔膜，从而在新媒介文
化语境下对诗教传统予以创造性接续。多
样化舞台形式对诗歌的重新理解和阐释以

及诗人与公众在现场的直接对话和碰撞都
使得诗歌利用新媒介的跨界传播成为现
实。著名诗人西川就“第一朗读者”活动
指出“我在国内外参加过很多诗歌活动，
像这样具有先锋精神的综合性艺术表达现
场只能深圳做到。具有戏剧经验的团体做
到。”“第一朗读者”首次尝试将诗歌、
戏剧、音乐、演唱等多种艺术元素集合于
开放性的沙龙活动之中，以朗读和唱诗的
耳感以及舞台等立体化的视觉感官，呈现
出新时代文化语境之下诗歌传播的心的探
索的可能性。这一特殊的跨界诗歌活动真
正突破了一般的诗歌朗诵会和小圈子诗歌
沙龙的封闭性、狭隘性和精英性，真正地
打造了新世纪文化语境下诗歌传播的新形
式。

“第一朗读者”规避了以往诗歌沙龙
的小圈子化，从而能够让诗歌以此方式面
向公众和社会。这能够让广大的市民和各
个阶层的人在与诗歌的密切接触中听见诗
歌，看见诗歌，领悟诗歌，热爱诗歌。诗
歌是灵魂的声音，诗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
是精神的风向标。关于诗歌如何与大众和
学生教育结合已经成为近年来诗歌界关注
的焦点。

有汉语，就有诗歌在。很大程

度上，诗歌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良

心、先知和报警的孩子

王：诗歌，或者以诗歌为标志的审美
情趣，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
什么？

霍：记得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说到
中国诗歌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诗
歌，就没有未来。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
而言应该是如此。美国诗人布罗茨基也说
过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尤其是对于
中国来说，诗歌的传统尽管经受了诸多挑
战但是一直在延续。这一传统不仅是指向
文学的，更是指向了文化、历史、民族心
理等诸多层面的。所以诗歌的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但是反过来无论是诗缘情的传
统，还是诗言志的传统，它们都一起构成
了不同功能下诗歌的意义和价值。

王：在1980年代的“诗歌热”中，年
轻人的形象非常鲜明，“弹着破吉他，提
着空酒瓶，大声朗诵着北岛、顾城的诗
句”。相形之下，现在的年轻人遭遇的现
实压力似乎很大，赋诗吟咏似乎是天外来
客。这个时代好像已经没有多少诗意可言
了。当代中国人，或者说现代化过程中的
中国人，需要诗歌吗？

霍：任何时代都需要诗歌！80年代诗
歌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生命精神
的需求，那时候诗歌起到了再次启蒙以及
激励自由、确立自我的作用。而说到当下
青年人遭遇现实的压力，难道比文革中的
地下诗人以及北岛和黄翔等人受到的现实
的压抑甚至迫害还要深吗？这只是一种表
象。

赋诗吟咏对于当下的很多青年人来说
并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成为了生命中不可
或缺的支撑。2000年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打
工诗歌、底层诗歌、农村诗歌以及抗震
诗、高铁诗等等，就写作人数和诗歌数量
来说是空前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肯定是
有的。先不说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
热潮自身的质量和水准如何，我们必须追
问的则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诗歌。如
果说这个时代没有诗意，那么就恰恰更需
要诗意。反过来，网络文学、电子游戏对

当下青年人的阅读和生活影响很大。但是
当我们看到诗歌仍然每天以成倍增长的数
字出现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说我们不需要
诗歌吗？这是个伪问题。

我刚刚在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作了一
次诗歌讲座，到场的有二三十人。这个数
字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对于这样一
个看起来与诗歌没有关系的单位确实有些
不可思议。当我提问还有多少人现在读诗
歌，那些举起来的手臂也再次证实了诗歌
一直是在民间和大众中生长的。诗神永远
都存在着，它眷顾谁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
的内心。有时候越是紧张和高压的无诗意
的时代恰恰是诗歌迅速成长以及高速普及
的时期。不要再担心诗歌的读者和诗歌的
前途了！有汉语，就有诗歌在。很大程度
上，诗歌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先知
和报警的孩子！

乡愁并不带有某种道德优

势。

我们不可能超越当下，也

不可能回到过去

王：您曾经提出，“写作就是在寻找
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本源”。随着城市和
工业文明的狂飙突进，乡愁成了时代的集
体情绪。其实不光是在“城、乡”之间，
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久了，现代人往往
怀念单纯、宁静、稳定的古典生活。那
么，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诗歌承载了怎样
的记忆与乡愁？

霍：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
“乡愁”成了每一个人不能回避的尴尬命
运。习近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城市
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一种期望。今天
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
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五
光十色而又精神不自知的境地。

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我们
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
和城乡结合部，写作者实实在在地经受到
了不小的精神激荡与写作困窘状态。在逐
渐高耸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经诗
意的、缓慢的、困顿的乡土。在推土机的
隆隆声中以及经济利益铁臂的驱动中，曾
经温暖熟悉的故乡、家园都破碎成了旧
梦。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现实面前，写作
不能不与之发生对话甚至摩擦、龃龉和碰
撞。“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曾经让中国的
作家在语言中一次次重建精神的栖居之
地。然而对于突然出现的城市化和城镇化
景观，很多写作者仿佛像被空投一样从乡
村抛掷到城市的陌生空间。这个时代的写
作者是否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共识度和认
同感？实际上西方同样经历了现代化过程
中的乡愁。

我想强调的是，乡愁并不带有某种道
德优势，或者说具有了乡愁写作就变得高
级和重要了。对于写作而言，这种乡愁也
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超越当
下，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如何将这种古典
农耕文明的乡愁转换成现代化进程中的深
入的思考、自省以及发现性的追问才是最
重要的。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新世纪的这十几
年，写乡村和写城市的诗歌都太像了。简
直就是互相复制，当然也是彼此取消。这
种同质化写作的出现正是源于这些诗人的
思维方式甚至所谓的“乡愁”都是表层化
的、肤浅的，而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乡土、
城市、时代和内心的深处内核。新世纪以
来的诗歌在我看来基本上丧失了远方精神
和理想化心理。因为在一个全面城市化和
城镇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差异性的地方可言
了。诗人越来越关注日常的细节，关注自
我戏剧化。当然这十几年来诗歌写作的伦
理化和道德感越来越强。这也是双刃剑。
诗歌接地气了，中国化和本土化了，具有
了及物性和活力；但是新闻化的现实奇观
也使得这些接近现实的写作变得愈益艰
难。更多的诗歌成了道德化的泪水和疼痛
的控诉，成了新闻的廉价替代品，成为了
现实的仿真器具。

现实感，想象力，尤其是个人化的历
史想象力以及写作的难度正在考验着当下
成千上万的诗歌大军。能够过独木桥的，
才有资格接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王：如今，各种新媒体形式涌现出
来，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的深刻改变，正
在重塑我们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诗
歌与现实生活会发生怎样的互动？

霍：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诗歌与
现实生活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但是当我们
对一个个热点新闻、社会事件以及文学噱
头盲目点赞或者扔板砖的时候，很多人都
是在借机发泄或者自我放纵。深入思考生
命、生存、语言和诗歌的机会确实越来越
少了。媒体是中性的，关键是那些利用这
些工具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新闻和资
讯敞开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地进入了一个
数据共享的大数据时代。但是我们也应该
想想，在非虚构的时代诗人该如何重新插
上想象力的翅膀，而不是扮演社会新闻事
件的模仿者。

寻找时代精神的风向标
——— 就诗歌与社会变迁专访诗歌评论家霍俊明

汉武帝的强硬

“国营化”改革
□ 吴晓波

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当人们忙于对一个个热点新闻、社会事件以

及文学噱头“点赞”或者“拍砖”的时候，或许我们也需要另外一种精神

的安放形式，即对生命、生存、语言和诗歌的深入思考。

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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