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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当李海洲跟着刘清泉学习
写诗的时候，刘清泉在重庆师范学院中文
系读大三。彼时的重庆师范学院，就是现
在的重庆师范大学的前身。而当时的李
海洲还只是个职高的学生。

记得某个黄昏，刘清泉循例踱到我在
重庆师范学院的教师宿舍讨酒喝。他进
门，后面却跟着一个畏畏缩缩的孩子，精
瘦精瘦，眼神有些贼。我瞅瞅，问他，刘清
泉，你带着个孩子来干什么？他回答说，
人家会写诗。这孩子赶紧讨好卖乖地接
过话说，我还会打架，哪天你想打架了，就
在我们校门口吼一声，我立马就下楼来帮
忙。李海洲的家就紧靠师范学院的后门。

李海洲学的是财会专业，主要练习点
钞和打小算盘，但二者皆为他的短板。好
在他会写诗，就是用很多“啊”来抒情的那
种。这一技能为他赢得了不少学妹的爱
戴拥趸。写着写着，后来他就遇上了刘清
泉。

我们常开玩笑说，“刘李会”算得上是
沙坪坝的重要事件。虽然刘清泉仅为中
文系大三学生，但其写作水平已足够让李
海洲放弃诗歌中过多的感叹词。更重要
的是，他让李海洲改掉了提劲打靶的坏习
惯。

多年以后，面对已经成为李总编的李
海洲，我想起了刘清泉把他带到重庆师范
学院的那个遥远的黄昏。我对他说，重庆
人民得感谢刘清泉，因为他让重庆多了一
个诗人，少了一个痞子。

中学毕业后，李海洲被他的警察父亲
赶着去了部队。部队是个大熔炉，可以让
人得到锻炼，可以改掉许多坏毛病，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李海洲去的是某坦克
部队，他自云是装填手，我们问他，装填手
是做什么的，他回答得含含混混语焉不
详，加之眼神闪烁，故我推测，他哪是什么
坦克部队的装填手，分明只是勤杂人员。

就在这期间，他写出了早期代表作
《十二个女兵走过大街》。因为这首诗，他
被上级首长相中，上调到军区文学杂志
社。他说是去当编辑，但从杂志上并未列
出他的大名这一事实来判断，他大致只是
一个无足轻重的编务。但人家好歹也算
是文艺工作者了嘛。

李海洲说起过这首诗的来历，说是有
一天，他看到一群洗浴后端着脸盆走在军
营里的女兵——至于是不是十二个，已经
不那么重要了。可以想象，当青春勃发的
女兵们顶着湿漉漉的头发，香飘飘地走过
他的眼前时，这一幕简直像一个基数的子
弹噼里啪啦击中了他。他大脑一片空白，
足足呆滞了五分钟，然后就用另外五分钟
写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这首诗作。那时
候，用在女兵身上的形容词多是“勇敢”、

“坚强”之类，而这个男兵却胆敢看出了她
们身上的“青春”和“美”。就这样，李海洲
靠着他无知无畏的青春萌动，改变了自己
的人生坐标。

随后的那段时间，李海洲如同开挂，
整天发了狂似地写诗，然后热切又绝望地
把这些诗投递到各种名号的杂志社。那
时候没有网络，只有用手写，把信纸装信
封里，通过邮局寄出去。他说他用复写
纸，用最大的力气，一次能复写七八层。
好在那时有免费军邮，这个文学青年的诗
歌梦才得以飘到祖国的东南西北。

后来，他把这个阶段的诗歌结集出

版，取名《竖琴上的舞蹈》，也送过我一
册。一看名字，就是青春期的发表体，
充满热情幻想，但粗糙稚嫩。我不知道
如今成名的他是否悔其少作，反正我是
在某次搬家的时候，随手将书扔给了搬
家的棒棒。估计早已变成了纸浆得到
了重生。

李海洲诗歌的真正成熟，是在千禧
年前后。此时他早已从部队回到重庆，
混迹于媒体圈，结交些稀奇古怪的诗
人。千里不留行，万花丛中过，其人渐
渐有了些名堂，其诗也有了些气象。人
群中，大声武气的是他，诗歌中，轻言细
语的是他，人与诗反差颇大，不过辨识
度也相当高。

李海洲这个人亦正亦邪，其中邪占
七成；亦侠亦奸，其中侠占六成。可以
用三快三慢来概括他：喝酒快，醉得慢；
交朋友快（男女朋友皆然），有交情慢；
写文章快，写诗慢。依序略述一二：他
的酒量深不可测，基本上接近我的水
平；他可以在三分钟之内把一个陌生人
搞得像肝胆相照的哥们儿，但真正谈得
上交情的却是十几二十年知根知底的
老兄弟；他可以一个小时写一篇策划报
告，却要花十天半月来写一首诗，且删
来改去，自己不满意绝不示人。

李海洲自称他这个“李”是李世民的
“李”，问他证据呢，他说族谱里有。向其
索看族谱，却支支吾吾拿不出来。他说最
中意的朝代是唐朝，因为“李”是国姓，他
有机会混个皇上当当。他说如果得逞了，
就把作协主席和诗歌学会会长的职务一
并兼任了，看谁顺眼就发给李白诗歌奖，
奖品就是赐予国姓。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李”，大致就是李钢的“李”或者李亚伟的
“李”，也有可能就是李元胜的那个“李”。

他近期的诗作结集为《一个孤独的国
王》，问他为什么不叫“一个孤独的皇帝”，
他说“国王”听起比“皇帝”洋气。如果真
的回到唐朝，如果他的“李”真的是李世民
的“李”，如果他真的继承基业，他一定会
把皇帝的头衔改为国王。这样的事，他当
真做得出来。

每次说到这部诗集的时候，他必定会
嘚瑟说“我这本诗集是本版书，是有稿费
的。”“本版书”三个字，他发音特别清晰。
书中收录了《母本》《枕雨书》《有容》等他
的代表性作品。

据说《有容》是写给爱情的，写得声泪
俱下、柔肠寸断，推荐大家读一读。

（作者单位：重庆出版集团）

阿紫：那纵身一跃
的背影…… 郑洪

多年前，紫霞仙子望着天边的晚
霞，说：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有
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
来娶我。

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
多年后，一身紫衫的阿紫，抱着她

死去的盖世英雄，纵身一跃，坠入万丈
深渊。她没能拥有开始，却终于拥有了
结局。那一年，她19岁。

15岁时，阿紫遇见了萧峰。其时，
萧峰误杀了她的姐姐阿朱。当看到这
个武功盖世的铮铮男儿，抱着阿朱的尸
身，像孩子一样痛悔、悲伤、无助，求着
要她杀了他时，阿紫的心，如被雷击，爱
的闪电不由分说刺穿了她初开的情窦。

从此，阿紫短暂的一生就只为两个
字而活：萧峰。她说：“我打定了主意，
我一辈子要跟着你。”在阿紫看来，这个
男人就是值得她去爱的人，哪怕付出所
有。

可惜，萧峰的心已完全交给了阿
朱。

但阿紫不放弃。一辈子，三个字，
很多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但真
正去做、去做到的，有几人？阿紫就用
她短暂的生命，璀璨的芳华去做了，而
且做到了。

在她眼里，什么行侠仗义、恩怨情
仇、是非善恶……都不及“萧峰”二字，
不及萧峰一根汗毛的重量。哪怕他只
是一句淡淡的问候，她也感动涕零。萧
峰脱出囚笼后问了一句：“阿紫他们脱
险了没有？”阿紫的声音从地洞口传过
来：“姊夫，你居然还惦记着我。”声音中
充满喜悦之情。

情之动人，一至于斯。如果阿紫可
以给自己取名，我想那一定是金大侠后
来写出的两个字：不悔。

如果只有这些，我是喜欢阿紫姑娘
的。她爱得彻底、勇敢、坦荡、执着，就
像朴树唱的：“我要你来爱我不顾一切，
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惊鸿一般短
暂，如夏花一样绚烂”……

然而，这终究不是她一个人的江
湖。

萧峰的快意恩仇，家国天下，莽苍
踏雪，纵横睥睨，是阿紫无法理解也
无法掌控的。天注定，她和萧峰是两
条平行线，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
在两个不同的终点抵达——道不同，
不相为谋。就像紫霞仙子和至尊宝一
样，不管交错时发出怎样的光亮，最
后还是以一个人的灰飞烟灭，去促成
另一个人独自上路，继续前行。这，
就是命运。

命运安排给阿紫的，忒也残忍。
从小被父母抛弃，在星宿派成长，

那里的生存法则就是心狠手辣，死不要
脸，没有善良的光辉照耀，开出的便只
能是恶之花。哪怕她如此深爱萧峰，也
是用一些极端残酷的法子，透着满满的
恶意。她甚至不惜用毒针去暗算他，

“我便将你弄得残废了，由我摆布，叫你
一辈子跟着我。”慢慢地，她成了令人憎
恨的小魔女。

在爱的世界里，阿紫如此脆弱、紧
张，没有安全感，没有真正属于她的怀
抱，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所以，这场轰轰
烈烈的爱越走越窄，最后形成一个尖利
的伤。她如此渴望一根稻草一片浮萍，

哪怕只是暂时安放那颗不安的心。为
了爱，机警如她，也会陷入别人的圈套，
与其说那是愚，不如说那是痴，一种飞
蛾扑火的决绝。

而萧峰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是
名门正派，是万人敬仰的英雄，他唯一
的爱就是阿朱：“永远不会有第二个女
子能代替阿朱，我也决计不会再去喜欢
哪一个女子。”

这种观念认知背景的差距，导致彼
此隔膜终究无法消弭。你走你的阳关
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一厢情愿的纠缠，
终究是错、错、错。

阿紫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万
个活着的阿紫，也及不上一个不在人世
的阿朱。”她不懂得：阿朱为了萧峰，选
择了赴死，死在爱人的手里。而她只是
想把萧峰紧紧地攥在手里。爱情，有时
候就像沙，攥得越紧，流得越快。

当两颗心无法汇聚交流，无法擦出
火花，无法照亮彼此的时候，横亘在二
人之间的就只有痛苦和折磨。譬如阿
紫与萧峰，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故事，
他们能够在一起5年、10年乃至余生，
最后依然会以悲剧收场。这世间，许多
强扭在一起的爱人，往往会在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争吵中，耗尽彼此的青春年
华，他们最终形同陌路，彼此怨怼，甚至
反目成仇。

而阿紫独自入了爱情的局，早已分
不清真相。

一个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只有萧
峰；一个胸襟装得下整个江湖，只在柔
软处刻着一个叫“阿朱”的名字。阿紫
用尽所有力气、所有智计、所有恶意都
无法跨越这天堑。

或许对于阿紫来说，这一生最快乐
的，就是她被萧峰误伤后，萧峰救她、宠
她、照顾她、纵容她的那一段时光。“我
宁可永远动弹不得，你便天天这般陪着
我。”只要他一直在，就够了。如果能这
样过一生，就够了。

终究是塞上牛羊空许约。这是萧
峰的悲哀，这又何尝不是阿紫的悲哀。
开始是如此动情，结局却如此凄清。

当年小桥边，雷雨夜，萧峰抱着阿
朱，恨不得拿自己的死，去换爱人的
生。那一刻，阿紫爱上了这个粗豪而深
情的汉子。4年后，雁门关，悬崖边，萧
峰已死，一切皆为梦幻泡影。

阿紫抱着萧峰，柔声道：“姊夫，咱
们再也不欠别人什么了。以前我用毒
针射你，便是要你永远和我在一起，今
日总算如了我的心愿。”然后，向着深谷
纵身一跃……

那一刻，所有的快乐和悲伤，都没
入云封雾锁。所有的爱恨纠缠，都付与
天崩地裂。当时便已惘然。

后来，有个叫三毛的女子说：“最是
阿紫自私凶残又有鲜明，金庸笔下第一
等深刻人物。可偏就是此等狠绝毒辣
的小妖女，却最最让人心疼、心痛、心
伤。”再后来，她自己也选择了以惨烈的
方式，离开这个她爱的世界。

终究，那纵身一跃，是解脱，也是成
全。是遗恨，也是圆满。

不管怎样，对于阿紫，我还是选择
原谅吧。毕竟，人这一生，谁不渴望一
场舍生忘死的爱呢？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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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洲其人
吴向阳

▲李海洲 游江 画

引言——
金庸先生仙逝，引无数金粉喟叹：一代人的青春也随风而逝。然先生笔下的侠

义王国却永铭人心。“金笔”之真正打动读者，并非玄妙莫测的武功秘笈。除却“为
国为民侠之大者”精神，还有萦绕其间的至情至性。那些或痴情、或清雅、或顽劣、
或灵动、或决绝的女子跃然纸上，已成经典。斗胆撷取一二赏析，向先生致敬，并以
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