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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是海子诞生前天是海子诞生5555周年周年，，今天是海子去世今天是海子去世3030周年周年。。3030年前的今天年前的今天，，海子卧轨殉诗海子卧轨殉诗。。在他在他
死后的死后的3030年年，，从生前落寞从生前落寞，，到死后被奉为诗坛的标杆性诗人到死后被奉为诗坛的标杆性诗人，，因一句因一句““面朝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让所有人记住了他让所有人记住了他，，留给世人无数关于诗歌的想象和回忆留给世人无数关于诗歌的想象和回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在他的故乡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在他的故乡
安徽怀宁可以见证安徽怀宁可以见证。。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海子的胞弟查曙明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海子的胞弟查曙明。。作为海子纪念馆的副馆长作为海子纪念馆的副馆长，，
他正接待外地来的一个团队他正接待外地来的一个团队。。海子离开整整海子离开整整3030年了年了，，他零星写下很多关于海子的生活细节他零星写下很多关于海子的生活细节。。

查曙明也是海子的粉丝查曙明也是海子的粉丝，，海子生前他的家人只零星读过海子几篇诗作海子生前他的家人只零星读过海子几篇诗作，，但不知道他是但不知道他是
诗人诗人。。等他去世后等他去世后，，1995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海子的诗海子的诗》，》，家人才开始系统读他的诗家人才开始系统读他的诗，，
开始重新认识他开始重新认识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专访海子弟弟查曙明：

三十年了，我也成了诗人

2019年3月26日
星期二

记者：他最后的时光你还记得
哪些？

查曙明：1989年春节，哥哥回怀
宁查湾陪家人欢度春节，曾同母亲
说，他感觉自己有胃病，想请半年假
去武汉治病。当时母亲吓坏了，让他
赶紧跟学校领导请假。但不知什么
原因，过完年后哥哥接到了一封信，
就又匆匆返校了。1989年3月28日，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封电报送到了父
母手中，电报中称：查海生病危，请
父母速来。当时父母就懵了，赶紧和
我的两个叔叔还有舅舅一道赶往京
城。到法大后，他们得知哥哥已去
世！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父母当
时就崩溃了。善后的事，都是随法大
处理的。当时学校定性海子为非正
常死亡，按有关规定：补助500元安
葬费，补发10个月工资，一次性将此
事处理完毕。

记者：你第一次读到哥哥诗是
什么时候？

查曙明：哥哥去世后，我们才知
道他是一个诗人。在这之前我曾读
到过他的一首短诗。记得1985年春
节哥哥回家度假时，因家中兄弟较
多，床铺少，父母便安排哥哥同我睡
一张床。大年三十晚上零点时，我发
现哥哥手中拿着一张照片双手合
十，面朝北方，盘坐在床中央，口中
念念有词。第二天我趁哥哥去给长
辈拜年之机，偷偷从他枕下翻出了

一张女孩的半身照片和一封未发出
的信。照片上的女孩十分漂亮，大大
的眼睛，圆圆的脸，挺拔的鼻梁，还
留着披肩发。我小心地打开照片下
的信封，发现那就是情书，此时我知
道哥哥恋爱了。

哥哥发现我翻动了他的照片
和信件，不但没有责备我，还微笑
着问我，女孩漂不漂亮，并要求我
向父母保密。后来我有幸还先睹
了他的抒情短诗《你的手》。此诗
是我高中时代所读过的最浪漫的
一首情诗。

记者：今天是海子忌日，他去世
30周年了，发生了很多变化，请聊聊
最近发生的事情？

查曙明：为纪念海子去世30周
年，怀宁县人民政府（海子家乡）前
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第一，2017年
怀宁县投资上千万元的海子文化园
基本建成，前两期工程基本框架做
好了，包括生态停车场，海子雕像、
海子诗歌广场、海子纪念馆、海子太
阳墓以及周边交通，并对外正式免
费开放。后期计划把海子文化园与
海子太阳墓之间修一条诗歌长廊。
另外，今年怀宁对外发布，从第五届
海子诗歌奖开始，成为永久主办方
之一，想把海子诗歌奖回归到海子
故里怀宁。

我们家人配合这些工作，2004
年，父母用海子稿费重新修缮了海
子故居，15年过去了，故居中很多东
西还要进一步更新和完善，准确规
划、包括完善他的生涯简历、图片文

字资料，让外界对海子了解更全面。
记者：今年与往年有什么明显

的不同？
查曙明：每年3月份，春暖花开

的季节，全国各地喜欢海子，喜欢海
子诗歌的人都会到我们家乡来，往
年更多是读者，他们怀揣虔诚，带一
本海子的诗集来海子故居，海子墓
读诗，来海子家乡四处看看。而今
年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对海子诗
歌的诠释，比如23日，安徽合肥有
一个民间剧社方盒剧社组织，他们
到海子文化园，用民谣弹唱、舞蹈、
话剧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展示
他们对海子诗歌的理解。此外，还
有很多的地方社团发起“海子三十
周年祭”，通过读祭文，献鲜花，在
海子诗歌广场朗诵，来祭奠海子，
今年参与人也更多，对海子诗歌进
行多种诠释，这是对海子诗歌更好
地传播。今年祭奠活动很多，一直
延续到下个月。

记者：你担任海子纪念馆副馆长，
能否介绍一下纪念馆？

查曙明：海子纪念馆是2017年10
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老母亲委托我打
理，地方政府聘请我为海子纪念馆副馆
长。我主要工作是打理海子纪念馆，这
里主题是诗的海子、海子的诗分为两层
楼，五个单元，从查湾的海子，北大的海
子，昌平的海子，海子的诗歌，春天十个
海子，一步步展示海子的一生。

这其中陈列了很多海子的遗物，
比如海子的证书、生活用品、1995年西
川编的《海子的诗》。纪念馆开馆后，我
到北京两次，找到西川老师，为海子纪
念馆写了一幅馆联。另外，今年我到北
京，与西川老师、作家出版社商议，把海
子手稿影印版出版。这三十年里，手稿
一直在西川老师那里，我们现在着手做
这个事情，希望把手稿影印版出版后，
未来可以把手稿放到类似北大图书馆
这样的机构里面进行专业保管。

记者：你写了文章回忆海子，这是

哥哥去世三十年后首次提笔回忆他？
查曙明：我朋友圈一直陆陆续续

有回忆的片段，今年是海子去世三十
周年，应《诗歌月刊》编辑约稿，把这些
片段文字，整理成一篇回忆文章，刊登
在今年三月这期上。这篇文章我对海
子诗歌谈得很少，主要回忆一些与海
子相处的细节。

1988年学校给哥哥安排了一套两
室一厅的宿舍，他带母亲去北京游玩
了几天。为了让在乡下生活半生的母
亲开眼界，那些天他几乎天天陪母亲
游玩北京的景点，带她吃北京好吃的
小吃。送别母亲时，哥哥硬塞给她300
元钱。那时他的工资很低，后来听说这
笔钱还是从朋友处借的。母亲每念此
都悔恨得掉泪，甚至认为自己如果不
拿这笔钱，也许海子不会死。母亲那次
去京，在哥哥昌平的住处碰见了一个
姑娘，她经常来看哥哥，并帮哥哥洗被
子，收拾房间。母亲常在父亲面前夸这
个姑娘朴实贤惠。

记者：谈谈你对哥哥诗歌的理
解？你现在也在写诗？

查曙明：西川老师的一句话给我
印象最深，海子是天然诗人，他去世后
的前三十年，人们读他的短诗，后三十
年希望有人读他的长诗。我也是慢慢读
他的短诗，更多从情感方面去阅读他。

前几年，当地的诗人劝我在怀宁
牵头成立了一个海子诗社，后来更名
为怀宁海子诗歌研究会，我受邀参加
了一些纪念海子活动，并系统阅读了
海子的诗。我本来是一个对诗歌不感
兴趣的人，在这些阅读的刺激下，我也
开始受诗歌的感染，甚至开始提笔写
诗。虽然写得很粗糙，但我感到与哥哥
的精神世界更近了。我也是海子的读
者和粉丝，我也在探索。

记者：你母亲读海子的诗吗？
查曙明：我母亲现在八十多岁，

在哥哥去世后，也慢慢变成了海子
的读者。一旦闲下来，她就会翻读海
子的诗集，有时在家里读，有时在海
子的墓地读。家人一般都不让她去
海子墓地读诗，怕她受不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惨痛，但她坚持用这样
的方式跟海子对话。

母亲最喜欢读海子的抒情短
诗，还能背诵几十首。比如《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祖国（或以梦为马）》

《给母亲（组诗）》《麦地》《日记》等。
海子组诗《给母亲》中的一首《雪》，
最能触动母亲的心弦：“妈妈又坐在
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
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这是海
子死后她经常诵读的诗歌，每一次
都是一字一句反复读诵，每一次都
读得她眼冒泪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海子去世
30周年
特 别 报 道

家乡筹建海子诗歌长廊
“每年3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全国各地喜欢海子，

喜欢海子诗歌的人都会到我们家乡来，他们怀揣虔诚，
带一本海子的诗集来海子故居，海子墓读诗。”

纪念
海子

海子诗歌将推出手稿影印版
“这三十年里，手稿一直在西川老师那里，我们现在

着手做这个事情，希望把手稿影印版出版后，未来可以
把手稿放到类似北大图书馆这样的机构里面保管。”

影印
手稿

弟弟回忆海子的美好时光
“从他枕下翻出了一张女孩的半身照片和一封未发

出的信。照片上的女孩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挺拔的鼻
梁，还留着披肩发……我知道哥哥恋爱了。”

一封
情书

母亲喜欢读海子的短诗
“组诗《给母亲》中的一首《雪》，最能触动母亲的心

弦。这是海子死后她经常诵读的诗歌，每一次都是一字
一句反复读诵，每一次都读得她眼冒泪花。”

墓前
读诗

战绩惨淡
三届比赛未胜一场
进2球狂丢15球

中国杯首创于2017年，当时主
办方是想邀请欧美的世界强队陪国
足练兵，增加国足热身对手的质量。
首届中国杯邀请到智利、克罗地亚、
冰岛，第二届邀请捷克、威尔士、乌
拉圭队确实质量非常高，结果自然
因为实力的悬殊打成一边倒。

今年，在传言的阿根廷无缘参
加后，补充了两支亚洲球队泰国和
乌兹别克斯坦。据《体坛周报》报道，
主办方今年2月临时将首场国足原
定的对手从乌拉圭换成泰国，就是
希望能改变国足在中国杯不胜的纪
录，取得开门红。哪里知道，引来了
更惨不忍睹的结局。中国队在首场
比赛中0比1不敌泰国队是一场彻底
的失败，而0比1输给乌兹别克斯坦
实属情理之中。两场比赛全败、未进
一球的成绩也让国足成为了中国杯
史上的最弱，让东道主的颜面丢尽。

在南宁举行的中国杯已经举办
了三届，就要向传统赛事靠拢了。据

《北京青年报》报道，万达体育中国
公司总裁杨东为近日在南宁透露，
扩军的相关计划已在酝酿之中，甚
至近邻日本、韩国两队也都在“受邀
之列”，但一些现实难题却无法绕
开。杨东为说，“我们希望利用制度、
规则为中国杯创造更好条件，希望
未来有6支或8支球队参赛。”

但在这三届全部6场比赛中，东
道主国足还从未在90分钟比赛时间
内赢过球，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比赛
分别打进过一个进球，第三届比赛
一球未进。六场比赛一平五负，攻入
2球丢15球，战绩非常糟糕。

后果严重
可能影响世预赛40强赛
种子席位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中国杯也
让东道主中国队损失惨重。中国杯
属于正规国际A级赛事，是要计算
国际足联积分的，因此中国杯的所
有比赛都会直接影响国足的国际排
名。今年年初的亚洲杯，里皮给国足
留下最丰厚的“遗产”就是打进八强
后赚了足足22个国际足联积分，从
而在2019年2月7日的国际足联新一
期的排名中狂升4名挤进了亚洲前
八名。

而国足在中国杯比赛中连续输
给泰国、乌兹别克斯坦排名位于国
足之后的两个亚洲对手，此消彼长，

“败家”地丢掉大量国际足联积分。0
比1输给泰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就丢

掉了近7分，可以说损失惨重。而在
这之前一天，中国队未来竞争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种子队身份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伊拉克队战胜了
叙利亚队，拿到了近5分。目前国足
仅仅领先排名第9的伊拉克29个积
分，领先排名第10的叙利亚53个积
分，如果再度丢分的话，种子席位将
岌岌可危。

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分组抽签
将于7月举行，亚足联将参考2019年
4月的国际足联排名。虽然FIFA的
新积分公式出炉后，热身赛对于积
分升降的影响非常小，但这两个月
的比赛国足要尽量取胜，从而保住
自己亚洲前8的排名，一旦连战连败
丢掉种子席位的话，将会在9月份开
始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中以二档身份进入抽签被分到
一个有强队的小组，出线形势会相
对恶劣。

卡帅转正？
没有第二方案
重启选帅或来不及

尽管卡纳瓦罗多次强调自己是
否“转正”与中国杯两场比赛的结果
毫无关系，但连续输给两个亚洲对
手，卡纳瓦罗和足协签约必然遭受
更多质疑。现在其实大家都看明白
了一个问题，中国足球舍不得的人
不是卡纳瓦罗，而是他身后的里皮
和“恒大系”，如果不是这两个背景，
卡纳瓦罗绝不可能坐到国足主帅的
位置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奥队主帅
希丁克在这两天带领国奥在奥预赛
第一阶段连续两场大胜，第一阶段
出线已经不是问题。在这个时间点
上，两位外教的隔空PK，如果卡纳
瓦罗的国足两连败，希丁克必然会
受到更多人青睐。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中国足
协尚未与卡纳瓦罗团队签约。但这
并不意味着签约受阻。而卡纳瓦罗
也依然按照继续带队的节奏落实具
体工作。签约在国足输球后第一时
间落实可能不合时宜。但因现在距
离卡塔尔世预赛开踢只有5个月时
间，各有关方面重启选帅工作已不
太现实。

不过，即便中国足协最终确定签
下卡纳瓦罗，恐怕也面临一系列现实
难题。比如，卡纳瓦罗是否有充足的时
间和精力满足身兼二职之需？其薪酬
应由恒大俱乐部还是中国足协发放？
这场比赛也证明，即使一支职业队云
集了大部分国脚，也未必可以打造成
一支成熟的国家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发自广西南宁

中国男足 25 日以两战皆墨的
成绩结束了2019中国杯的征程，当
记者在赛后问卡纳瓦罗是否会在未
来继续带领球队时，意大利人给出
的答案是：这事不着急做决定。

15日，中国足协宣布广州恒大
主教练卡纳瓦罗将率领中国男足征
战中国杯。在中国杯开赛前的新闻
发布会上，卡纳瓦罗便强调自己是
广州恒大队的主教练，对于未来是
否会长期带领国家队这一问题自己
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在25日0：1
负于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卡纳瓦罗
还是给出了相同的说辞：“这个事情
不着急，有很多事情需要和足协、俱
乐部商讨。在这段带领球队备战中

国杯的时间里，足协领导了解了我
对球员的要求，我也表达了自己的
想法，我们有过适当的交流，但没有
确认任何事情，国家队主教练不是
一天就可以决定的。”

对于自己的意愿，卡纳瓦罗表
示，如果需要，自己会认真考虑国家队
主帅的职位。“国家队主教练的压力非
常大，很多时候可能你不管做什么都
是错的，当然每支国家队都是这样。国
家队主教练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当然
这不会把我吓到，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但有很多困难。中国队的主教练责任
非常重大，我会认真考虑，但如果找
不到合适的合作模式，我会继续带
好广州恒大队。” 据新华社

3届6场比赛狂丢15球
一场没赢还影响世预赛抽签

中国杯是国足
挖坑给自己跳？

新闻链接

继续担任国足主帅？
卡纳瓦罗：这事不急

先是在21日0比1不敌泰国队、昨日又0比1不敌乌兹
别克斯坦,国足在南宁遭遇了彻骨的寒流。

中国杯迄今举办了三届，在这三届全部6场比赛中，东
道主国足还从未在90分钟比赛时间内赢过球。中国杯属于
正规国际A级赛事，所有比赛都会直接影响国足的国际排
名。而在世预赛分档的关键时刻，面对比自己排名低的两
支亚洲球队全部落败，无疑让国足朝向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进军的前途布满阴霾。

中国队两战皆负排名垫底

海子弟弟查曙明

海子的母亲

海子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