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重读《白鹿原》，再次被白鹿原上乡民的精神世界所吸

引。作者陈忠实描绘的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乡土中国社会，是

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社会，是一个业已逝去并渐行渐远的社

会，是一个让人无限缅怀又引人深思的社会。蕴于其间的乡民

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巫术色彩和神秘主义，他们的言行令人讶

异、神往，让人不由得感叹在物质匮乏的传统社会人的精神世

界却可以如此丰富纷繁。相比于今天缺乏信仰的我们，那个时

代白鹿原上的他们似乎活得更明白，更懂得生活的真谛，更知

晓生命的意义。

陈忠实用《白鹿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民族秘史，让

我们一起再来领略一下白鹿原上的精神世界吧。

自然崇拜

白鹿原上的自然崇拜主要体现在乡民对天、对地的崇拜。

古代中国很早就孕育出了统御一切的天命观，认为天是至高无

上的，是主宰一切的，人世间所有不可知不可控的事均归因于

天命的安排。中国人观念中的天既是客观实在的天空（天神的

居所），又是具有主观意志的抽象的天神，也是最高的道德标

准，三者有机统一为一体，内化于人们的心灵，承载着人们对公

平正义、惩恶扬善等的美好愿望和心理需求。

《白鹿原》中的天命观体现在人对天的无条件崇拜和服

从。白鹿村一直流传着一句咒语，就是该村人口总是冒不过一

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

千人以下，这似乎是某种天意。《白鹿原》里写了两次大的天灾，

一次经年大旱、一次瘟疫，两次都死了不少人，这被认为是上天

的“收人”之举。在大旱之后终于下雨的那个夜里，白嘉轩激动

地爬到门口又从台阶上翻跌下去，跪在院子里，仰起脸来……

整个白鹿村响起欢闹声，叫声哭声咒骂声一齐抛向天空，救命

的天爷可憎的天爷坑死人的老天爷啊！你怎么记得起来世上

还有未饿死的一群黎民！这是多么强烈的天命观啊。这种观

念借助白嘉轩之口也得到了清晰的表达，他在经历了那场大瘟

疫后，便从怀疑到认定：白鹿村上空的冥冥苍穹之中，有一双监

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

繁衍和稀稠……这就是普通乡民的天命观，无条件信奉和服从。

古人对大地也充满崇敬之心，大地厚德载物，孕育生命所

需的给养，传统中国农业立国，土地更被视为安身立命的根

本。这从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土地的重视可以充分感觉到。白

嘉轩在设法换地的过程中假装的痛苦，很容易被人理解，因为

大家有相似的对土地的情感。鹿子霖被投入监狱的两年多里，

其妻变卖家产用于营救，鹿子霖出来后对其他财物的散去表现

出前所未有的释然，惟独关切地问有没有留下二亩地，在得知

有块水地没卖后，他的心猛地跳弹起来：“噢哟，好好好！留下

这几亩水地够你我吃一碗饭就成喀！”表现出对土地极强的依

赖。秦岭作为大地的组成部分，也被赋予了泽被苍生的色彩，

代表不竭水源的黑龙潭和给人子嗣的棒槌神庙均在秦岭山中，

这无疑是白鹿原人对大地崇拜的另一种表达。

在对天和地的崇拜之外，白鹿原的自然崇拜还表现在对特

殊灵物白鹿的崇拜上。鹿因其体型优美、性温行雅深受中国人

喜爱，又因鹿禄同音，便又成为人们升官发财的愿望载体，白鹿

稀有，更是圣洁、吉祥的化身。白鹿原上的白鹿传说中，它是白

毛白腿白蹄，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柔若无骨，欢欢蹦

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

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毒虫减绝，

万家乐康，那是怎样美妙的人乎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

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人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这是人们对

灵物寄予的美好想象，是对天地自然的无限崇敬，是渴望得到

其神性庇佑的心理诉求。

鬼神崇拜

鬼神崇拜是乡土中国社会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重

要的心理慰安剂。《白鹿原》中的鬼神描写多次出现，典型的有

一次求雨仪式、两次闹鬼事件。

在求雨仪式中，小说重点书写了关公崇拜。白鹿村西头有

一座老爷庙，敬奉着关公关老爷。关羽升天后主动请求司管人

从间风雨为民赐福，村村寨寨无论大小都修建着一座关帝庙。

白嘉轩率领全族12岁以上的男子跪倒在关帝庙前，庙内大殿

里关公像前跪着一片等待神灵通传的族中男子。求雨程式是

先有人被神灵附体，成功伐马角（将烧红的钢钎穿通两腮），然

后再由他带领全族男子去秦岭中的黑龙潭取水，最后把取回的

水供在关公像前才算完成。黑龙潭上无来水，下不泄流，人们

相信是从地下连通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一只海眼，四海龙王每

年都通过这条通道到山里来聚会。把山里永不枯竭的泉水通

过特殊的仪式取来，供在掌管风雨的关公像前，是希望以此水

为引子引来降雨。

小说对于整个祈雨仪式的描写充满了巫术色彩和神秘主

义，伐马角的人手持烧红的铁铧却不受伤，在黑龙潭夜间取水

时的肃穆，白嘉轩被“西海黑乌梢”附体后却不知道自己做过什

么的情形，无不让人称奇。这类仪式在很多地方都曾有过，说

明关帝、龙王等神灵信仰在乡土中国的盛行。

除了对于神祇的崇拜信仰之外，乡土中国对“鬼”的敬畏也

是普遍存在的。《白鹿原》中写了两个闹鬼事件，一个是白嘉轩

的第六个女人胡氏之死，一个是田小娥鬼魂的多次出现。胡氏

在解除心理障碍与白嘉轩狂欢三天后，被他死去的前五房女人

一同纠缠，她从未见过她们却能说出她们的模样。白嘉轩以撒

豌豆的方式驱鬼，有一定的效果，但最终还是靠请来的以捉鬼

为职业的法官，才将五鬼捉住并煮死焙干。由此，这场闹鬼事

件才结束，但胡氏的精神再也没恢复过来。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田小娥鬼魂的多次出现。第一次是鹿

三的女人鹿惠氏临死前，小娥告诉她自己被阿公用梭镖戳死，

还向她展示了后心的血窟窿。第二次，是白嘉轩的媳妇仙草临

死前，梦到小娥进入院子向她展示前胸和后背的血窟窿。接下

来多次附体鹿三，并借鹿三之口控诉自己没有害人却不被容，

最后被公公戳死，所以要报复害她的人，声称瘟疫就是她带来

的，并要求村民为她立庙供香火。面对这种来自异域世界的神

秘力量，普通大众自认是无法对抗的，村民很快一致同意为她

立庙并跪拜她。当然，最后是相信邪不压正的白嘉轩顶住压

力，建塔镇邪，才终结了这场闹鬼事件。

这类描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说明乡土中国对鬼

的敬畏是普遍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法官”这个神秘的职业，

他们都隐姓埋名，大概是避免厉鬼的报复，一般奇形怪状，行路

坐鬼抬轿神速如风，有特殊的行头，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蹬红

鞋，有特殊的捉鬼工具“天罗地网”。这个职业应该是钟馗信仰

的现实转化，大概是为了寻求人对鬼有一定的反制力，不至于

让人觉得无望而存在的。

祖先—生殖崇拜

祖先崇拜是乡土中国的显著特征，“祖”字本身是由表示神

灵的“示”和表示男根的“且”组成的，说明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

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后人，祖先就没人祭拜，所以乡土中国特

别重视传宗接代，而且将之形象地称为延续香火。

白鹿村的日常生活基本是以祠堂为中心展开的。村民都

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每有大事族长就会敲锣召集大伙儿，大

家也都会响应锣声的召唤，连村里最另类的人也会自觉来到祠

堂。乡土社会中，人们承认族长的权威，信服族长对族中大小

事务乃至个人家庭事务的裁决，这大概是因为族长是祖宗家法

的代表，信服族长就是崇敬祖先。

白鹿原的祖先崇拜，是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一个缩影。

祖训家法乡约的规诫，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标尺，衡量自己

做人的成败也衡量他人的行为，由此形成共通的价值观念，将

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白嘉轩对长子白孝文的堕落无法容忍，

而将之逐出家门，就是在维护家庭乃至家族的形象，这种强烈

的家族荣誉感，让他甚至不能容忍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背信弃

义”的退婚行为。

祠堂对乡土社会的感召力之强大，我们还可以从黑娃和白

孝文的回乡祭祖中明确地感受到。黑娃在不当土匪进入主流

社会后，洗心革面，学做好人，而他改邪归正之后，最强烈的愿

望就是回乡祭祖。或许在他心中，没有在祠堂中占得一席之

位，终究是一种耻辱，死后也不会被祖宗接纳而成为孤魂野鬼，

这是乡土社会里正直的人无法忍受的事。白孝文官至滋水县

保安团一营营长时，也以回乡祭祖的方式申明自己是白家人，

并希望借此重新获得父亲白嘉轩的认可。

崇拜祖先、珍视家族声誉的心理，必然转化为人们保证香

火延续的不懈努力。白嘉轩三子白孝义婚后久无子嗣，这让一

家人很是着急。白赵氏领着孙媳妇求遍了原上各个寺庙的神

灵乞求生子，比如曾领孙媳妇从舍子娘娘那里摸回娃娃并让她

每天夹在两腿之间睡觉。拜神无果后，请冷先生医治，先后用

了祖传秘方、偏方单方，药引子尽是刚会叫鸣的红公鸡和刚刚

阉割下来的猪蛋牛蛋之类与生殖有关的活物，为找这些稀缺东

西一家人费了好多周折。

医药不见成效后，冷先生建议白家媳妇上一回棒槌会。秦

岭山中一座小庙里供着一尊怪神，半边是浑实翘起的乳房，半

边是肌肉棱凸的胸脯，一条光滑丰腴的手臂托着一只微微启开

的河蚌，另一条肌腱累摞的手臂高擎着一把铁铸的棒槌。这就

是男女合一的棒槌神（棒蚌谐音）。每年六月初，不孕的媳妇由

婆婆带来山中于夜间祭拜，之后被罩上面纱推入黑暗之中，由

躲在树石后的年轻男人拉去交媾，如果因此有了身孕次年还要

来拜谢棒槌神。这个奇异的节会，可以想见是人们为满足传宗

接代的愿望设计出的非常之举，蕴含了人们强烈的生殖愿望。

白嘉轩虽然对棒槌会不齿，但他还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借长工兔娃之种让儿媳有了身孕。这种做法常人无法容忍，但

为了不绝后，人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还是会采用，这足以说明

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生命意识和祖先崇拜心理。

在上述三种崇拜之外，白鹿原的精神世界里还有浓厚的圣

贤崇拜意识，这是在虚空的神灵之外对人间圣贤的崇敬。这种

圣贤崇拜，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民众对朱先生的传颂表现的。

朱先生是关中大儒，一身正气，心怀天下，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

优良作风和品格，虽身处乱世却被各方势力尊崇，足见千百年来儒

家文化已经浸入乡土中国的肌理，成为共同的文化血脉。

在《白鹿原》中，笔者看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那

里的人们精神世界中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有对自然的敬畏，

有源于祖先崇拜的道德自律。虽然这个乡土社会并不完美，但

也足以给当代社会提供参考，比如，今人若能回归祖先崇拜圣

贤崇拜的信仰，便会自觉将个体生命纳入世代传承的序列中，

个人中心主义便会减少，当人们的言行上对得起祖宗（英烈）的

恩惠、中经得起世人的评判、下当得起子孙（后人）的崇敬时，我

们的社会必将更加和谐。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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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忠实自认为1965年发表散文

处女作《夜过流沙沟》（有研究专家认为

陈忠实的处女作应是发表于1958年的

诗歌《钢、粮颂》）起，到1992年完成长

篇小说《白鹿原》，这中间间隔了整整27

年。这27年，从社会生活看，他走过了

“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经历了

当代中国社会前所少有的剧烈变动与

巨大转型；从文学创作看，无论是早期

的诗歌、散文写作，还是之后的短篇小

说创作，在顺应时势变异的追求中着力

显现个人的切实感受，尽力跟上生活的

脚步与时代的潮流，大概是陈忠实这一

时期生活与创作的基本路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对于

许多作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

陈忠实而言，也是意义非凡。他在这一

时期接续上被中断了的文学创作，也在

这一时期走出了长期束裹自己的写作

桎梏，还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观念到写

法的逐步蜕变，最终摸索到新的创作路

向，写出了堪称经典之作的《白鹿原》，

走向了他小说创作的制高点。这样的过

程是如何漫长，这样的蜕变是如何艰

难，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

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都有精

要的叙说与细致的自述。可以说，那是

思潮的激荡带来观念的冲撞，观念的冲

撞带来精神的涅槃，精神的涅槃带来写

作的新变。

从一个时期活跃不羁又茫无头绪

的状况，到不懈不怠地寻找“属于自己

的句子”，最终进入长篇小说《白鹿原》

的写作，蕴含了多个方面的因素，也涉

及了从写作到阅读，从吸收到借鉴，从

思索到反省的诸多环节，但最为重要也

较为直接的，是在中篇小说写作中的寻

索与实践，经由中篇小说的写作磨练，

陈忠实不仅在艺术上演练了一些写法，

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由“写什么”与

“怎么写”的内在结合上，把握更长的历

史阶段，负载更大的生活容量，凝结更

深的人生思考，都有坚实的进取与明显

的长进，使他在文学目标上距离《白鹿

原》更近了，写作实力上也大为增强了，

这就为《白鹿原》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提供了坚定的自信。

1981年到1985年，陈忠实把时间

与精力主要集中于中篇小说的创作，先

后创作了《初夏》《康家小院》《梆子老

太》《蓝袍先生》。之后，还有《十八岁的

哥哥》《四妹子》《夭折》《最后一次收获》

《地窖》等相继问世。这些作品的写作，

一次有一次的进取，一作有一作的风

貌，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上，是一段集中

的历练，也是一个必要的蓄势。近10个

中篇小说中，前边提到的4部作品都有

不同程度的突破，在陈忠实的中篇小说

创作上，更具分量，也更为重要。

最早着手写作的中篇小说《初夏》，

因为要“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所经过

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陈忠实

《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写的

艰难而辛苦，甚至接近于难产。从1981

年完成初稿，到1983年最终定稿，用去

了约三年的时间。这不只是因为初写中

篇，文体尚不熟练，而在于他想由这部

中篇的写作，超越写短篇的自己。作品

描写父亲冯京藩通过“走后门”让儿子

进城当司机，而儿子冯马驹却放弃进城

的机会回村办厂，带领大家“共同富

裕”。在父与子的观念冲突中，一方面鞭

挞小农意识和个人主义，一方面歌吟变

革精神和集体主义，是作品显而易见的

价值取向。这个作品与陈忠实之前的短

篇小说的相似之处，是镜头依然瞄准当

下农村的现实状况，写两代人的思想分

野与观念冲突，不同之处则在于，不同

观念的两代人，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更

注重心理世界的挖掘，先进者与落后

者，都因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显得既

形象生动，又性格饱满。

同一时期写作的中篇小说《康家小

院》，在康勤娃与吴玉贤因包办成婚而

缺少爱恋的故事里，先由康勤娃的木讷

与吴玉贤的伶俐，在难得和谐中渐生嫌

隙，后又因吴玉贤受来村扫盲的杨老师

的吸引动心又动情，遂使偷情导致的离

婚闹剧愈演愈烈，而当吴玉贤终于鼓起

勇气找到杨老师去表白心迹时，杨老师

一句“我只是玩玩”的回答使她如五雷

轰顶，一心只想死去的她在回家途中遇

到众人在极力搭救的同样绝望的康勤

娃，使她在震惊中开始了悔悟。小说在

吴玉贤与康勤娃都不满意的爱情生活

和难以改变的婚姻现状里，透视的是乡

村男女被限定的人生压抑与命运悲剧。

由《初夏》和《康家小院》来看，可以说，

在初期的中篇小说创作中，陈忠实试图

走出短篇小说创作中故事较为单一、人

物基本正面的局限，力求在观念冲突

中，描绘出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与曲折

跌宕的悲剧命运。但严格检视起来，虽

然场面大了，故事长了，却因为视野的

不够开阔，手法不够灵动，过于执著于

生活事象本身，使得作品黏地性过强，

想象力不足，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

方面，都未能真正实现创作上的更大突

破。

明显地表现出较大突破倾向的作

品，是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这个写于

1984年的中篇小说，不仅时间跨度拉大

到了解放前后，而且人物命运始终与历

史演进相互交织。小说中的主人公黄桂

英，因为脸型狭长被人戏称为“梆子老

太”，她因不能生育而嫉妒有儿女的人，

因自己生活拮据而妒忌家境稍好的人，

由此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万人嫌”。但

她对别人的“窥视”，对他人的妒言，反

倒在极左思潮主导的政治运动中成了

“有觉悟”的表现，因此还当上了村里的

贫协主席，登上了政治舞台，到处呼风

唤雨。由她出面所作的外调证言，使得

一些在外公干的当事人都遭到了不当

处理，返乡当了农民。而在极左政治被

纠正，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后，梆子老太

不仅不能适应，而且很不理解，觉得自

己一直听着领导的话，跟着形势走，怎

么就全错了？在梆子老太去世之后，全

村的人以拒绝出面抬埋的方式，表达了

他们对梆子老太的深深厌恶。作品在引

人的故事中，深含了醒人的题旨。作者在

梆子老太因极左政治起势又因政治变化

失势的命运悲剧中，渗透的是对社会与

人相互改变的后果的历史反思，包孕的

是对政治与人相互利用的遗患的深刻批

判，个人的小悲剧里又套着一个社会的

大悲剧。可以看出，在《梆子老太》的写作

里，陈忠实对于人的命运的省思更为冷

峻，对于社会生活的思考更为深邃，与他

过去比较偏向于莺歌燕舞看生活的写

作，开始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梆子老太》之后，陈忠实给人们带

来更大的惊喜，这就是1985年写作的

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关于《蓝袍先

生》，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

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曾说到：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

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

原》的写作欲念的”。《蓝袍先生》这部作

品，跟我也有过一定的缘分，那就是作

品即将在当时陕西的大型文学杂志《文

学家》发表时，时任主编陈泽顺给我寄

来刊物排出的陈忠实新完成的《蓝袍先

生》的校样，要我赶写一篇作品评论，以

便在同期刊出。我看了作品，先是意外，

后是震惊。作品里的“蓝袍先生”徐慎

行，为遵从“耕读传家”的家训，做一个

继承父业的“人师”，从小便遏抑着活泼

的天性，后又被配以丑妻以绝色念，成

年之后迎来全国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

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新职业，使徐慎行

看到了过去人生的封闭与褊狭，终于脱

掉身上的蓝袍长衫，过起正常人的自由

生活。但好景不长，“反右”运动时因给

校长提意见，刚入教师行列的徐慎行被

打成了“右派”。从此，他从谨言慎行到

唯唯诺诺，如此这般地从拘束的青年熬

到凄凉的中年，又步入孤寂的老年。“文

革”之后，社会拨乱反正了，徐慎行的

“右派”也改正了，他可以脱下蓝袍自由

参加活动了，但“却无法把他蜷曲的脊

骨捋抚舒展”。我被作品的故事感染了，

更被一个反差巨大的数字震惊了，那就

是活了60岁的徐慎行，只过了20天舒

心展眉的自由生活。我随即赶写了一篇

文章，题目就命名为《人生的压抑与人

性的解放——读陈忠实的〈蓝袍先

生〉》。当时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

方兴未艾，处于这种争论热潮之中的

我，选取了人性、人道的角度来解读作

品，在当时也属顺理成章，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抓住了作品的要害。我在文章中

写到：“60岁与20天，多么巨大的反差，

多么悬殊的对比。因与长时间的失常生

活过于不成比例，那20天的自由生活，

如同一场稍纵即逝的梦，是那样的甜

美，又是那样的虚幻。”我还在评论文章

里肯定了陈忠实在作品里所表现出来

的可喜的突破与超越：“由《蓝袍先生》

可以看出，忠实创作思想中悲剧意识的

成分在扩伸，在强化，这是一个很重要

也很可贵的进展。”

今天回过头再重读《蓝袍先生》，并

把它放在陈忠实小说创作的总脉络里

看，这部作品远非人性、人道的角度可

以说清和道尽，作品在徐慎行的背时遭

际与坎坷命运里，有着诸多丰富而深厚

的内涵，其中的一些元素与意味，都与长

篇小说《白鹿原》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

这都可以进而佐证陈忠实自己对《蓝袍

先生》“引发”了《白鹿原》写作的说法。

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

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谈到《蓝

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

作时，这样告诉人们：“在作为小说主要

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

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

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镌刻着

‘耕读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

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

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

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

板也同时打开，连我自己都惊讶有这样

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

里的宅院，和我陈旧又生动的记忆若叠

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经

成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

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要一

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

门楼里的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

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在这种不经意的

状态下发生了。”

由这段回忆文字可以看出，《蓝袍

先生》写到的徐慎行的家门、家世与家

风，触发了作者深藏已久的有关关中乡

土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积累，那就是以儒

家传统为主导的家族文化，在乡土社会

的根深蒂固和长期运行，以及由此造成

置身其中的人们在人生追求和生存想

往上的坎坷与艰难，乃至对个人性格的

磨损，对人生命运的限定。这由具体细

节触碰出的时代变迁中的家族故事，陈

忠实此后还经历了县志调阅，家谱研

读，人物踏访，以及在艺术上寻找相应

的表现方式等具体环节，才开始成形并

进入写作，但由徐家“这个宅第”打开

“记忆仓库”却是必经的要道。事实上，

它不只是打开了作者的“记忆仓库”，它

还把作者的写作导向了最能表现乡土

社会底蕴的家族文化，以及在家族文化

的背景与场景下刻画中国农人命运的

艺术高地。

从《蓝袍先生》到《白鹿原》的持续

探索与不断寻找，陈忠实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句子”，写出了堪为“民族秘史”

的杰作。这给了人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小说写作要扎

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植根于民族文化

的沃土。小说创作是虚构的艺术，此言

不虚。但这种虚构既非闭门造车式的凭

空臆想，也非天马行空般的胡思乱想。

这种虚构与想象，它应该有所依托，有

所附着，这就是与作家相随相伴的现实

社会与历史时代。而小说创作，一定是

作家对自己置身的社会有话要说，对自

己所属的时代有感而发，从而使自己看

取的生活和构筑的故事，既成为一个有

意义的艺术探求的文本，也成为一份有

价值的“历史的摘要”（泰纳语）。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别林斯基告诉人们：“没有

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

大，他既不能依赖于自己的痛苦，也不能

依赖于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

所以伟大，正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

扎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

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

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上，就是奔着这样的

目标一直向前，循着这样的路数去努力

探求，这是陈忠实写作出《白鹿原》的诀

窍所在，也是他留给当代文坛的重要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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