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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陈亚军

在市场经济时代，当文学艺术创作活动被
某些“沉沙”裹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或与健
康、光明、积极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或是所
谓为艺术而艺术，局限于一己悲欢，脱离大众、
脱离现实的小我之音。为此，我们应该倡导正
确的价值取向，呼唤充满正能量的作品。
作为期刊编辑，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
价值选择，又无时无刻不在坚守着某种价值取
向。我们用什么尺度作为定义价值的标准
呢？传统经验和社会发展是我们解决价值问
题的最终文本。我们对新时代文化重要性的
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对新时代文化内涵的
理解也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的尺度应该体
现为一种对部分价值和整体价值关系的处理，
即整体统领部分，部分丰富整体；部分依托整
体，整体牢固部分。
首先，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编辑立根
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
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
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
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
关键。期刊编辑的工作方法，最根本、最关键、
最牢靠的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就是在审
稿、组稿的时候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
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
工作者的天职。
其次，要有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整体认识。

和振华（（纳西族））

期刊编辑坚守的价值取向

我们面临着艺术标准与商业标准的博
弈。或提出市场运作的各种指标，过于追求经
济效益，结果低俗媚俗的东西沉沙泛起；或主
张文艺创作的阳春白雪，一味推崇高大上，结
果文学艺术限于沙龙做秀。实践证明，优秀的
文艺作品，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
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相统一”。这里讲的是文学作品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以及与读者的接受度或市场效益
紧密相关的呈现方式。首先是要做到“精”，即
精深、精湛、精良；其次是要辩证地看待思想、
艺术、制作之间的关系。有思想性的作品，会
促 人 理 性 思 考 ，促 人 精 神 升 华 ，促 人 行 动 奋
进。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说：
“ 最伟大的诗
人并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
的诗人。”作家要关注大时代，也要关注小故
事。因为具体的事情可以反映时代，时代可以
定位具体的事情。形象性、生动性的文学作品
往往出于细节，从小处见到大的道理，从平常
的事物中看到不平常；身边微小的事情，可以
帮助人们认识周边的世界。作家石黑一雄说：
我们“总是希望写一些反映大事的作品。其实
文学是关注小事情的”。但是，关注小故事，其
意义还在于，一个事件可以助推一个时代，甚
至产生一个时代，或者说小故事的量的演变，
最终产生一个具有新内涵的时代。在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的。
三是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的
融会贯通。
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世世代代延续不断的民族灵魂，是凝神聚
气、固本强基的内在力量。我们要坚守核心价
值观的文化职责，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
的骨气和底气。我们所主张的价值观，应该能
够准确地把握价值现象的本质，深入全面地理
解人们的生活实践，实事求是地考察人们的社
会实践的表现和逻辑，从而得出科学有效的结
论。它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并通过人们的实
践，成为一种文化软实力。
四是对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
系、融合。
各民族民众之间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
文化记忆不同，这是民族文学独特性存在的根
基。我们对每一个民族的认识程度，与价值取

我读过白庚胜先生的一
些著作，又在鲁院当过他的
学生。前不久，读到白先生
发在《中国民族报》上的散文
《清明时节 怀念恩师》，反复
咀嚼，颇有收获。
文章体现了作者的谦谦
胸怀。该文开门见山：
“那年
清明，春雨绵绵，我先瞻仰了
坐落于云南省蒿明县杨林镇
的兰茂祠堂；继之赴建水、石
屏、弥 勒 等 地 ，分 别 为 孙 髯 □
翁、袁嘉谷、熊庆来等先贤扫
墓；最后回到故乡，为恩师李
柽燃香、插柳、行祭。”没有喧
染，平铺直叙，直奔主题。白
庚胜身在京城，千里迢迢回
到家乡只为祭奠恩师。作者
在文中写到，自己从新团出
发，一路拼搏后来留京，以及
学业事业有成后，邀请恩师
李柽游京，续写师生缘。散
文写作离不开地域性，从文
中可以读到作者对家乡团山
的深情，他吟唱故土的神奇，
歌颂家乡的人杰地灵，始终
对这块土地充满感恩。
这篇作品情真意切，以
情感人。近几年来，出现了
小说化虚构的散文，可谓标
新立异，但我认为，真实才是散文的生命。这篇文章
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说了作者与恩师之间的故事，
让人读到一个鲜活而高尚的老师形象。而作者的尊
师、重教、敬老，以及孜孜不倦、力争上游的求学精
神，跃然纸上。文中讲的“逃学”事件，悬念迭起，以
小见大，以事醒世。作者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将特殊
历史时期的个案挖掘出来，把一个在人生十字路口
彷徨的学生形象刻画出来了。文章中没有娇情，没
有无病呻吟，而是有章有法，松弛有度，精雕细刻，让
读者如临其境。
文章具有很强的正能量，能够起到鼓舞人心的
作用。我们正处在全民写作的时代，什么都可以被
称为散文，散文创作泛滥成灾。毫不客气地说，有
的作品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有的故弄玄虚、装神弄
鬼，有的戴着虚假面具如川剧变脸，有的指手画脚、
装腔作势。总之，有很多作品走入了形散但神不
聚、追求轰动效应但没有实质内容等误区。反观
《清明时节 怀念恩师》一文，一头接着故乡，一头接
着地气，满满的正能量，浓浓的师生情。在这其中，
体现了作者丰富人生阅历与思想境界的有机结合，
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哲理性。
每年清明节前后，有关清明节的怀念之作，可谓
汗牛充栋，但我们呼吁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在白
先生的这篇文章中，师生情如团山泉水清澈流出，比
奔腾千里的金沙江水还长。山高水长，故土情深，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

向和选择有直接关系；如果不能把握这其中的
丰富、深刻和动态的因素，就不能从存在方式
的意义上理解这个民族。民族文学类期刊的
编辑要有民族特色意识，把民族文学创作所具
有的鲜明的民族属性作为一个价值取舍的标
准。因为这种民族属性，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流
淌而出，深刻沉淀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没有民
族特性，就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学艺
术的生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彝族诗人普驰达岭说：
“即使是用汉语写作，少数民族诗人也必须把
本民族原有的思维方式精准地表达出来，倡导
一种根性写作。”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不断
的民族灵魂，是凝魂聚气、固本强基的内在力
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 深化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这朴素而形象的比喻，把民族之
间的联系和感召力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所谓“国民情感”，就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
内，超越单一民族、作为现代国民的共同体情
感。在历史发展与地缘交汇中，民族之间共
生，根脉相连，由此产生民族大家庭意识。少
数民族的特殊性与中华民族的普遍性是紧密
相连的，是难以分割的。
“ 共性和个性是对立统
一的关系，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只有个性表
现活跃，生动活泼，共性才能丰富多彩。”
比如《民族文学》，目前开设母语佳作栏
目，积极发现和推出母语作品。民族文学交
流，一方面要将优秀作品进行民译汉、汉译民
的翻译转换，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母
语文学创作。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借鉴与融合，
又使中华文化以新的姿态、新的篇章，耸立于
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提升民族文学类期刊的社会责任
作为民族文学交流与创作的平台，媒体的
活力归根结底来自编辑主体性的发挥。他们在
编辑过程中的能力、作用和地位，
以及是否能够
根据需要，
有目的地进行能动性、创造性的实践
活动，
都直接影响了期刊社会价值的实现。
首先，要讲党性原则和使命感。此外，也要
讲方式方法。要尊重文学规律，既要直面新时
代的现实主义，也要有畅想美好未来的浪漫主
义。为此，民族文学类期刊应围绕国家相关发
展战略，部署期刊编辑的规划；选择民族优势
或特色领域，作为编辑策划的突破口；围绕少
数民族地区，做好相关信息服务。我们还要拓
展期刊的活动范围，开展各类社会活动，包括
改稿班、培训班、创作基地挂牌等。
同时，要多多探究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
动态交流。文学活动有四个要素，即世界、作
者、作品和读者。这四者不是孤立的、静止的。
虽然文学作品出自作者，可一旦进入社会，作
品就会显出自己的独特力量。读者或者以自己
的价值标准衡量作品，或者修正自己原有的价
值观念接受作品提供的启示。这就是文学交流
带来的结果。可喜的是，现在很多期刊编辑本
身就是作家，更加能够体会到这四个要素互动
的必要性。编辑应当不断加强学习，努力增强
适应社会发展的本领和能力，特别是要体会文
学创作的情感，坚持在各方面以身作则。长期
以来，我一直坚持挤时间写作，对创作者的甘
苦感同身受，这对于编辑管理中抓住要点、产
生实效是有益处的。
新时代的到来，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对
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期刊编辑队伍，尤其是
从事民族文学的编辑们，要不断更新知识结
构，提升时代赋予文学编辑应有的境界。

—白庚胜散文《《清明时节 怀念恩师》》
—读

少数民族文学类期刊的社会责任担当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类期刊在推动少数
民族文学繁荣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同
时，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平台，期刊在把文学
作品选出来再推出去的过程中，完成了文学的
交流功能，沟通了多民族的文化和情感。虽然
编辑选稿仅仅是文学杂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
分，但却融入了期刊编辑的价值判断，体现了
编辑的认识和预期的智慧，更是体现出了民族
文学类期刊的社会责任担当。可以说，承继文
化传统、弘扬时代主题、凝聚民族力量，是民族
文学类期刊编辑处于首位的价值观，也是其政
治底线。
“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
”
作为期刊
编辑，
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
创新工作
方法，
以适应现实生活和文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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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重如山 情长似江

■声

少数民族文艺

——长篇小说《断裂》创作谈

□

肖
睿

蒙古族题材长篇小说《生生不息》创作谈
——

让沙漠变成绿洲

思想和形象 继承与创新

一直很佩服像《鼠疫》
《白鲸》或是《失明症漫
记》那样的小说，用一个城市或一种地貌去象征人
类的某种生存困境，探析人类在此困境中的精神
生活。我也想成为这样的小说家，因此我在不断地
寻找属于我的故事，最后终于找到了这片沙漠。
这片沙漠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家乡附近，这些
人也真实地存在于已经变绿了的沙漠之中，他们当中有些人依然真实地
活着，有些人已经真实地逝去了。
这片沙漠也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他们会做的每一个选择，在
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做过了。我不判断这些选择，我尝试理解。
所以你看到，我通过这座沙漠勾勒出一个普通人家在这 60 多年的滚
滚红尘中的生命体验。她们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把沙漠变成了
森林。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和西绪福斯所达到的
英雄境界。也和一只老山羊、一只老狮子在大地中没有人类出没的隐秘
之地要料理好自己的老巢一样了不起。我用我的笔还原这生命的伟岸，
并像赞美普罗米修斯和西绪福斯、老山羊和老狮子一样赞美这些女人。
在这 60 年里，她们也经历了阴谋、背叛、死亡和失败，这些事情每一个人
大都经历过，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永恒人性：人是神性和兽性的集合体。我
希望，我的笔能让逝去的人安息，让饱受折磨的人获得宁静。
这小说原本的野心，是用笔让这座沙漠、这个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发
声，这些声音将组成生命的合唱，以此来印证这 60 年来我们究竟付出了
多么大的代价，才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的内心是否和我们的外在截
然相反，已经荒芜一片？
可写到结尾，我发现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人物有其各自的命运，天地
也是。小说中的这天这地都远比我这个小说作者的想象还要宽广，人的
声音再大，都会被旷野的风吹散，大地归于寂静，惟有女人们种下的万物
生生不息。
“时间与人”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它是这本小说中的
一个隐性主题，我也会在接下来的创作中继续探索这个主题的种种可
能性。
感谢在写小说的我，他让我回到了大地之上，灵魂得到了宁静。感谢
找到了大地的我，他让一个迷茫的人重新获得了写小说的力量。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他的长篇巨著《悲惨世界》序言
里写到：
“ 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
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
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
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
么，和本书《悲惨世界》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
的。”我是没有勇气从如此高的视角来评价自己的作品
的，但是致力于写出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拥有生命的、
对蒙古族有益的东西，实是我的本意。我想一个作品理应
将民族文化历史展现出来，使其传承千秋万代。
开头的好与否，决定着作品的成功与否。
“ 北元时期
是蒙古史上最黑暗的历史。”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
从这个开头中不仅可以看出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什么，
进而有可能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这段最黑暗的历史究
竟是个怎样的历史呢？其实，北元历史不是很翔实，文献
里记载的也不多，有的可汗继位与否也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北元疆域辽阔，从南北长城至贝加尔湖，东西黑龙江
至阿尔泰山脉、额尔齐斯河，都是北元的土地。1341 年妥
懽帖睦尔从大都撤退，到 1636 年林丹汗去世，北元朝整
整延续了 295 年。这段历史是蒙古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
历史时期。我们蒙古人不仅要知道这段历史，也要让其他
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知道这段历史，这是作为一个蒙古
人的职责所在，于是我就写了这部长篇小说。
小说必须反映生活，塑造形象。塑造形象需要有符合
形象性格的细节描写，描写言行，描写内心活动，甚至需
要描写能够衬托内心的外在行为。这是塑造形象的关键
所在。改革开放以后，过去不能想的、不能写的都敢想敢
写了。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的视野和社会价值观也都发生
了变化，我们身边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生活着形形色
色的人。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信息化时代以后，我们每
时每刻都能听到、看到各类新闻。世界仿佛没有了所谓的
秘密。与此同时，我们的作家们从为民族命运的忧思延伸
到了对社会不公、不平现象的揭露，从对生态破坏、环境
污染的关注延伸到了展现民族本质或文化思维等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进，展现为人的命运、民族的未来而深思的
作品不断涌现，文学创作呈现出一个惊涛迭起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蒙古语作品在形象塑造方面
也需要不断突破。过去我们的一些作家，注重思想内容，
而忽略了形象塑造。注重故事情节，却没有重视形象。人
们谈论得最多，表扬得也最多的是哪个作品揭示了社会
哪方面的问题，作者如何描写了不能言明的矛盾，作品选
择了怎样的重大的选题等，而谈论哪一作品塑造了哪些
成功形象的却是少之又少。于是，我们写小说时往往更多
的是思考如何写出跌宕起伏的故事。先构思故事情节，再
把形象硬生生套在故事情节里。现在我们都意识到了形
象重于故事，只能通过人物形象赋予作品以生命。

□格日勒图（蒙古族）

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时说：
“中
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
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这个观
点值得思考。人的形象不能只局
限于善与恶。人的内心世界往往
比现实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复杂。
我们应当研究人。我创作长篇小
说《断裂》时，为了深入人的隐秘
的内心世界，努力刻画了心理矛
盾、潜意识，因为是种尝试，所以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其实，形象越
生动、越深入人心，思想内容就越
深刻。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写长篇
小说故事情节不重要了吗？我想，
故事当然非常重要。可以有没有
故事的短篇小说，也可以有没有
故事的中篇小说，但是长篇小说
不能没有故事。没有故事的长篇
小说，谁还会去读？故事发生于矛
盾，世上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自我相互矛盾
的一切事物相辅相成，存在于矛盾之中。我的这部长篇小
说的主要脊梁是由北元、后金、北元科尔沁部落等三个元
素组成。可想而知，那一时期不可能没有斗争和矛盾。这
是小说非常贴切的故事和情节布局。如果能够准确构建
并充分发挥好这三方面的矛盾，那么作品的故事必定跌
宕起伏，错综复杂，内容充盈，铿锵有力。
当然，小说作品里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形象和故事
情节。但是环境描写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处理不好环境
描写，就会影响作品的质量。作品里不写环境，不能衬托
出生活的氛围，那么你怎么写都不能给人以真实的印象。
处理好环境描写，不仅能给人留下真实的印象，一定程度
上还能弥补人物性格和故事的单一性。
生活的真实才能显现出审美。我喜欢写美的东西。只
有写美好的东西，人的智慧之门才会被打开。说起来，农
村有农村的景象，城市有城市的环境，到处充满着生活的
气息。我在长篇小说《断裂》里描写了很多关于剪马鬃、婚
礼、战争的场面，这皆得益于《静静的顿河》。当读到“麦列
霍夫家的院子，就在村子的尽头。牲口院子的小门朝北，
正对着顿河”等环境和生活场景描写时，仿佛麦列霍夫家
的牲口棚浮现在眼前，村子后边流淌的顿河水声回响在
耳旁。从这里能闻到水的潮湿和牛粪的刺鼻味。清晨和傍
晚时分，在那周遭升腾起漫漫的雾霭，依此可以联想到下
雨天牲畜的大粪和泥泞的泥水掺杂在一起，走起路来很

费劲的场面。能够如此精彩地描写
场景的长篇小说很多。大自然的美
丽景象能使作品更具审美性。
长篇小说里，景物环境也罢，人
物也罢，动物也罢，描写得生动与
否，是至关重要的。描写生动的作
品，读者越读越会被吸引，会越发感
兴趣，那么这意味着你的作品已经
成功了。
如何正确解决传承与创新的问
题，是摆在蒙古族作家面前的又一
个重要问题。创新关乎到作者改变
世界观、提升写作方法、创新表达方
式等诸多方面。俗话说得好，
“ 旧的
不去新的不来”。我认为，旧的事物
不一定都会消亡，但是没用的东西
必将会被淘汰，有用的东西会变为
宝留下来。同样新的事物不一定都
是有用的，好的才能成为宝，坏的终
究会沦为废弃物。要在传统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发扬
优秀传统。完全否定传统，或者坚决
不接受创新，都是不对的。有时不违背或者不否定传统，
也就无法创新。有时与传统完全背道而驰而栽大跟头。这
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既注重对传统的继承，也试图
进行创新。我们蒙古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有民
间文学传统、史诗传统、萨满文化传统，还有书面文学的
传统。因汉族儒家思想和藏传佛教的影响，科尔沁是个多
元文化的大仓库。我们从这丰富多样的文化里汲取营养，
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家阅读这部作品，就会
了解到蒙古族历史文化、科尔沁婚礼习俗、原始游牧方
式、狩猎生活等元素。同时，我在小说中努力将西方文化
精神融入于故事当中，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
手法运用到作品当中，尝试为作品增添新的韵味。其中包
括潜意识、梦境、征兆、幻觉及象征、魔幻等表达方式。
我在修改这部小说时，开头部分重写了三次，结尾
部分作了两次修改。删减了两个章节，又增写了两个章
节。有些章节的一半内容是重新写的，有些章节里作了
删减和补充。修改作品，不是每句话都是随随便便地闪
现在你的头脑里的，这需要你冥思苦想好几天，这样的
句子才会使你的作品更加严谨。写完作品，起码要反反
复复做好几次修改，再与初稿作对比看看，你就会发现
你付出的汗水所换来的成果。一个人想要写出对大家
有益的作品，一定要像修炼佛经似的刻苦钻研，这就是
我写长篇小说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