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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永江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
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其长篇小说《长河遗恨》近日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上世纪30年代初，湘
西匪患猖獗下生意人的艰难生存为背景，讲
述了一个铸犁世家在商海中沉浮的辛酸血泪
史。漂亮戏子游离于官场、土匪之间，操纵一
场叔侄之间的生死博弈。生意场中无父子，乱
世之下亲情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激烈
的人性矛盾中展开。

◤书海一瓢

◤东庄西苑

简单的力量——评黄军峰短篇小说《立夏》 □于 枭

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黄军峰的创

作风格足够鲜明，那就是简洁干练、直来直

往——换句话说，他可能是个不怎么愿意

说话兜圈子的人。黄军峰的短篇小说《立

夏》（《人民文学》2018年10期）很好地继承

了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风格，也是作者

在报告文学之外的文学体裁创作中可能的

一次有益尝试。

《立夏》如同一部纪录片，用胶片记述

了立夏这天围绕在一位独居老人周围的喧

嚣与孤独。立夏是代梅村仅次于过年的重

要节日，丧偶独居的王木根在这天迎送儿

女们回家省亲的情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线

索。老汉一早扫地浇园打扫卫生，摘菜逛

街预约酒席，精心准备了子女们从来到走的

方方面面，然而这样的一切，等来的却是子

女们零零散散的迟到和匆匆忙忙的早退，老

人的生活在这种喧闹后的孤独中继续重

复。作者用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笔法讲了

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笔下人物的

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都如同白纸落墨毫不

掩饰，创作立意和叙事意图都一览无余。除

此之外，作者还在文中大量使用了不加注

解、土味浓重的冀中南方言词汇，比如待客

（qie）、攒（cuan）忙、恁（nen）娘等等，这些

都使《立夏》的文本和思想呈现了一种近乎

“裸体”的直白和单向。凡此种种，都与我

们之前看过的那些以技巧和深度为傲的

“小说”大相径庭，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错

觉——《立夏》真的算是一篇“小说”吗？

叙事基本是流水账，展开基本靠大白

话——这句话放在文学作品身上，基本上

是等于宣判死刑的评价，然而用在黄军峰

的这篇小说上，却有了一种微妙异样的“褒

义词”属性。初读《立夏》，我不由得想起弋

舟写过的一篇立意相似的小说《出警》，它

与《立夏》都基于相同的母题“孤独”。然而

不同于《出警》中恣意癫狂、乖张荒诞如“大

水弥漫”般的孤独，《立夏》中王木根的孤独

在更加简单的讲述中呈现了另外一种表达

的极端——因为纯粹的简单本身就是一种

足够强大的真实。黄军峰在王木根一家人

简易直白对话和机械重复日常的背后，将

散碎在当下农村方方面面的生活片段收

集，映射在这个家庭的各个成员身上，在立

夏这一天将其集中，并拼合在了王木根老

人一人身上。城乡文明间难以平复的龃

龉、农村转型中精神与物质的撕裂与阵痛、

空巢老人身旁无法祛除的巨大孤独，都在

其中暴露无余，整个小说也由此产生了一

种简单直接却又真实到令人恐惧的冲击

力。黄军峰在长时间报告文学写作中形成

的思维惯性使《立夏》呈现了某种“非虚构”

的影子，与此同时，作者对农村问题的思考

也在其中得到了纯粹质朴的表达。

每个时代的小说身上都印刻着那个时

代的人的生存印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

村演变反映在农民身上的方式，可以是陈奂

生，可以是高加林，可以是许三观，当然也可

以是王木根。当我们习惯用“史诗”“悲歌”等

词汇来形容这种演变时，往往都有意或无意

的忽略了它的双重属性——从大的历史维度

上来讲，这种演变在几千年中的确空前剧烈、

前无古人，然而将其放置于个体历史参与者、

见证者的身上时，它却是脚踏实地、后有来者

的。我相信，在这种庞大又密致的演变之中，

在我们从大量文字中窥视到的浓妆艳抹、花

里胡哨的大悲大喜大苦大乐之外，真切生活

其中的王木根们，一定有一种平静的悲喜与

自在的苦乐，而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生存的状

态，这也是作者创作《立夏》这篇小说和这篇

“简单”小说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理由。

当下，大多数的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依

然生存在前辈旗帜的巨大阴影下，并长时

间在先验主义的傲慢和缺乏生活观察的鲁

钝中迟迟无法从《白鹿原》《人生》甚至《创

业史》里走出来——即便当下中国农村早已

不再是白鹿村、双水村或者下堡村的模样，

即便渔樵耕读也早已不再是这种文明继续

延伸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相信黄军峰是

有生活的，而且他的生活真实可靠，因为如

果没有细腻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他将无法

如此准确地预见到农耕文明和传统农村题

材小说必然的共同谢幕，并把这种谢幕化作

一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淡色，映

在代梅村和王木根身上。挥散围绕在农耕

文明身上的神圣与光环，去掉强加给小说

这种文体的意义与负担，用简单的语言解

释、用简单的方式记录那些单纯的生命与

生活——大概就是这篇作为小说的《立夏》

存在的意义，也大概就是这样“简单”的小

说身上的“简单”的力量。

乡土记忆与生存智慧
左中美依托坚实的云南红土地，步向生

命的纵深，用敏锐的女性感知、温厚的母性

情怀和诗意的灵动笔墨，追求表里如一的美

丽，歌吟云起云落的从容，展现民族生存状

态的当下与过程，传达出深刻的历史记忆与

现实的人文情怀，她的文字宛若漾濞的核

桃，散发着亲情的香气，浸润着温馨的民间

感情。

早年间，读她的第一部散文集《不见秋

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部书写家

园、心灵和生活五味的书，左中美在书中洞

察社会，解读历史；她超越民族性与地域性，

感悟人生，审视文化。其后，她又陆续出版了

《时光素笺》和《拐角，遇见》两部散文集，技巧

愈加娴熟，行文得心应手，但眼界明显窄了，

胸襟也小了，自我陶醉的孤芳自赏多了一

些。这次读到她的《安宁大地》书稿，让我眼

前一亮：她又重新开始关注大地，凝视乡土。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

就是说，乡土性贯穿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构成

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于是，包含着“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文化底蕴的

乡土世界成为“家”、“母亲”的象征，在20世

纪的工业文明的凯歌高扬里构成文人们的

心灵支撑与价值依托，沈从文的边城白塔、

萧红的呼兰小城、汪曾祺的荸荠庵、孙犁的

白洋淀、刘亮程的遥远的村庄，无不忠实反

映着中国文化的乡土韵致，乡土田园牧歌世

界成为现代中国追寻理想的载体，一如海子

诗歌中对昔日故乡的热烈追忆。理解中国文

化的乡土特性，也就理解了《安宁大地》作者

为什么魂牵梦绕于自己的故乡，她在书中用

纷繁的文字保留了弥足珍贵的乡土记忆与

生存智慧。这些乡土记忆，在作者笔下娓娓

道来，像人类断片化的记忆形态本身，碎片

化、零散化，建构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生态文

学世界，充溢着边地乡村的安宁寂静。乡村、

房舍、田野、花朵、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匠人、

竹林里的手艺、屋角院落里的草叶露珠、蜿

蜒流淌的溪流、勤劳的农人、少女动人爽朗

的笑声，还原出原生态质朴淳厚的乡野气

息，一个令现代社会他者感到真实而亲切的

乡土，如作者所说：

“我知道，这块大地是永远不会丢弃

的，只要家还在村庄里的一天，一家人就

会一代一代地把它守下去。挂掉电话，我

在心里想起这块大地旧时的样子，包谷在

雨水里哗哗生长，在不断前来的时光里，

深情地迎风歌唱。”

流泻在作者笔下的，是一章章零散又真

挚的乡土记忆。肥沃的土地上生长出各种大

地的馈赠，“这大地上生长的许多东西，最

终，都要回到朴素的神灵那里。木耳是其中

的一种。”田野的植物被人们用精巧的手艺

变成一件件实用的生活用品，“我在村庄出

生，长大，看着人们一年一年砍下竹子，制成

各种各样的器具，可是，当我回忆起来，竟忆

不起村庄的哪蓬竹子开过那样一串一串褐

色的状若叶蕾的竹花。村庄的那些竹子都还

翠绿着。家旁箐里有一蓬龙竹，风大时常常

吱嘎鸣响。只是，不管夜里再刮多大的风，我

已经确信那竹子其实不会倒下。天亮出门，

村庄一切安好。”乡野大地以地母的温厚胸

怀收纳各种生命，成为每一种生命尽情展示

活力的舞台，“萤火虫，这夏夜里的精灵，我曾

在白天时细看过它，那是一只在夜晚被捉到

的萤火虫，它的样子实在是其貌不扬，全身呈

浅浅的土灰色，一对椭圆形的短翅下面，坠着

一个鼓鼓的肚腹，这肚腹的后半部分，据说便

是它夜晚发光的所在。而造物的圣意是这样

的巧妙，就是这样一只只看上去灰扑扑的小

虫子，到了夜晚却是光华闪耀，为村庄和大

地点亮万盏闪亮的萤光，与夜空中漫天清澈

的星光遥相呼应。”作者用原初的目光呈现

日常世界，以“乡人”的自觉与自豪保留乡村

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如同美国汉学家金介甫

对沈从文的评论：“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

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

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下来

了，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因此，《安

宁大地》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为本土地域文

化留下了生动立体的剪影，这是作者的灵气

之所在、作者创作源泉之所系，也是这片土

地上的故事得以被流传的福气。

丁帆说：“前现代式的农耕文明社会文

化结构仍然存活在中国广袤的中西部的不

发达地区，虽然刀耕火种式的农耕文明生活

方式不复存在，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

耕文明生活方式仍旧在延续着。”云南也是

中国西部的一部分，较为缓慢的发展速度，

令农耕文化得以更完好地存留。《安宁大地》

中尤为珍贵的是对乡土日常生活中民俗仪

式充满诗意的细节描写。比如，“上梁的吉时

一般在正午未时至申时之间（下午3时左

右）。那根最后的正梁（又称“喜梁”）架在院

子正中的一对木马上，正中部以一块画了八

卦图的正方形红布以棱形包上，且中间以一

个包有五谷和硬币的祝愿富贵吉祥的“梁

包”，两头拴上长绳。主人家备好一只大公鸡，

一提篮拌有硬币、五谷和各种糖果的饵块粑

粑，一桶水。饵块粑粑当中，有两只大的饵块

筒子，其中一只里面包了硬币。”作者还不厌

其烦地记录了上梁时候的种种吉语歌谣：“金

丝梁、金丝梁，你在山中做树王，主人取得黄

道日，把你取回做中梁。”“祭梁头，文登科，武

封侯！”“祭梁中，代代儿郎坐朝中！”“祭梁尾，

金玉满堂多富贵！”风俗与节庆是乡土生活

的重要部分，是民间恒常的生活习惯，也最

能表现民间的价值观念。作者把记忆中的生

活细节还原到细致入微的地步，通过作者对乡

土手工艺和风俗仪式的不厌其烦的描绘，令人

充分感受原生态乡土生活与丰厚的乡土经验。

乡土生活的深层意义就在风俗、传说、宗教仪

式中，它们维系着乡土世界的恒常感以及与

过去时代的连续感，原生化的乡土经验与乡

土叙述是中国记忆中弥足珍贵的内容。

现代性生存与农耕文明混杂共生的时

代，全球化与边地文化交叉互渗的转折点，

作家们往往用乡土书写来抵御工业文明带

来的异化。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是

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

都要求人类对他们仍有价值的东西作代价。

对“诗意栖居”的追求是工业时代以来人类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追求人类世界

与自然世界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理想状

态，也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生存

价值信念进行的解构与重建。

人与土地是生死相依的共同体，土地是

人类的衣食之源，也是滋养精神的母地，作

者对古老乡土的情愫与自己心灵的脉动遥

相呼应，用生命与土地融为一体的热爱来歌

咏着故乡。因此，在安宁大地上的人们，在生

养自己的大地上，获得心灵的踏实，养育单

纯而质朴的生命追求，建构起天性的惬意，

这是工业社会背景里的一种奢望，因为奢

侈，这种诗意的记忆更显温暖。作者拥抱当

下的生活的温热，却不拘囿于生存的狭促，

而是与生存境遇拉开距离，进行审美观照，

扩展穿越时空的纵深视野，确立个人主体地

位，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沧桑中，守护原始

生命的质朴，在现代文明的建构中，纳入传

统边地民族精神的伦理，建构现代人价值共

同体和民族精神的重振，保持诗意与时代性

结合的完整。诗意让栖居更美好，人如果没

有了诗意，大地就不再是家园；精神就会变

得平庸，不再有幸福。

弗洛姆认为：“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

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

种断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

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

在。”所以文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不屈不

挠的努力，为人类提供情感慰藉，提升人性，

塑造理想的人类生活。人类的理想应该是人

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是人的商品化实现程

度，因此人类需要在理想的精神家园中得到

情感抚慰和智性反思。《安宁大地》尝试着承

担了这一文学使命，在市场经济、都市文学

普遍泛化的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诗意的乡

土与灵魂的憩园，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文明

怎样进步，寻找精神家园才是人类最终的永

恒的需要。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桃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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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张元

王哲珠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
届高研班学员，其中篇小

说集《琴声落地》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小说集收录《参与者》《少年少年》《失
控》《琴声落地》《延续》《那世那人》六部中篇
小说。作者将其叙写的人物喻为一些独舞
者，在烟火生活中忙碌追逐，或游走或沉溺于
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深入
思考。

曾维惠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
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新

作《老茶家的女儿们》和《苦竹花开》于目前由西
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老茶家的女儿们》以
重庆江津塘河古镇为背景，在小说中植入塘河
古镇的婚俗、赛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民风民
俗，抒写了塘河人家的喜怒哀乐，表达了塘河儿
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苦竹花开》是一
部关注农村艾滋病家庭的小说，叙写了一个农
村家庭在父母患病之后的种种处境，以及他们
在政府部门、志愿者等的关心照顾下从困窘到
逐渐开朗的心路历程。

渗延 □侯建臣

2016年11月1日上午的11点，风静。或

者风不静，只是我坐在房间里，没有感觉到。

阳光从窗户上照进屋子，阳光跟天气一

样，有一点儿清冽，但隔了一层玻璃，就暖

了，暖得像是专门让人感动。

天空当然不是格外地晴。格外晴的天空

不好。说不上为什么不好，但总是有隔膜的，

这样的天空总会让一个人变得无地自容。

现在的天空刚刚好。是有云的天空，云当

然不是那么集中，不像是赶集的人群，叨

叨嚷嚷；也不像是一些无聊的论坛，人们

把思想的糨糊撕扯成语言碎片大把大把地

甩出来。

是散淡的那种，是虚虚实实的那种，是

存在着的不存在的那种。

对面高出去的房子，当然也是高楼，但

我感觉它这个时候就是房子。我喜欢把一栋

安静的建筑物叫做房子，而不是楼。这一刻

我感觉窗户对面，也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地

方，那一栋绛红色的楼房就是房子。那似乎

是一个大学的教室，也或者是学生宿舍，当

然更有可能是别的。不过这都不重要。那房

子安静着，它不像是在时间里活着，而更像

是时间本身。那一刻它的存在没有渗进任何

东西，连它的影子都没有。

文学馆的大楼低一点，我从来没有把

它们看成是大楼，我一直把它们看成了一

些玩具，一些像房子一样的存放梦的玩具。

它们的顶子是蓝色的，蓝色总是容易飘起

来，白色也是。所以看着那些方框的白和横

着的白把蓝顶托起来，我就感觉文学馆的

楼一直是飘着的。好像是要飘到一个什么

地方去。

那些树们开始减肥了。似乎是它们总会

在一个季节捡起什么，又会在另一个季节扔

掉什么。或者只是它们拿起了什么，又放下

了什么。有时候是一片阳光，有时候又是一

缕风。树们似乎也是有宗教的，但它们不说，

它们只是把它们的宗教贯穿到了惯常的肥

和瘦里、生和死里。

那里有柿子树、有白玉兰、有白松，似乎

还有银杏。柿子树上，柿子已经是最后的黄

色了，那种黄色更像是黄昏的时候阳光的颜

色。这种颜色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坐在夕阳下

的奶奶，奶奶跟柿子没有关联，但这时候我真

的这样想了。我不知道这种色彩从什么时候

开始，又是以什么方式沿着它的干蹿上枝头

的。一只鸟，一只灰色鸟在地上跳着跳着，一

下子就跳在枝头上了，以为会对那黄色的柿

子做点什么，却只是看，把它的眼睛也看成柿

子的颜色了。而另一种鸟，却更喜欢站在白玉

兰的叶子下面，看着白玉兰，直把白玉兰看

得忍不住笑起来，露出鲜艳的红牙齿；又直

看着那牙齿一颗一颗掉到地上去，惊醒一

个、二个、三个……或者更多蜗牛的梦。

蜗牛的梦总是醒得很慢，就像这时候爬

进屋子的阳光。

这时候爬进屋子里的阳光爬在桌子上，

爬在窗台上，爬在我的身上。谁能想到它们

是在动呢？谁又敢说它们原本就没动？反正

是，桌子上的那一片小小的烟灰上好像正有

什么东西爬过；反正是，感觉我的身边正有

什么东西爬过……

那些银杏树们，9月的时候，它们还是

新郎、新娘的样子，梳洗打扮得精干着、俏

着，夜晚从下面走过，还能听到它们的窃窃

私语，或者悄悄的嬉闹。这时候那棵大一点

的、叶子多一点的却已缀满果子了。都不知

道是哪一个果子先爬出来的，却是在某一天

看到都出来了，躲着什么的样子，用离得最

近的一片或者好几片叶子遮上，又不时地从

那叶子后边探出头来。银杏们，是一颗一颗

接二连三地掉了，或者还有一颗两颗，是光

顾了想着什么忘记了的样子，一扭头看看周

围，便也急不可耐地跳下地去了，把黄山一

直喂着的猫吓了一跳。

银杏树的叶子大片大片地搭起来，怕阳

光漏到地上的样子。银杏树的叶子一直是绿

着的，却是绿着绿着就不是纯粹的绿了。感

觉有另外的什么东西从它们的叶心里钻出

来，一点一点地朝外扩散。明明有什么东西

动着，却看也看不见，把眼睛都看酸了，也看

不到什么在动的样子。却是一眨眼，它就不

是原来的样子了。绿退后了一点，黄又向前

了一点；绿又退后了一点，黄又向前了一

点。一大片什么东西，从树间的空地上飘过，

莫非银杏树的叶子也是像其他的什么一样，

慢慢地慢慢地在渗延？

池子吃过的有着小果子的树懒懒地站

着，不知道是在回想某一个小红果的消失过

程，还是只在懒懒地冥想。黄山喂过的猫从

一片阴影踱进另一片阴影，黄山说它们中的

一只胖了，另一只偶尔能够见到，还有一只

却是好久不见了……当这个秋天过完，到下

一个秋天的时候，不知道它们还记不记得这

个戴着眼镜、每天把猫粮端给它们的男人？

深邃的教室里，讲座还在继续。这一堂

讲座跟其他许多场讲座一样，一转眼就成了

时间深处的一片模糊记忆。一场台球、一场

乒乓球比赛正在规划之中，一场告别的盛宴

也在筹划着，有许多人的眼泪已经在预想中

打湿阳光。

突然想起前几天曹文轩讲到的一个词：

“渗延”。这真是一个好词。坐着，有阳光照

着，总感觉有什么在渗延，或者一切都在渗

延。细想，却又感觉想不出什么来。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高研班
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