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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融合爱的融合，，从心灵交互开始从心灵交互开始
——读周敏校园长篇小说《红柳花开》 □赵晏彪

迥异的成长环境，横跨北京与新疆和田两地，

约4000多公里的距离，一群来自北京的汉族小朋

友和一群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小朋友

们，他们能玩到一起吗？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

同，他们能做到心灵相通、亲如兄弟姐妹吗？

周敏是儿童文学作家，2018年11月由知识出

版社出版的《红柳花开》，是以“京疆小记者夏令营”

活动为主线，探讨民族文化融合的一部优秀作品。

周敏通过塑造赵晓萱、多多、阿依努尔、热伊

汗、小胖等十几位学生的形象，表现了北京与新疆

和田两地学生在性格、知识结构、生活方面的差

异。由于新疆学生在汉语表达方面有些障碍，语言

上的互学共进成为爱心融合的起点，在一言一语的

你来我往中，表达了彼此关心、解疑、坦诚相助的心

灵特质，也因此建立起了水乳相融的深厚友谊。

为夏令营带队的女记者娜依古丽和男教师孙

越，一个维族、一个汉族，一个温柔含蓄，一个性格

火爆，在处理学生问题时虽然都表现出极强的爱

心，却因方法有别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孙越的严厉

常使学生感到委屈、郁闷，甚至哭鼻子。娜依古丽

有时“横插杠子”，有时用肢体语言为紧张的师生

关系解围，使每个事件都有了完美的结局。两位

老师“神对手”一般的表现，使本书在爱心融合这

一主题的表现上呈现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可

见周敏在小说创作上，笔力的锐利和方法的考究

非普通作者能比拟。

无可否认，任何一部小说都是以细节决定成

败。周敏在细节描写上，做到了“大处”雄伟壮阔，

小处感人至深。

“我爱天安门”这一小节的故事情节设计具有

很强的戏剧性。男学生中的“六小帅”因夜间嬉

闹，影响了隔壁赵晓萱和阿依努尔的睡眠，使两人

在早晨3点开始集合时还未醒来，在这火烧眉毛的

时刻，孙越又要怒火中烧了——去天安门观礼台

观看升国旗，是他费了很多周折才联系成的，一刻

不能耽误！娜依古丽却以她机智、迅速的方式去

把两人叫醒，设法使开车时间拖到了最后一分

钟。就在车轮即将开启的那一刻，赵晓萱和阿依

努尔终于冲了上来。

在这次活动中，作者将大细节与小细节处理

得恰到好处，最为精彩的描写是：“熟悉的旋律奏

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微风中，旗帜尽情

舒展着身姿，似乎正向来自四方的游客问好，向整

个共和国微笑。随着人群中响起一声‘起来！不

愿做奴隶的人们！’观礼台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引

吭高歌，夏令营的营员们的歌声尤其响亮。可是

阿依努尔和热依汗的嘴巴却没有张开——她俩生

怕自己不太标准的汉语发音破坏了此刻的神圣气

氛，于是，选择用注目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意。

歌声一句句向阿依努尔飘来，飘进她的耳朵里，激

荡在她的心中。渐渐地，她感觉到一股暖意在胸

中聚集，终于汇聚成流，准备喷涌而出。她感觉到

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自己的手——是晓萱，她正

一边高唱着国歌，一边用微笑鼓励自己和热依

汗。二人心中的犹豫被这微笑一扫而空了，腼腆

的少女将自己独特的口音汇入了大合唱之中。”

如果民族间爱的融合，不从文化、地域的差异

性入手，那肯定不会写得恰如其分。在本书的创

作过程中，因周敏具有参加“京疆小记者夏令营”

的亲身感受，在“北京作家走进和田校园”活动中

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使她对民族文化差异性拿捏

得十分准确，许多细节都自然而然地展开，即有新

奇之感，又入情入理。文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特

别耐人寻味：当全体营员来到和田时，拜合蒂的母

亲聚餐时发表感言说：“在拜合蒂刚到北京，身体

不舒服的时候，晓萱及时无私地帮助了她，给她一

盒药并细心告诉她怎么用，使拜合蒂的身体很快

就好了起来，没有耽误一天的行程。我特意做了

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送给晓萱，表示我们一家深

深的感谢和浓浓的情谊。”如果仅仅是北京学生将

一盒药送给和田学生，就会成为落俗套的写法。

但是，民族、地域的差异性使这个情节不仅新鲜、

灵动，又很有幽默感。前文是这样交代的：拜合蒂

到北京不久，身上起了许多红点，这可把她吓坏

了，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跑到阿依努尔和晓萱的

房间来求助。晓萱一看这不是小事一桩吗——天

热起了痱子，马上把妈妈放在小药包的一盒爽身

粉送给了拜合蒂，并告诉她该怎么用。果然，拜合

蒂身上的小红点很快就消失了。在和田长大的拜

合蒂从未起过痱子，把爽身粉当成了“药”。

作家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在世俗社会，但要作

品写得不俗却要看作家的观察力、感悟力和表达

技巧。从地域、文化差异入手找到爱的交汇点，再

进行深入挖掘，是周敏校园小说创作最鲜明的特

点，也可以说是其作品区别于他人的一个创意性

“符号”。

《红柳花开》恰如民族交流汇成的一首“长

调”，师生用爱心共同绘出一幅美丽画卷，突出了

京疆两地学生在关爱、友爱的氛围中成为好友、知

己，共同向着美好未来努力的主题，这其中所蕴含

的民族大爱、精神追求都体现了作家应有的担

当。正所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相信会有

更多的读者喜爱这部小说并从中得到爱的启迪。

写作的女人写作的女人
————读严英秀读严英秀《《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 □□刘大先刘大先

如果记忆没有舛误，那么我认识严英秀至少

有12年了。最初应该是在2006年青海第三届“中

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然后是2008年新疆第五届

“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我们甚至一起去过青海

湖和吐鲁番，不过似乎没有交谈过什么。我印象

中她在两次论坛中的发言都比较“文学化”，不是

那种正襟危坐的学术腔，而更多带有感性与修辞

色彩。她的文章倒也经常可见，因为除了写论文，

她也创作散文和小说，我曾经读过她寄赠的小说

集《纸飞机》，集中于当代城市（或者进城的）女性

情感书写，颇不同于一般那些强化自己族裔标识

的作家。

关于严英秀，我所知道的大致就是这些，散淡

的文字之交。回头想一想，这些散碎的记忆片段

其实也构成了严英秀的形象——一个写作的女

人。她在《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一文中历数杜

拉斯、茨维塔耶娃、三毛、薛涛、丁玲、萧红……那

些生活在不同空间与时间中的女人们，她们如何

对抗又臣服于时间、抵御又和解于生活、迷恋又决

绝于爱情，当世间一切都不能给予恒久的救赎，都

无法消融历史与现实所必然带来的虚无，写作就

成了女人走向自己的道路。因而，评论、散文与小

说的文类区分在严英秀这里其实都不重要了，它

们都是“写作”，写作本身是她求证与认同自我的

方式，她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置身于简·奥斯汀、伍

尔夫、普拉斯、艾米莉·狄金森、萧红、伊蕾、蒋韵、

赵玫、叶梅、范小青、白玛娜珍，以及延续下来更长

的名单之中。

《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这本散文集包括

两个部分：“我所栖身的生活”和“我曾经历的阅

读”。我们会发现“生活”在其中并不包含日常生

活，而更多是文艺生活，几乎不见烟火琐碎的凡庸，

或者说日常生活被蒸馏提纯了；“阅读”则更以其精

神性的层面充实在生活之中。无论是“生活”还是

“阅读”，其实都是“写作”的准备与完成、积累与享

受、悲伤与欢欣，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叠合。至少从

这些文字所呈现出来的面目而言，她的生活是整全

性的、一致性的，并没有太多的断裂与冲突。

有意味的是，严英秀是一位“在西部写作”的

藏族女性，但并没有按照惯常期待与想象那样突

出地域或者民族的要素，并且耿直地反驳了那种

抱持迷思的人们不过是类似于“东方主义”式的

“西部主义”。我很同意她的这种文学观念——她

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在写作，这个“人”无论身处

何方、出于何种族群、有着如何背景，都是一个“同

时代人”，都要面对着任何一个当代人所要经历的

别无二致的生活和变迁。如果非要在这个“人”上

附加什么，那就是“女人”。毫无疑问，她有着明确

的性别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可能是本能的、不自觉

地从文字中流注出来的。“写作的女人”构成了她

的“我”。

散文真是一种让写作者的真我无所遁形的文

体。严英秀的“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在记

人、叙事、写景中都始终徘徊不去，当然，这三者在

她的散文中并不多，她更多的是借人、事、景在抒

情和议论。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在用写诗的笔

法写散文。《致女儿》的开头写道：“我紧挨着空虚

坐着。整整一个冬天，几乎没换过更好的姿势。

有时，我做出忙碌的样子，好像一场雪就要飘起，

你也刚好来到了我的门外。事实上，小雪无雪，大

雪亦无雪。而你或将归来，但必得远去。我能做

的，只是急急伸出的双臂再徒然地收回。”你无法

从这种羚羊挂角的文字中寻觅具体的人、事、景，

但是里面有动作、心理和情绪，它们晦暗难及，却

又真切可感，诉诸的是感受和体验。这与知识型

和叙事型散文拉开了差距。如果用王国维的话来

说，她的散文都营造出了一种“有我之境”，“以我

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这个主观性凸显出

她诚实的自我。对比邵雍所谓“以物观物，性也。

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之说，我们

可以看到诗人情性与道学家之间的区别——那个

有偏暗的“情”才是文学栖居的所在，你可以说她

是片面的、偏激的、狭隘的，但在那种片面、偏激与

狭隘中有某种洞察。

严英秀的底色是一个文艺青年，《唯有旧日子

给人安慰》这篇文章回眸了她早期的成长，80年代

中后期偏僻地方的隐秘激情，文学被指认为蔬饭

之间、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成了她自我构建的

隐身之处、遁逃之地和安身之所，是那个尽管空无

一物，却依然能够提供安慰的远方。我相信，能够

这样热爱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文学生活的

人，其中一定有天赋的性格禀赋，它如同火种因缘

际会与时代与环境的薪柴相遇并点燃，挥发出浪

漫主义孑遗的能量与热力，如同峥嵘的石头在时

间的流水打磨下熠熠生辉。“写作的女人也只能祈

望于时间，只能在对时间的恐惧和信仰中走过时

间。是的，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感知着时

间的凛冽和遽促，时间总是最先去欺凌那最优美

最敏感的灵魂，但也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

贴近着时间的温暖和公正，时间总是在最后去恩

泽那最柔软也最坚定的精神。”

这个敏感而又敏锐的女人，最终用写作证明

自身。这种写作无以名状，不能被套用在任何术

语程式和批评贯口当中，因为这是一个时时充满

自省与反思的作者，深谙写作的一切套路，任何外

在的解析与阐释之于她而言都可能是无效的。就

像她在那篇《天之大》中写到母亲，那情感是切近、

普遍而共通的，却又是一己、独特而专有的，并且

她也自知是不能已于言的，但是仍然要写，因为

“唯有写出来，记下来，我才能走过自己”。无论她

有没有走入或者走出巴颜喀拉，我们都无从置喙，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体验和感受。

昭通古称乌蒙，置身在浩海腾波的峰峦之中。以锁钥南滇、扼守西蜀、

俯视黔贵的要冲关隘，翘首在云南北部。生息繁衍在这片高原的昭通人，

在困厄的大山中，以顺生自然的胸怀、守土绝生的意志，在这里创建了自

己的家园。古往今来，这里便出没着政客、商旅、军阀等各色人等。不同宗

教、民族、文化于此交汇、碰撞、融合，从而沉淀出了昭通人包容开放的地

域性格、乐观达生的生活态度。岁月中，这里从不缺乏活色生香的故事，更

不缺乏惊世骇俗的人物，近代历史中昭通诞生了多位杰出人物，其不同凡

响的生命抱负，让后人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领悟了立世为人的生命意

义。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将昭通的地域生活演绎为

各类文学作品，从而声名鹊起于新世纪。随着文声日隆，一个以“昭通作家

群”为标志的文学现象再次使昭通显赫于云南。

出生在这块丰厚的土地，从小聆听着民族悲壮迁徙故事长大的吕翼，

潜移默化地在心中埋下了一颗文学种子。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昭通师

范毕业，来到一个叫冷水河的山村小学开始了教师生涯。生活在民风淳朴

的山村，每日面对着心灵纯净的孩子，使他感悟到了万物生命的本真，原

生态灵魂的高贵，难以抑制的文学创作冲动萌动于心。在阅读了大量昭通

人文历史、中外文学名著后，他尝试着用文字触摸这片土地的人性心灵。

夜阑人静时，神性的民族历史、祖先的故事、乡村风物……一一萦绕在他

脑际。冥冥中一种声音在心底召唤着他，在冷水河嫩绿的春风中，那颗潜

藏在吕翼心中的文学种子发芽了。一篇篇“豆腐块”文章开始出现在当地

报刊上。日积月累，他的作品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将其从学校调到了

昭通市委办公室，成为了一个能写各种材料的秘书。工作环境的改变，社

会生活视野的扩大，使他从现实社会中获取了大量生活素材，从而使他的

创作更加贴近社会生活，作品人物鲜明地呈现出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小说《角色》在《滇池》上发表，标志着吕翼小说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新

境界。由此他的创作便如高原江河奔涌起来，成为了昭通作家群中一位勤

奋多产的少数民族作家。近年来已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

《大家》《边疆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一些作品还被《小

说月报》《作品与争鸣》选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马嘶》中的6篇小说，是吕翼

小说的一个精选集。作品既有历史题材，也有现

实题材，视野开阔，负载丰富，语言独具特色。其

中《冤家的鞋子》《马嘶》两篇，其实是一个故事

的上、下篇。小说构思巧妙，故事波澜起伏，人物

个性鲜明，充分展现出吕翼小说创作的才华。小

说以一双鞋为引线展开，围绕着这双鞋的归属，

将三人的爱恨情仇、人物命运贯穿起来，一波三

折、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地开启了小说故事。小

说中的开杏，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农村女

性代表，在即将与胡笙成婚时，竟被彝山的乌铁

强行夺爱，身心遭受了极大摧残。在传统封建礼

教的束缚中，她违心地断绝了与胡笙的恋情，屈

辱地与乌铁开始了无爱的生活。然而以强暴手

段得到开杏的乌铁，虽发自内心地喜爱着开杏，

却始终没能得到开杏的真爱，只能在开杏冰冷

的眼神中承受着精神惩罚。就在三人于爱情悲

剧中苦苦挣扎时，日寇侵略的炮声迫近了故乡。

两个不共戴天的情敌，义无反顾地共赴抗日战

场，在全民族同仇敌忾与日寇的殊死战斗中，两

个人以民族大义消弭了个人恩怨，成为了生死

相护的战友。

地域写作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优势。小说中奇绝的故事情节，细腻的人物性格描写，

充分展示出吕翼对地域文化、民族心理、民族风俗的准确把握。小说中对三人的情感处理，没

有给人以生硬的脸谱化感觉，始终依据着各自文化背景、情感脉络还原在那个大历史背景

中，以独特生动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来，最终过渡到抗战烽火中。在血与火的残酷战场上，在

生与死面前，个人恩怨自然会退居为次要。从战场回来的乌铁失去了双脚，而那双寄托着

开杏毕生情感的鞋子，终于穿到了胡笙脚上，并将陪伴着他踏上奔赴陕北的新征程，从而

赋予了这双鞋新的情感寄托。通过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乌铁对爱的野蛮掠夺，同时也

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惜屈辱的对爱的钟情。从这段矛盾畸形的爱情中，放映出的正是蕴藉于

其民族血液的真性情。岁月雕塑着这片土地，也塑造着这片土地上独具特色的情感。时光

消弭着这片土地的旧痕，却抹不去延续在血脉中的基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纯熟驾驭昭通历史、地域风情，将小说写得风生水起、荡气回肠，充满了民族血液和

精神内涵的吕翼。

而在《割不断的苦藤》中，则又让我们看到了对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吕翼。在这篇小

说中，吕翼以敏锐的观察捕捉到了当今社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原本淳朴的一些农村干

部，随着权利的扩大，在利益诱惑下心态发生了变化，最终走上了腐败之路。小说中的辛苦

是一个出生在苦寨的孤儿，艰苦的苦寨生活经历，使他与全寨人共同盼望着早日割断这条

苦藤。凭着苦干实干出色的工作，他升任了副县长，上任第一天，他便立志要成为割断这条

苦藤的人。然而，在修建通往苦寨的公路施工中，他体会到了各种人际关系的厉害。在疏通

这些关系中，不仅让他切身体会到了种种潜规则，更让他懂得了蕴含丰富的“为官之道”。

当他感到茫然无措时，与他朝夕相处的驾驶员，成为了他排难解困“指点迷津”的帮手，由

此让他逐渐悟出了此中之道。“你对这样的工作方式反感拒绝，那一定是要出问题的。别人

会说你脱离群众，不给面子，说你不识抬举，说你假装廉洁，那很多工作就难以协调。你安

排工作下去，人家表面跟你谦虚着，应付着，可就是不给你办，就给你拖着，软软的，绵绵

的。你说人家没有干，可人家是应承下来的。工作进展不大，成效不明显，也不能全怪下面，下

面也有下面的难处；你说那些工作都干了，却什么也没有。一次你可以生气，两次可以发火，

三次可以摔茶盅儿，十次八次可就不行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传染下，淳朴正直的辛苦，一

步步放弃了道德良知，心理发生了扭曲，最终精神坍塌，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从一个立志割

苦藤的苦寨人，蜕变成了一个贪污施工款的腐败分子。小说将辛苦堕落的心路历程写得惟妙

惟肖、入木三分，令人信服地看到了吕翼在挖掘人物心理，展示其内心细微变化过程的细腻

透彻能力。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吕翼，多年来始终以强烈的使命感，关注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发

展，以文学作品展现着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歌颂新时代的民族正气。吕翼厚重的生活积累、

深刻的文学思考、勤奋努力的创作，都预示着他的创作蕴涵着巨大的文学潜力，正处在一个

文学创作的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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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中国文艺2018(一)
2018：改革开放与戏曲的再出发 …………………… 傅 谨
2018：寻求看待美学现象的历史框架和理论框架 … 张 法
2018：原创文化节目发展与研究新动向 …………… 张爱凤
■理论探索
文化自信与正确的历史观 ………………………… 张德祥
论艺术创作中的感性 ……………………………… 童 强
西方艺术表现的演变轨迹与内在逻辑 …………… 刘承华
曲艺民间性的生成与演进探析 …………………… 贾振鑫
■艺海杂谈
当代中国电影的公共参与属性和实践路径 ……… 谭 政
中国歌舞片的类型探索及可能 …………………… 宋维才
中国武侠电影的三个发展阶段 …………………… 刘 涛
■作品评析
襟怀坦荡 岁月不老——从郑浩天看话剧《大国工匠》的人

物形象塑造 …………………………………… 张 先

西藏题材电影类型的不同表达——以《阿拉姜色》《冈仁波齐》

为例 …………………………………………… 李 艳

小剧场戏曲的“传统”情怀——评京剧《好汉武松》… 任婷婷

■境外之镜
“梨园魔法师”遇《樱桃园》导演——梅兰芳与康斯坦丁·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会见

……………………………【法】欧唐·玛铁 周丽娟译

■序跋与书评
《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序 …………… 张世英

■名家专访
曲之鸣心者方能铭心——访作曲家杜鸣心… 采访人：班丽霞

《寄语〈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书法作品）：张世英

封三《湖山》（美术作品）：李砚祖 微评：马凯臻

封底《林间花雨弄春晴》（摄影作品）：见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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