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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创作谈一

南高原天空下的木栅栏，连接着一座又一
座山寨，它恍若一种象征，又似乎是一种相对封
闭的屏障。我的诗歌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展开，
带着这片土地固有的气息。

万物有灵，是我的族群原始的生命认知，也
蕴含着他们隐秘的宗教情感，千百年来未曾改
变。可以这么说，这个民族的历史、哲学、宗教，以
及创世史诗和古老民歌，构成了我诗歌写作的
不竭源泉。对于我来说，诗歌创作是一次次对生
命的深度追问，也是在世间对灵魂的自我救赎。

我们这个古老族群，诗歌的文化精神似乎
一直流淌在血液里。千百年来，真正的诗人是那
些游走在山野和人群中的祭司们。他们是世间
连接神灵的精神使者，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
他们在祭祀、消灾、招魂、祈福等各种仪式上的
吟诵，其实就是美妙的诗篇。他们的脑子里始终
浮现着神灵的旨意、人世的面影，他们说出的是
部落的巫语，也是大地的言辞。在那种灵与灵的
对话里，天空、飞鸟、树木、河流，所有在他们脑
子里的东西，都飘浮着灵性的焰火。

我相信，神性、诗意是先验的，在语言之前
就一直存在于我们族群的世界之中。我的诗歌
创作，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将其表达出来而已。

诗歌中要表达的，一定是不断抵达内心和
灵魂的一种趋向。在个人无意识和集体
无意识的冲撞之中，观照生命秩序。此
外，在社会转型期，诗歌也必须从不同
的角度担负着唤醒一个古老民族的历
史记忆的责任。

所以，我想让自己的诗歌，在不媚
俗的语境里，更多地呈现出诗歌固
有的灵性的光。

二

在诗歌创作中，探索之路是
崎岖的。在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之后的几年间，
我曾深深困顿于如何突破自身束
缚的困境。记得在与暨南大学的姚新勇
教授交流时，我在信中写道：“我现在最痛苦的，
就是创作上的重复，也许是我对地域的审视上的肤浅与生命热情的下
降，也许是我审美理想的疲弱与文化上的短视。重复已经成为我的病
源，克服它可能需要很长的过程。我像一匹回到祖先墓地的马，双眼渐
渐死亡，只有耳朵听到旷野的风声而无法辨别方向。”

后来的岁月里，在不断阅读和思索中，我慢慢走出窘境，看到更远
处的光。

写作的深度思考和探索，总是与文化的反思同步进行的。尝试着抛
开短视或狭隘，关注更为丰硕的文化遗产、更为丰富的文化选择，关注
多元文化的影响，内心更多地偏向于包容、赞赏与接纳。

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文化的陈述自然会刺破不同文化体系
的“乌托邦现象”。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
成熟的。一个诗人，目光应该是锐利的，心态应该是自由开放的。世界上
每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华，都是我们可以汲取的养分。

个人审美趣味的偏向与排他性，可能会导致诗歌内核的狭隘与局
促，只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情怀与深入的开掘，才可能让民族诗歌更
具有冲击力。

我始终相信，文化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果实，可以与天空的云朵相
媲美。

三

一个族群的情感世界内在遵行的逻辑，它既弥漫着人间烟火的意
蕴，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想努力抵达民族文化精神的某种高度，在地域性、民族性与现代
性之间，连接传统与现代，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彝人生存与精神世界隐秘
的波动，相对准确地表达对人性的思索，对故土的爱恋，不断呈现最真
切的生命感受，提升诗歌在灵魂探索方面的更高维度。

我相信，好的诗歌，无疑是美学主张与现代技巧的完美融合。期望
自己的作品富有张力、丰盈，呈现出开阔的气象。

我想努力让所创作的这些诗歌既有彝族古老音乐的旋律感，又充
满了现代意识。它们也许是挽歌的、激情的，也是沉郁的、厚重的。我力
求诗歌内部闪烁着历史记忆与神话情结的双重光焰。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诗歌的写作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的律动，借助母
语的语义与汉语表达的转换，融会异质文化固有的多义指向，完成细碎
微小的边缘感受，力求扩展语言自身的内部力量。

我所看到的，时常是边疆的风物，以及我的亲人们古铜色的脸庞和
深邃的内心世界。

在南高原苍茫大地上，点点滴滴的感触，都是我生命意识最深处流
淌的音符。

四

火，是我的族群自然崇拜的图腾，也是文化精神的符号。我希望我
的诗歌写作，不是带着理性的锁链去写出关于火的精神分析与研究。我
期待让直觉和语言深入到火焰的内部，一同隐秘地起伏燃烧。

我前期的诗歌写作，主要是“探寻民族文化精神”；在后来的创作
中，则更多地偏向“反思民族文化精神”。

毋庸讳言，以民族为标签的写作，或许是一种冒险，极其容易陷入
为山地歌唱为民族发声的书写追求，这种表达是灼热的，但其走向也可
能是狭窄的。我期望我的诗歌里，既有文化的亮色又有生命的温度，既
有大地的厚重又有人间烟火的情致。一个族群面对巨变时代的兴奋与
惶惑，其文化心理在冲击波中的变异，以及边缘的疼痛感，一如石头上
的刻痕，无法回避。

对于当下生活的介入与抒写，其难度是，很可能滑落在空洞赞歌的
泥沼。再者，精神上的深入探究是漫长而危险的。而当下生活的喧嚣与
迷乱，也不容易把握。再之，神性与日常生活长长的距离，似乎正在排斥
过往的语境与虚妄的想象。

一个民族要不断前行，肯定要面对必然的丧失，这个过程是痛苦
的，但却无法回避。诗人的创作必将紧紧跟随民族文化历史的脉动，历
经冲突与阵痛之后，又会进入一片崭新的原野。

诗人的创作一直在进行时，但未必永远都有新鲜之感，但总有一种
情愫推动着我写下去，并且热情依旧不减。这仿佛是一种宿命，抑或是
一种悖论。

山川纵横，万物葱茏。我匍匐在南高原大地上，手捧朴素炽热的泥
土，向天空致敬，向河流致敬，向蚂蚁致敬，向命运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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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文学：如岷江般源远流长
□周辉枝（土家族）

在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场域中，理论由西方生产、由
东方消费的“分工”现象已然存在很长时间。这可以说
是一种“思想依赖症”，也形成了一个怪圈。由此导致的
是，我们对东方的文论资源、对本土经验的独特性重视
得不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这种怪
圈也长期存在。例如，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
片面地套用西方理论，将具体的民族文学经验削足适履
的情况屡见不鲜。

西方理论肯定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
学。姑且不论晚近历史学界关于“天下”与“民族国家”
的种种讨论，仅仅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领域就会发
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与新中国的文学建制有
着密切关系，更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
度有关。这本身就与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
文学”的定义相抵牾。换言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建
立在中国特殊的本土经验之上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
源，也有着难以与西方通约的独特构造。

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并不
能完美贴合，而是留下很多的缝隙和漏洞。这也提示我
们理论的使用是有限度的，而这种有限性恰恰来自理论
本身。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
自己的土壤和来源，回应的也总是在地的经验与问题。
无论是民族主义理论，还是其伴生的民族国家文学，都
产生于西方的特殊历史经验之中，并借由西方近代以来
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优势转化成“普遍性”的理论。那
些看似客观和中立的“理论”本质上是在西方历史的土
壤中生产出来的，是西方特殊性的产物。因此，有必要
对其做知识和认识上的还原，将其重新“历史化”，归还
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

既然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两者并不完全对
应，很容易产生误读、误引和误用，导致“错位的对话”，
为什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还是喜欢在研究中频繁使
用西方理论呢？究其根本，主要还是文化上的不自信。
使用西方理论，不仅可以凸显权威，往往还可以挟洋自
重。于是在这种学术生态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
经验常常被当作西方理论的“论据”，成为阐发和佐证西

方理论的材料，西方理论在这个过程也愈发彰显其“正
确性和合理性”。于是，恶性循环的状况出现了。而这
种恶性循环的产生，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生产缺
乏“主体性”的体现，亦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
了巨大的危机。

因此，对于西方理论，我们需要抱有辩证的看法。
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的心胸和视野，积极借鉴西方学
术界的优秀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这些理论进
行鉴别，进行本土化的处理，根据不同的论述对象来选
择有效的理论，不能生搬硬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依
据现实的语境和创作的经验来提炼、创造适合我们的新
的理论话语。

如何破除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建构新的健康的少数
民族文学知识生产的生态？首先，必须要建立文化自
信，才能建立理论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来源，则是丰富
而复杂的中国文学经验。惟有回到中国文学经验本身，
回到生动活泼的文学现场，才能提升、抽取和建构出概
念和观点，才能搭建起一套符合中国本土经验的具有主
体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换言之，这是一个从中国文
学经验的“特殊性”出发实现“普遍性”飞跃的过程。

“多民族文学理论”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界在新世纪
之后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国文学的经验来自各个民
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他们在长时段的历史进
程中产生了生活上的融合和情感上的羁绊，实现了彼此
的“跨民族连结”。在中国文学场域中，汉族作家与少数民
族作家的创作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学”，并且进行着持续
不断的对话、沟通和互动。正是基于对中国本土语境和中
国文学经验的认知与判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学
者们才提出“多民族文学”的概念。惟有频繁的跨族际交
往，才能产生跨族际的文学，而正是这种特殊的中国文学
经验，才触发了“多民族文学”的重要论述和理论生产。

中国的“边地文学”就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学经验
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多民族文学理论”的生产可能。
近年来，多部“汉写民”的当代小说的诞生构成了一种文
学现象，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品，其中包括迟子建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马原的《姑娘寨》、范稳的“藏地三部

曲”、刘庆的《唇典》、冯良的《西南边》和李娟的系列散文
等。这些作品都有深入少数民族文化内部的书写，也描
述了中国文学经验特殊中的“边地空间”。“边地”是一个
特殊的过渡空间，较之于中原地带，边地有着更多的文
化上的并置感和混杂感。基于“边地”的概念，原有的少
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界限变得暧昧起来，既有的少
数民族文学的框架也难以容纳这些有趣的文学存在，于
是“多民族文学理论”的必要性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
作家来到大都市，远距离跨地移动和多重语言穿行对他
们的主体和身份有着巨大的形塑力量。他们将个体炽
热的生命经验写进了作品，给中国文学增添了跨族际经
验的表达，而这正是多民族文学的重要表征。在这些跨
族际作家的中国文学经验中，可以看到移动与认同的关
联性以及跨语际写作的困境与挑战，上述种种都为我们
思索多民族文学理论提供了很多启发。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现场，有着多元并置
和众声喧哗的文学景观，而少数民族文学正是这文学景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文学经验中“多元性”和

“丰富性”的体现。在这样复杂丰富的中国文学经验中，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源泉。
而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在进行自我更
新和自我更迭。充满了现实感和当代性的“多民族文学
理论”的出现，作为既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重
要补充，将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文学生产与文学实践。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经验中来，也将催生
出新的中国文学经验。中国文学经验，既是由过往的种
种历史经验堆叠而来，又是面对当下现实和朝向未来远
景的，处在一种生生不息的流动与变化之中。因此，我
们既要在总体性的“中华文学”的横向的空间视野中去
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又要在与时代同行的纵向的时
间视野中去生产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经验是
我们思考少数民族文学的起点。惟有从中国文学经验
的特殊性出发创造普遍性，在自己的文学现场和文学经
验中提炼新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的
知识生产中建立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中国文学经验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可能中国文学经验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可能
□□汪汪 荣荣

■■声声 音音

羌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在羌族地区工作48
年、始终关注羌族文化的人，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从个
人的视角对羌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做一次简单勾勒。

一

在古代，羌族部落支系众多，而且分布地域也十分
广阔。羌族起初是没有文字的，他们的历史文化全靠释
比口授传承。他们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主要用汉文书
写。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羌族出现了一个叫驹支
的人。他是羌族的首领，在与晋国大夫范宣子争辩的过
程中，他“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
首诗，其中写道：“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
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
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诗人把专进谗言的
人比作苍蝇，十分贴切。驹支借用这首诗表达了古代羌
族人期望与中原人民团结互信、和睦相处的良好意愿。

东汉时期，在汶山郡以西的古羌部落对内地先进的
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在与东汉王朝的交
往中，少数古羌部落的首领创作了《远夷乐德歌》《远夷
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为
后来羌族书面创作的增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时
期，古羌人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军事将
领，他们不仅精通汉文书简，而且还能用汉文写作，创作
了较早的一批羌人散文作品。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古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
的羌族诗人和作家。在诗歌领域，有姚弋仲、姚苌、姚
兴、姚泓、姚旻、姚嵩等羌族姚姓作者。到了元代，涌现

了伟大作家余阙，创作了《吕公亭》《秋兴亭》等诗作，还
有很多以叙友情、述交往、赞美德为内容的散文。此外，
张雄飞、昂吉等诗人诗歌创作也较有影响。其中，昂吉
的诗作擅长写景状物，具有闲适之趣，语言清新洗练，音
韵宛转悠扬，故有爽朗明快的艺术风格。

到了清代，羌族文学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嘉庆年
间，汶川县羌族聚集区绵池出现了“高氏五子”，即高万
选、高万昆、高吉安、高辉光、高辉斗五兄弟。他们在创
作上的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故乡的土地，彩绘山川，唱呤
古迹，诗风淳朴，笔力遒劲。

“均治幸福口头弹，呼吁时闻实可怜。帝制推翻偿
夙愿，未知何日乐尧天”。此诗出自清朝绵池羌族诗人
高体全之手，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失望和不
满。当时还有重要作家赵万嚞，他创作的诗词和散文作
品，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和社会腐
败；二是寄情山水的写景诗；三是与朋友的应酬诗。同
时，他还创作了散文作品《月里庙宇》和《重建索桥外三
圣宫庙宇碑序》，影响非常大。

到了19世纪末，出现了一位重要羌族诗人董湘琴，
其长达万言的记游长诗《松游小唱》，内容主要写羌族地

区的景致和生活，形式自由新颖，
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入诗，文采
优美，朗朗上口，与传统诗词的创
作形式已有差异。

二

尽管《松游小唱》在中国现代
文学起点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
羌族现当代文学创作直到20世
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崭露头
角。1981年，羌族作家朱大录创作
的《羌寨椒林》荣获首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1982年，
汶川县文化馆创办手刻油印文学
刊物《羊角花》。1984年成立汶川
县文联，1985年将《羊角花》更名
为《岷江文学》，1995年又更名为
《羌族文学》季刊，刊物培养了一
大批羌族作家和诗人。

其中，特别值得细说的几位
羌族作家是谷运龙、羊子、何健和

雷子等。
1985年，羌族作家谷运龙的小说《飘逝的花瓣》获

得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后来，他又
接连不断地创作了《漆克子》《河里的欢笑》《滚上山的石
头》《第十任厂长》等作品，出版《我的岷江》《天堂九寨》
《花开汶川》等散文集。他的长篇小说《灿若桃花》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获得四川省文学奖。他还
用心用力培养新一代的羌族写作者。

羌族诗人羊子，原名杨国庆，创作了长诗《汶川羌》
《一只凤凰飞起来》《静静巍峨》《汶川年代：生长在昆
仑》、长篇小说《血祭》、散文集《最后一山冰川》《岷山滋
养》、评论集《从遥远中走来》等。他心里始终装着他的
民族，为这个民族宣传、呼吁。其诗集《汶川羌》获得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还先后获得四川省
少数民族文学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另两位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诗
人是何健和雷子。何健的诗集《山野的呼唤》获得第三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特别奖，后来又以《羌民
篇》获得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雷子是以诗集
《雪灼》获得“骏马奖”的。实际上，她不仅仅创作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均有所涉及。她的作品，文如其
人，心若其境，折射出作家的生活态度。

三

改革开放40年，羌族地区的文学创作迎来了新局
面，除了前文提到的4位获得“骏马奖”的作家和诗人，
还有一大批羌族写作者在努力写作，形成了颇为可观的
羌族作家群。例如，余耀明的诗歌《羊皮鼓》、叶星光的
小说集《神山神树神林》、张力的报告文学集《飘飞的羌
红》等均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羌族作家顺定强的创作也值得关注。近期，上海文
化出版社推出其长篇小说《雪线》，作品以饱满的热情，
运用优美的语言，讴歌当地人民的生存价值观。他创作
出版了散文集《相约阿曲河》《神奇的莲宝叶则》、报告文
学《抗争百年顽疾》，并参与了电视纪录片《迎接朝阳》和
《邓登的希望》的创作。此外，还有梦非、王明军、董税、
王国栋、罗子岚等羌族作家和诗人，也都处在创作的黄
金期。他们的共同努力，推动羌族文学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羌族地区的文学创作，如源远流长的岷江，不
断在延续、传承，也不断在创新、发展，它终究会迎来更
加美好的未来。岷江的早晨

■综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