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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

班学员。现居天津，一级作家。

曾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

作家》《钟山》等数十种期刊发

表小说，出版各类作品 20多

部。主要作品有《皇粮钟》《女

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

《幻想症》《杀威棒》《天上的后

窗口》等。曾获《小说月报》百

花奖、梁斌文学奖、《飞天》十

年奖等十余种，被改编的剧目

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有作品翻译到国外。

秦岭小说的迥异与价值 □岳 南

我始终在关注秦岭的小说创作，这是因为我

在完成非虚构文学作品《南渡北归》三卷本之后，

试图借助当下小说家的虚构文本重新考量现实的

样态。几经披览与比较，秦岭的小说很快在我的

视野里凸显了出来。

独特的认识价值

纵观中外经典小说，认识价值是彰显小说生

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之所

以普遍被认为纵深感不足，我认为主要还是没有

解决好关注现实的方法和关注对象的关系问题，

导致认识价值缺失。在这方面，秦岭表现出了卓

尔不群的智慧、令人叹服的魄力和迥异的民间思

维。

在他的“水系列”中，短篇《女人和狐狸的一个

上午》是一篇广受好评的佳作。西部干旱地区的

农民坝子是一名捕杀野生狐狸的高手，而皮草是

城市富裕阶层彰显高贵身份的重要标志，这种卑

贱与高贵的背后，不光是物质社会城乡贫富的落

差与不公，更暗含着社会矛盾对乡村的致命影

响。怀孕卧炕的美泉与一只“自投罗网”钻进屋子

找水的狐狸“孕妇”，让故事在捕杀谋皮与乘人之

危的逻辑上发生了悄然变化。两位因水所困的准

“母亲”——人与兽惺惺相惜，摒弃前嫌，用死亡的

代价唤来了底层社会的觉醒和反思，这种魔幻式

的隐喻无疑有着多重的启发性。

在《吼水》中，面对干旱的肆扰和孩子的教育

困顿，董球默许妻子离乡背井给土豪当“二奶”。

他不惜花钱买了一匹用来驮建材修水柜的马，却

舍不得让马喝水，马于是报复性地咬掉了董球的

一只耳朵。颜面丧尽的董球索性把马卖掉，从此

挥别故乡。后来乡亲们帮董球建起了水柜，返乡

后的董球发现妻儿和马都回来了。可当马的新主

人找上门来，马却逃得无影无踪。人类的道德妥

协于缺水，相依为命的牲口却始终坚守着大义。

在《天上的后窗口》中，“千年等一回”的自来水反

而让乡民们集体无意识地淡化了对水的信仰和崇

拜，只有“我”父亲坚持履行给后窗口的木桶添水

的古老仪式，成为现代乡村文明的“叛逆”。某天

全村突然停水，现代农村瞬间回归到干旱的原点，

重拾信仰的人们在给水龙王塑像时，无意识地把

神像塑造成了“我”父亲的样子。小说借用农村发

展与传统文化的割裂，直指现代文明进程的盲

区。同样，《借命时代的家乡》《硌牙的沙子》等小

说始终站在中国民间文化的制高点上，以“水”作

为透视现实乡村的反光镜，用本真、洗练、丰厚的

西部民间语言营造叙事语境，深刻揭示了以人为

主体的社会矛盾。这类小说巧借人与人、人与神、

人与牲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蓄满了罕见的悲

剧力量，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现实社会的全知视角

和多重界面。

秦岭以长篇小说《皇粮钟》、中短篇小说《碎裂

在2005年的瓦片》《摸蛋的男孩》等为主的“粮食

系列”，当年不仅被广为转载，还被相关省市争相

改编成多种传统戏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

是秦岭把几千年的“皇粮”制度纳入当下城乡严重

的“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错位体制之中，触

动了整个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引起了广大读者

特别是农民读者的强烈关注。这类小说曾被从维

熙誉为“历史的刻度盘”，被戏剧专家誉为“从秦岭

的小说中可以找到真正的中国农民”。小说对社

会矛盾的精准判断、纵深透视和对农民命运的解

读，加深了我们对乡村社会更为立体、更为全面的

认识。尤为可贵的是，我们从小说中不时会看到

农民在价值判断层面的觉醒，比如在《摸蛋的男

孩》中，从7岁就开始练习把手指伸进母鸡屁股摸

蛋的男孩全全，梦想着让“城里人”吃上蛋，当他后

来发现城里的供应制远比乡村优越时，狠狠地把

鸡屁股捅出了血。杨显惠认为这是“从鸡屁股里

捅出的历史”，可谓一语中的。

秦岭介入现实的理念不媚俗，不跟风，选点精

准，以小见大，尖锐如锥。他掀开的现实之门，让

我们历史性地认识到了“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

先”的千古铁律，秦岭用铁律的重锤对社会矛盾的

轮番敲击，迥异有声，不同凡响。

反思的穿透力

反思是需要辩证思维和历史观的，这是秦岭

的又一优势。在《幻想症》中，“我”的奶奶是当年

备受歧视的西路军流落人员，她平时装聋作哑，却

在梦中说真话，于是被认为鬼魅附体而惨遭鞭挞

驱鬼之苦。后来父亲帮助奶奶割掉了舌头，奶奶

这才成为“正宗”哑巴。当保持沉默需要装聋作

哑，当担心说真话需要割掉舌头，其富有穿透力的

反思视角和深刻寓意，直抵时代和人性的病灶。

《寻找》中，“我”爷爷当年悄悄掩埋了红军烈士的

遗体，然后以“掩埋的是国军兄弟的遗体”为由

“骗”得伪政府的信任，解放后为了自证清白，他不

得不用挖山栽树的方式用一生来寻找当年的坟

头。这两篇小说完全打破了革命战争题材的叙事

模式，作者把革命者、农民的角色在战争与和平两

个不同的年代进行换位、重置，把历史和现实巧妙

地糅杂在一起，让我们在人物的命运中感受到了

历史的吊诡、现实的轻浮和人性的复杂性。《杀威

棒》被认为是“用另类视角审视知青历史”的一篇小

说，“我”的民办教师父亲从知青身上感受到了“城

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落差，于是以“教育”的名

义鞭打知青的孩子。改革开放后，摆脱乡村的孩

子凭借海外关系成为旅美歌唱家，但“师生情”却扑

朔迷离，心灵隐痛悄然隐匿在浮华时代的一隅。段

崇轩认为：“这是本年度（2011年）最具历史反思意

味的小说。”在我看来，如果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

的清平湾》站在知青的视角彰显了可贵的人文关怀

而具有标志性的话，那么，《杀威棒》的标志意义至

少有两个：一是稀有的农民立场，二是反思的穿透

力。

在《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

人》《硌牙的沙子》《本色》等“乡村教师系列”小说

中，相对于无忧无虑的城市教师，偏远地区乡村教

师尴尬的情感荒漠、婚姻危机、生活窘境成为反

衬、对比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底色的良心秤。比如，

男教师和女学生同样卑贱的命运，致使传统伦理

和道德不断沦陷，光怪陆离的师生恋反而成为维

护乡村教育事业的救命草。其强大的穿透力在

于，当知识分子面对城乡差异，迅猛发展的社会到

底是离现代文明远了，还是近了？

虚构的力量

秦岭有令人叹服的虚构能力，他的“地震灾难

系列”小说更彰显了这一点。有论者言：“灾难是

人类最为灰暗的生活，更是生活无法剥离的部

分”。放眼全球，灾难题材小说比比皆是。我国饱

受战争、自然灾害之苦不比国外少，但我国的小说

家们对灾难“生活”却鲜有涉足，根本原因是虚构

能力不足。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秦岭的

地震题材小说集《透明的废墟》多次登上“好书

榜”，究其原因，是其虚构的“真实”征服了读者。

这个小说集由5部中篇小说组成，其中《阴阳

界》里的“我”父亲是个阴阳法师，地震后深陷“豆

腐渣”工程废墟中的他，渴望离开尘世阳间，但阎

王却希望他继续留在阳间替鬼行善。濒死的他被

儿子送往故乡的途中，他索性拔掉输液的胶管，这

才由人变鬼，与罹难的爱犬一起享受到了阳间没

有的公平和尊严。《流淌在祖院的时光》里，“我”奶

奶看不惯子女们进入城市官场、娱乐业后的奢华

和道德沦丧，地震后依然蜗居在摇摇欲坠的祖院，

并拒绝搬进“最美乡村”，祖院最终和奶奶一起在

余震中成为土坯和生命的废墟。这惟一的废墟变

成“地震纪念馆”后，顿时让“乡村文化丰富起来”，

其浓郁的反讽意味令人叹为观止。《心震》中，丈夫

和情人刚刚在宾馆开房，跟踪而来的妻子和地震

却不期而至，为了“家丑不可外扬”和保全死后的

尊严，情人选择跳楼而死“远离是非之地”，妻子和

丈夫则“合理”地死在废墟里。惊心动魄的选择把

一场由婚外恋即将引发的决斗掩盖得天衣无缝，

三条人命换来了虚假的温情现场，“心震”带来的家

庭灾难也无影无踪。《透明的废墟》中，同一单元楼

里素无往来的临死者，忍受着残垣断壁的重压，在

血染的废墟中开始了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沟通与

交流，平日里的相互戒备、疏离荡然无存，剩下的全

是人间本该有的良知、抚慰和体恤。当这一切需

要死神来唤醒时，现代生活的底色还剩下什么呢？

所谓生活，毫无疑问是人的生活，但秦岭用蒲

松龄式的笔法把人、狗、鬼的命运纳入同一生活轨

道，让亡者发声，让犬类传情，这种自由穿越的超

现实逻辑，是现实与魔幻的巧妙结合和虚构能力

的完美呈现。颇具幽默性的是，就读者群而言，秦

岭的这组小说在灾区远比非灾区火爆，恰恰暗合

了小说中非灾区群体安逸中的麻木和轻浮，让我

们再次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产生了警

觉。四川的一些大学曾把《心震》等小说列入《人

格心理学》试卷分析题，颇具先见之明。

秦岭之所以被誉为“成功表现汶川地震灾难

的小说家”，是因为地震当年就开始发表地震灾难

系列小说。在2009举办的中国首届地震灾难文

学研讨会上，秦岭作为小说界惟一代表应邀发

言。2018年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天津作协专

门举办了秦岭地震灾难小说研讨会。灾难文学研

究专家范藻在专著《地震灾难文学研究》中，专列

对秦岭地震灾难小说的研究，《文艺报》也刊发文

章进行了讨论。我认为，秦岭在这一领域的探索，

对于推动我国灾难文学的创作，非常有启发性。

悲悯的温情

温情，是中外经典小说常见的深情呼唤，可我

们当下的所谓底层叙事却遍布残酷、悲催和对人

性的冷血追问，因而显得简单化。秦岭的乡村题

材小说也在关注普通人，但他既把普通人置身于

严酷的社会之纬，同时又用悲悯的情怀透视人物

内心中哪怕最微弱的亮色。秦岭在获奖感言中

说：“普通人之所以挣扎着，坚守着，因为内心还有

渴望。”盯住渴望远比锁定绝望更重要，因为它有

唤醒的意味。

秦岭的“计划生育系列”发表后，《名作欣赏》

等杂志曾专列栏目进行过讨论。乡村计划生育的

惨烈状况只是秦岭透视人性的一个载体，他切入

的角度，却是计划生育工作者和结扎、人流、放环、

引产对象截然不同的心灵挣扎。在《一路同行》

中，作为计生专干的、有孕在身的“我”与突击队一

起押解同样怀孕在身的闺蜜前往计生站实施引产

手术，“我”千方百计露出空挡试图让对方逃跑，可

对方误以为“我”不仅出卖了她，而且是最坚定的

“看守”。“我”为了她胎死腹中，她最终逃跑后不仅

生下了私生子，而且这个私生子长大后向“我”要

说法。《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中，为了抓捕超生对

象，突击队事前已经用麻醉枪射倒了全村所有的

狗，眼看大功告成，却被一声意外的狗叫惊动全

村，超生对象乘机翻墙逃走。狗叫分明是身为乡

长的突击队队长装出来的，但人人心怀鬼胎，迅速

把矛盾转移到农民那里。《上门女婿王根宝》更是

别开生面，小说瞄准“一胎化”让上门女婿这一千

古婚姻形式几乎绝迹的事实为引线，以全国惟一

的二胎试点县——山西翼城男子王根宝为了爱情

不惜离开故土去姑娘家“倒插门”的故事为载体，

用纪实和虚构、史料与判断相结合的办法，深刻剖

析了“一胎化”带来的家庭危机、养老危机、爱情危

机和社会危机。不难发现，在秦岭笔下，无论基层

政权的执掌者、计划生育对象还是其家属，无论事

态多么惨烈、不堪和纠结，所有的人物都不设标

签，不论褒贬，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综合

体，他们既有狡猾、粗暴、无情的一面，同时又富有

良心、道义和悲悯的情怀，读来有身临其境的现场

感。论者认为：“绵延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是

当代农村生活中无法绕开的生活形态，秦岭不仅

长驱直入切进了这一生活的剖面，而且为我们提

供了考察现实生活的样式和路径。”相对而言，我

最欣赏的是《一路同行》，乡村女性在腹内胎儿的

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那种母性和心性，惊天地泣

鬼神，远远超出了计划生育本身，让我想到日本电

视剧《血疑》中弥足珍贵的温情，它定格于生活，还

原于人心。

秦岭的小说曾5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小

说中的民族文化根基、迥异独特的视界、鲜活的叙

事风格也受到国内外一些影视界的青睐。学术界

对秦岭小说的研究已经很多，颇具权威性的《中国

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也纳入了《秦岭研究资

料》，但在我看来，对秦岭小说中弥足珍贵的认识

价值、反思路径和温情呼唤，学界尚未完全关注到

这一点，所以仍有必要深入探讨。

大音希声一只猫
□邓 芳

当年在《小说月报》责编小说《皇粮》，应该是我

结识秦岭的开始。他的叙事像是从泥土里种出来

的，结结实实长成了一部中篇的庄稼，那种少有的厚

重和悲壮让编辑部的同仁对秦岭产生了神秘感。

可见到秦岭，发现他竟像个毫不世故的大男

孩，用呵呵一笑，就省略了凡俗客套。笫一印象：

厚道。和秦岭交往多了，却发现厚道二字在这个籍

贯甘肃的天津人身上有着独特的分解：厚在心里，

道在文中。

评论秦岭作品的文章实在太多了，我只想这样

比喻秦岭：大音希声一只猫。“猫有九命。”秦岭的“九

命”藏在心里各司其职，驾驭着与艺术、文字相关的

各个领域。小说、散文、纪实、影视剧本、文学理论、

机关公文诸等，都能在他的笔下竞相绽放，而且一朵

算一朵，朵朵有异香。他的书画作品也常见报刊。

有论者云：“跨界绘画的作家很多，但秦岭却是靠谱

的一位。”他还能把“甘肃花儿”唱到全国文代会上

去，把芸芸三千代表听得一惊一愣。这是秦岭的文

道。

“东北虎西北狼”。可他分明是一只憨态可人的

猫。现下作家们闭门造车成了风气，但秦岭不然，凡

是有烟火味儿的地方，他必猫步觅踪。秦岭用拴着

文学执念的大脚丫子走东窜西，写农村写都市写民

生写人文。他的文道也是猫道：不求闻达，有腥则

好；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多年前，《小说月报》组织福建笔会，当十几位作

家探入武夷山“一线天”伏羲洞时，但见怪石突兀，幽

暗如夜，数千游客提心吊胆，噤若寒蝉，人流中突然

炸裂般吼起一曲完全原生态的西北民谣。一曲歌

罢，呐喊、喝彩震耳欲聋。继而，在歌者的领唱下，

千人大合唱令山鸣谷应，阴冷的气氛立即变得亢奋

异常。出得洞来，大家急不可耐地探寻领唱者的真

容,秦岭也一本正经地问：“到底是谁呢？这么有号

召力。”当作家们突然意识到歌者吼的是“甘肃花

儿”时，惊愕的视线这才聚焦到秦岭身上。皆叹：“另

一种大音希声啊！”

后来秦岭告诉大家，他之所以吼“甘肃花儿”，是

因为没想到这里有个伏羲洞，他的老家天水就是伏

羲故里。大家如梦初醒，这个喝了20多年海河水的

半拉子天津卫，乡情依旧。我意识到，我们《小说月

报》及原创版转载、发表秦岭的十七八部小说，大都

写的是西部生活，他 5 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小

说，也写尽了故乡的苦乐悲欢。

某次，秦岭约我参加一个中国传统器乐古琴小

沙龙，我暗自惊讶，在这位粗粝汉子的精神领地里，

难道真有古典与高雅的田园？古琴奏响，妙音入

心，我一时物我两忘，泪水夺眶而出。我忍不住

写了几句感言，由秦岭现场分别用普通话和甘肃

方言朗读。感言中，我用了鸾凤和鸣这个古老的

成语。秦岭一定不知道，我不仅在赞美古琴演奏

家，更有我对秦岭的一种新发现。没错！粗粝和

浪漫，在秦岭身上如此完美地水乳交融，这不是鸾

凤和鸣又是什么？

好猫自有好命。新媒体薇电台面向全国遴选优

秀作品时，秦岭的《幻想症》《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

午》《吼水》《弃婴》《杀威棒》《天上的后窗口》《日子里

的黄河》等20多部作品很快闯入播音专家们的视野。

对此，我毫不奇怪，因为秦岭的作品里，有鲜活

的人物和日子的味道。

两年前，电台考虑到秦岭有“九命”，就邀请他同

台朗读其作品，他却腼腆忸怩地表示不合适。但一

上场，那高亢独特的天水方言和一招一式，活像马驰

荒原，云卷云舒，让几十个节目的气场立马逆转，最

火爆的掌声被他照单全收。

其实我想说，猫有虎相，在中国作家群中，秦岭

以猫示人，却虎虎生威，势不可挡。

□秦 岭我让民间文化给小说抬轿 ■印 象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幸而意识到，但凡优秀的中外乡土叙事，一

定离不开民间文化的支撑。

比如《白鹿原》《受戒》《我的遥远的清平

湾》等，像极了一乘乘轿子，小说是主人，民间

文化是轿夫，浑然天成，小说因而有了知根知

底的归宿。放眼天下，除了所谓“肉食者”，谁

没有生活在民间呢？你即便官居要津或贵为

象牙塔中的布道人，日子的烟火何曾游离于最

小的社会单元——城市社区或大地上的村

庄？所谓深入基层，毋宁说是走进民间；所谓

现实题材，毋宁说是民间生活的本色。在我看

来，乡土叙事如果丧失了民间文化的底色，无异

于干指头蘸盐。

可在喧嚣的文坛，似乎很少有人论及这一层。

在一些高谈阔论的文学场合，除了指定性

的授课或发言，我一般会选择沉默。记得某文

学机构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专家传道，老

者一上台突然冲我痛心疾首：“秦岭啊！你的

《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杀威棒》《幻

想症》什么的，印象颇深，你为何不写写城市

呢？”我只好搪塞。可这个话题却引起了与会

者的躁动，现场七嘴八舌一片聒噪。我谛听半

晌，发现始终没有涉及到两个关键词：认识和

判断。

隔靴搔痒的话题，即便隔一层薄薄的丝袜

又当如何？无知，与靴子的厚度之比，岂止千仞

峰峦。

老者一定是把摊大饼式的城市拓展、迅速

增多的宝马香车、摩天大楼和土豪阶层看作

城市生活了。恕我不尊，此等儒生真的不懂

包括工业化在内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顶层

设计仍然是农业思维的产物，也不懂城市的所

谓“瞬息万变”只是农耕文明的少许转身，更

不懂看上去很美的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

在工业文明层面的根本区别只有四个字：文

化基因。

好一个“摊大饼”，其语境的文化原乡，我无

须赘言。城市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工业文明，文

明是需要文化抬轿的，可我们当下的城市文化

到底积淀了多少？

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可以让饱满的城市变成

空壳、空壳的乡村变得饱满的时代，你创作的激

情会参与到城市生活的浮躁、尴尬、乡愁和模糊

中去吗？你以为几亿来自他乡的农民工、蓝领、

白领身上代表着彼乡文化？这不止是个文学话

题，本质上属于社会学话题，可很多人偏偏习惯

了用文学口径追问文学。在西方乃至与我们毗

邻的部分东亚国家，聊文学必然要首先涉及与

之相关的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而我们没

有。就像荒原上迎面走来一条鱼，智者会判断

它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糊涂虫总会天真地

发问：它为什么不是在水里？

我只能把文学的视角投向乡村。农民的宗

族观念、传统道德、价值判断、乡规民俗更具国

民性文化特征，何况，乡村大地宿命的底层社

会，蕴蓄着城市罕有的纯粹、温度和渴望。这是

蹊跷的事实，也是罕有的现实。

我不喜欢那句话，作家要远离政治。一个

搞不清政治的作家，拿什么来考量居委会、村委

会等政治网格中的现实？当政治早已成为一种

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它便是民间的富矿，一铲

子下去，不该有的也有。

所幸，很多外国文学巨擘给了我不小的文

学引领和精神启蒙，其中包括反思与批判。文

学的技术可以借助翻译生吞活剥，可精神不能，

它的功夫远在文学之外。这就像民间画师画

猪，往往会调动与猪有关的文化符号和生活记

忆，里面有猪低吟浅唱的一生。而所谓专业画

家笔下的猪往往理念先行，很多人喝彩的恰恰

就是这头没有根基的猪。文学是社会的镜子，

不是镜框。镜子中有你，而镜框上，只有你平举

镜框的两只瘦手。

至于民间文化给小说抬轿的模样，还是留

给我小说中的人物回应吧，比如审美、日子、烟

火什么的。

假如回应得不够好，我必须认下这个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