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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作家风头正健，范墩子第一

本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深深地打

动了我。

小说《绿色玻璃球》故事很简单，一

个叫二毛的孩子有一个绿色的玻璃球，

还有一个比他小点的弟弟叫回归，他非

常喜欢二毛的绿玻璃球。二毛为此感

到不安、恐惧。因为二毛很小的时候母

亲就抛弃他们去了城里无影无踪，二毛

的父亲又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就打

他、打家里的猪……这次又是逃不掉的

毒打，搞不好还得让他把心爱的绿色玻

璃球给弟弟回归……

小说《簸箕耳》写的是在一个平静

乡村，一声闷雷从天边落下来后“我爷

爷”王起义的耳朵从此天天长大，两个

月就无端生出了一双竟占了大半个土炕的“簸箕耳”，成

了村里的怪物。抚养爷爷的六叔六婶把我爷爷视为妖

怪，关到不见阳光的小黑屋中虐待他。养育成人的六个

儿子也都是一样的心态，恨不得把老人一下子赶出门。

当地马戏团看中了爷爷的簸箕耳，在商业展览中赚了大

把大把的钞票，六叔六婶发现簸箕耳能赚钱，又把他抢回

了家……簸箕耳赚钱效益慢慢地消失了，老人的结局只

有升空了。

小说《我从未见过麻雀》写一位

顽劣少年与父辈较劲赌气，与麻雀

在谷子地里斗法的故事，却是作家

心结的一次表露。小说写的是一个

叫山羊的少年无所事事又心灰意

冷。他从小就对父亲忤逆以致反

叛，从夜不归宿，躲在树上待了一

晚，到不听父亲的招呼，跑到玉米地

里睡大觉。少年山羊最后变身为麻

雀，与麻雀共同飞翔，带着这群麻雀

重返自家谷子地，鼓动这群麻雀“放

开吃谷子，能吃多少吃多少”。此时的山羊已由谷子地的

守护者，一变而为麻雀的同谋，这一具有荒诞色彩的举动，

于情于理都会让人瞠目结舌，但也唯有这样做才符合山羊

这个绝望少年的心理，也才能透视出这个少年的内心。

范墩子小说集中选的13篇，《伪夏日》《柳玉与花旦》

《父亲飞》等都比较精彩。范墩子的作品里有一种忧郁的

美，像唱着苍凉的秦腔大声吼着母亲、家乡的伤痛，他童年

视觉里的真实世界，是西北高原陕西山村那贫瘠的黄土

地，是精神的压抑，岁月慷慨地给了童年稚子观察世界的

丰富与天真。

范墩子作品都是从小处着眼，像爷爷的簸箕耳、二毛

手中的绿色玻璃球、山羊眼中的麻雀等，总是从这些小的

物件中勾勒出人类大的思想境界，从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现

实中的人情冷暖、人世间的沧桑、善恶，看到大情怀、大的

精神世界。

我感觉，范墩子的许多小说沿用了马尔克斯、加缪的

魔幻书写。故事中的人物在揭示荒诞事件的同时却并不

绝望和颓丧，而是积极在荒诞中奋起抗争，在绝望中坚持

真理和正义。

翻开这本书，你不只会看到一个二十几岁文学少年的

苦闷、思索，更会看到亦可用于探索的年轻的心。当然，他

还年轻、稚嫩，许多情节、脉络还值得推敲，但只要他一直

走下去，眼前这些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行走在朝圣路

上，那么今生今世都会走在朝圣的艰难崎岖的路上。

（《我从未见过麻雀》，范墩子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
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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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阅读读 新世纪以降，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互

联网文化盛极一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

景观之一。如何归纳当代中国网络文

化？或者试问一下，何为当代中国文化？

“中国化”的当代文化必须渗透着中国基

因，流淌着中国血液。

正是带着这样的体察，周志雄教授对

当代中国的判断近乎是考证式的。比如，

当下流行的媒体叙事已经僭越了文学叙

事，如果不从文学的本源出发，极有可能

会得出粗糙的结论。“文学叙事与这些媒

体叙事不同的是，文学叙事不只是讲故

事，而是在叙事中蕴涵作者的切身感受和

情感想象，有个体的精神体温。叙事题材

的开拓，对于网络写作者几乎是不用刻意

而为之的，网络叙事解放了创作的想象和

冲动，容许更多的写作者书写自己的另类

人生。”这是他在《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

研究》中以网络文学作为考察对象的当代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也就是说，考

察当代中国文化要归结到一个基本的核

心“人”上来，这是当代中国网络文学的创

作主体。

“中国的网络文学写作不是马尔库塞

所倡导的精英分子的突围，而是民众普遍

性的自觉。在那种网名写作、匿名发表的

文学叙事中，可以看到民众巨大的创造

力，他们以‘民意’的方式书写着他们的想

象。”（作者语）。“创造力”一直是作者所着

力强调的核心词。在这本书里，到处散发

着这样的“创造力”，作者试图用一种“创

造力”将当代中国文化的民间实践谱系勾

勒出来。

一是对个体解放的方式的探寻。“网

络叙事中个体自身的爱欲、感受、想象、个

性得以复活，个人与世界的丰富联系得以

复活，表达世界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都

有了新的更新”。虽然说，这是一个古老

的命题，但在当代中国极有探讨的价值，

放置在特定的中国现实语境中，更有讨论

的空间。

二 是 对 历 史

的联接方式的理

性思考，既是对上

文“创造力”的回

应，又是对新的认

识的深化，承前启

后，意味深长。“在

阅读那些戏谑经

典的作品和那些

在历史中自由穿

越的故事时，我们

都能感知到来自

民间的‘毛茸茸’

的 智 慧 的 活 力 。

与五四文学革命

那种有理论依据、

有组织的活动方

式不一样，当代网

络文学对感性的

解放和叙事艺术

的变革是悄悄的，

甚至是不自觉的，

但其影响力慢慢显示了出来。”

三是对网络叙事的重新定义，这样的定义是包容的，也是建

设性的预判。“中国当代网络叙事缺乏先锋文学的探索性，它继

承的是传统文学手法，兼及对时尚文化元素的吸收。网络小说

的写作者在写作艺术上并不圆熟，但他们粗糙、凌厉的文字之中

有独特的个性，往往能冲破主流叙事的束缚。网络叙事的意义

不是确立一种价值标准，更不是确立一种真理或本质标准，而是

生成一种新的趋向，是人的总体经验的构成之一部分，网络叙事

也相应地成为一种美学形式。”

四是从价值层面上对网络文学叙事的未来提出中肯的构

想。放眼世界，当代中国文化的新的价值体系正在生成，但是真

正有价值的东西仍旧需要经过时光的淘洗。这也是全书写作的

精髓所在。“欧美的网络文学作品主要以实验性的超文本作品为

主，而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在艺术上并未有根本的革新，网络叙

事复活了讲故事的传统，是对当代文学感性解放内在脉络的赓

续。就目前网络文学的实绩来看，其主要功绩不在于奉献经典

作家、作品，而是促进文学阅读、写作活动的大众化，促进文学形

态的丰富性，通过影视、游戏改编等途径衍生出更多、更丰富的

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文学对生活感受的处理

毕竟是需要艺术修养的，是需要技巧的，也是需要智慧的，在这

个层面上，感性的丰富只有上升到理性的深思才是有意义的，这

也是网络文学在参与当代文化建构中为读者们所期待的。”没有

这样的砥砺的过程，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完善的。所有的研究与

总结当属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也正是有着这样热忱的批评意

识和对这份批评的接受，中国网络文学才能真正在历史长河中

形成自己的独立话语，以致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自信中的重要的

篇章。

纵观全书，作者在“上篇”将网络文学中的文学类型与当

代中国文化思潮相结合进行了全景式的论述，其中选取了“后

现代”“视觉文化”“亚文化”“性别文化”“通俗文化”为代

表，从“都市言情”“武侠”“侦探”“女性写作”“内容与形式

分析”等方面，从微观上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的谱系，勾勒出当

代中国文化的全景图。在“下篇”从生产机制和文化空间，以网

格状的逻辑体系，将网络文学的生成空间、运行空间乃至意识形

态空间对网络文学进行一次全面“体检”。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全

新的，《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将文学实践作为第一现

场，采用传统的逻辑推理兼“田野调查”等实证手段对网络文

学的“市场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性”进行综合考察，既防

止以偏概全，又杜绝了经验主义的武断，体现了作者从文学发

展实际出发，与时代同频共振，参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周志雄著，安徽教育出版
社2018年12月出版）

乡村于文学而言，既是精神的食粮，也是诗

意的渊薮。乡村对作家来说，这个在地理和情

感无法割舍的地方也是每一个文字工作者灵魂

栖息的摇篮。这是我读江苏作家许卫国长篇小

说《小高庄》一书时油然而生的感慨。卫国先生

质朴真诚、机智宽广，表现在文学里便是没有流

光溢彩、造作粉饰，而是敞开胸襟，托出了一颗

炽热敏感的心，在庄重与调侃、悲壮与嘲讽的错

杂之间，让人感知着他的温情与敬意。有时你

会觉得这种沉淀许久、良心感知的文化记忆、历

史情怀、乡愁乡韵，浓得化不开，沉得扛不住，让

人感到一丝轻松，也让人感到一种压抑。

翻开《小高庄》，犹如翻开一本汴河流域历

史风情画卷。你会觉得自己信马由缰、随心所

欲地漫步在时光之下、风景深处。在尘封发黄

的岁月中，寻找曾经让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

故事。许卫国是位极富激情才情感染力的作家，他在江淮水

乡汴河流域的大背景下以独立、朴素和诚实的笔触，展示了

个人、农民以及乡村在繁杂、喧嚣、浮躁的生活中的深入思考

和葱笼声音。这种声音内涵厚重，情怀苍凉，有灵魂、有主

题、有故事、有反思。阅读中你会不自觉地跟着作者的娓娓

讲述，向历史的暗影深处走去，从而邂逅消失在我们身后大

半个世纪的那段真实、沧桑而凝重的乡村记忆。

好的乡土写作，不仅需要作家生于斯、长于斯，活在其

中，接近地气，而且需要生命与环境水乳交融，始终保持对

乡土的敏感敬畏，并且把自己的心灵和情感

稳固在生活和生命里。对许卫国先生而言，

笔下的乡土与心中的乡愁，是他生命经验和

情感经验的综合反映，也是他激情释放的主

要通道。他在他生活的乡村里，捕捉人物、景

物和事物，捕捉思想和诗意，然后按照自己的

所思、所想、所悟，再以文学的方式加以表述；

无论是意象的刻画，还是文学的叙述，流泻而

出的抒情，都有着白描般简洁有力的勾勒；尤

其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细致的描写和

深刻的分析，对浓郁厚重的地域文化和风土

人情也有着深入透彻的解读。语言平实、俏

皮幽默，却又高度凝练，富于细节的表现力和

色彩的线条感。在《小高庄》中，我们更多地

见到细节、生活和日常，从细微处体会乡村文

化的各种微妙。这些微妙无论是恰当的，还

是过分的；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无论

是温暖的，还是冷峻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

浪漫的。

诚实、朴素、独立，是我看重的文学伦理

价值，也是我对许卫国作品真切的审美观

感。从地域出发，回到土地；从乡村出发，回

到乡愁；从现实出发，回到记忆。这种来自民族根系的教养

一旦碰到艺术的呼唤，必然如风吹野火熊熊燃烧，且赤心一

片。乡村的人和物在他的脑海中云蒸霞蔚、云谲波诡地展

现，那里的历史和现实、苦乐和悲欢和他息息相关，总想把

存在的东西梳理出来，让人看见繁复、思考、混沌，回望灵

魂。《小高庄》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去泛泛地讲大道理，也

没有空洞地高台教化，而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通过温热

可感、真实可信的故事叙述，让读者温故知新、增长知识、明

白事理，擦亮历史这面折射社会发展进步的镜子。因而，许

卫国的小说中留下了许多真诚、质朴、厚道、勤劳和坚韧不

拔的人的印记和回忆。他把人放在时代、放在生活、放在自

然的背景下叙述和描写，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时代社会生活

中人的心灵、际遇、价值观和精神取向，往往比概念化的陈

陈相因更亲切更有感染力——从他的写作中，能够使人看

到弥补，想到根脉，看到未来，看到自我救赎，看到文化自

觉。

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

明并对其发展和未来有充分认识的认识（费孝通）。这种认

识来自于对母土文化的尊崇和敬畏。18世纪德国哲学家

赫尔德称怀乡是人类最崇高的痛苦，但我忧心地感到人类

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失去这种痛苦。城市化进程的无限膨胀，

金钱物欲充满了滚滚红尘，我们的子孙去哪里怀念乡音与

乡土，失去乡音和乡土又谈何乡情乡愁与乡韵？因而，需要

提醒读者的是，我们常常诗意地把故土比作母亲，对于母

亲仅仅有文学热情是不够的，仅仅是记录叙述是不够的。

在城市化迅捷而肤浅的扩张中，乳汁般哺育我们成长的

农耕文明摇摇欲坠、岌岌可危，面对此情此景、此爱此恨，

即将失去文化自我的我们有没有意识的觉醒，有没有行

为的抗拒，有没有理性的思考？思考不见得深沉，抗拒不

需要暴力；文人的理趣关爱、普世情怀和既得利益相比太

弱小了，但却比利欲亘古长久——既然我们无法感性地

对抗现实，既然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那就把它理性地铭

刻在文字中，让我们的后人知道，在中国的乡村，有这样

一些人，来过、走过、生过、死过、痛苦过、快乐过，更重要

的是思考过。这群人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身上有他们烙

下的符号。尽管这符号已成流风余韵，渐行渐远，但它仍是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永远不可忘却的沉重记忆！

乡村是文学的摇篮。文学让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

忘昨天的来处，让美丽的乡间往事停留在纸上，让中华的历

史文脉延续在我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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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人世间》：

一种包容性的人生书写
□吴秉杰

一部长达115万字的小说，能写得如此

好看，接地气，动人心弦又直指现实人生，可

以说是一次文学的挑战。三部曲的长篇，通

常我看到的都是写百年历史，不写到晚清，

也要写到“民国”，而梁晓声的《人世间》写的

只是当代。从“文革”后期1972年开始着

墨，到上世纪80年代粉碎“四人帮”后的改

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接着便是本世纪前

10多年的社会变化，前后约四五十年，一气

呵成，很难说是“三部曲”，更像是一部大

书，完整的“人世间”。这中间，宽度与空间

的范畴，取代了时间沿革的历史概念。我

们确已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动荡，旧貌换新

颜，生活方式及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了快速

的发展，但精神结构、人生追求与基本矛盾

却依然不变。不是有“中国梦”的概括吗？

《人世间》便是这四五十年间的中国梦。我

是谁，我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这古老的命

题，依然在人世间回响。

晓声的这部小说是一部立意向现实主

义致敬的长篇。传统现实主义的长篇创作

追求的是把社会、历史、人生，通常还都是底

层生活及人物能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描绘

与反映出来。《人世间》也是集中笔力于一个

工人家庭的三个子女，周秉昆、周蓉、周秉义

及其周围朋友四五十年的人生历程。现实

主义创作在反映时代生活之外，通常还要有

第二主题。第一主题经常是共同的，社会生

活所赋予的，而第二主题则是作者的创作所

赋予的，镌刻着作者的认识、思想感情与精

神追求。周秉义、周蓉、周秉昆兄妹、姐弟有

不同的人生路，自然也有不同的命运归宿。

周秉义与周蓉都考上了北大，周秉昆则始终

在底层厮拼奋斗。周秉义“文革”中还与一

个落马的高干子女结识并成婚，以后虽多有

曲折，最后仍成为党的地方干部。周蓉则与

一个“右派”结婚，又离婚。只有周秉昆始终

在东北某省城“共乐区”、“光字片”的底层生

活，也是小说着力描写的核心部分。一个工

人家庭的分化与变异意味着什么，有何启

示意义？本身便耐人寻味。中国的工人阶

级结构与知识分子结构都已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以往工人阶级在旧中国都来自于破

产的农民或城市贫民，现在自然大大不同；

过去的旧知识分子或是留洋归来的，或是

家境殷实的，也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

数都有限，现在的知识分子队伍则大大扩

展了，且都要经历不同条件下的自我奋斗

与追求。《人世间》当然不是主要描写知识

分子的小说，却以一个工人家庭的子女随

时代变迁而逐步展开的社会人生，在相互参

照中展示了一幅广阔

的社会图景。

现在可以谈论小

说的核心部分。长篇的

开头通常是最重要的，

它为作品定下了某种

基调。《人世间》的开端

竟然是周秉昆噩梦般

地观看了一场“文革”

中的公审、游街与刑

场的经历。此案与政

治无关，心灵的创伤

却使他开始了一种向

死而生的在地狱与天

堂之间的人世间的跋

涉。周秉昆与死者遗

属郑娟的爱情、婚姻

生活贯串了小说始

终。《人世间》中历经四

五十年的政治运动与

变化，在长篇中只是作

为背景而存在，而发挥作用的。这也符合芸

芸众生的现状，人生自有其不变的物质与

精神的动力。梁晓声小说定下的另一基调，

与故事发展不同的精神基调是三兄妹都喜

欢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与

19世纪的西方文学。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

学却培养出了两个“浪漫主义者”，这未免

有些荒诞。周蓉爱上了“右派”分子、诗人冯

化成，并不惜追随他到了贵州农村上山下

乡；而周秉昆始终如一的对于弱女子、小寡

妇郑娟的爱的坚守，也同样有些惊世骇俗。

周蓉的结婚、离婚意味着“浪漫主义”的失败。

而周秉昆的现实坚守则转化成了“浪漫主

义”的胜利。这当然不是指文艺学上的浪漫

主义而言，而是指普通人的人生道路、人生

追求与理想。一个社会的精神色彩是印证着

一定的社会存在的。梁晓声虽然写的都是工

人阶级的子女，仍隐隐地洇影出了某种历史

的意义。

晓声的《人世间》是朴素的。朴素的另

一种意思就是它表达与描写的都是和我们

最接近的人，最基本的与广大的社会存在，

甚至于就是我们自己。周秉昆作为中心人

物与价值支点的理由，也因为作品同时写了

他周围的人，他的朋友与伙伴，肖国庆、孙赶

超、曹德宝、吕川与乔春燕等，所谓“六君

子”，都是与他接近及具有同样品格的人，这

种品格必来自于传统。在他们身上发生的

有关婚姻、家庭、工作与前途的人生故事，都

丰富了人世间的内容。善良既是一种需要，

也是一种动力。而“情义无价”，这种“情”和

“义”同周家三兄妹所抒写的人生一样，又都

经受了新的时代的检验。我认为《人世间》

并不是普通的历史书写，更不是编年史的写

法（编年史写法是以历史大事记为经纬的），

而是一种包容性的人生书写。这使他的这

部直指当代人生的作品，不仅自然地拥有了

现实主义的历史认识价值、社会价值，更有

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

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相比，把《平凡

的世界》看作是路遥的小说《人生》与《在困

难的日子里》的一种延伸；《人世间》可以说

是一种进一步的历史延伸，并且拥有了更为

丰富的人物与故事。与格非的《江南三部

曲》相比，它少了一些寓言的色彩，又更多了

原色调的叙事。梁晓声当年是以写知青文

学而蜚声文坛的，现在看来几十年后的有关

知青的各种评价、意见和争论，在他当年的

作品中仍能寻到踪迹与反映。《人世间》同样

如此，它并不要回答所有的问题，却包含着

所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