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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青年报》迎来第一万期出

版，我们将《新青年》周刊正式落纸。之所以选

择“新青年”为名，我们并无攀附之意，我们“新

青年”的“新”，是思想的新，也是文化的新；我

们“新青年”的“青年”，不仅是意欲照射到的目

标，也是力求寻找的光源。如何赋予这份子刊

以魂呢？我们以为，关键是要有眼光。我们这样

比喻，文学家、文化学者、文脉传承和弘扬者，

就是灵魂的塑造家。因此，我们以他们的最新

作品为主线，开设上海访谈、自白、重读、旁评

等栏目，约请青年写作者进行同题创作。在文

人、文章、文脉、文鉴这一逻辑下，我们致力捕

捉那些既可以沉淀为历史的又可以预见未来

的文化视点，关注那些不是流行的，不是潮头

的，但一定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有力量的，有

灵性的，是年轻人走着走着就会迎面相遇的。

我们想做的，就是给你一束光，让它照着赶路

者的某个方向。

到“对话百家”系列丛书启动编辑工作时，《新青年》周刊已经

出版了 133 期，不觉中，我们用心陪伴了三年时光。在岁月长河

中，这光景不过只是个瞬间，但如果有耐心，你就会发现这一瞬之

中的永恒——要是以 130 多位作家编绘一张中国当代文学地图，

是不是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学的当下特征和前进方向？是不是能触

摸到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某些趋势？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有更

多、更深广、更具代表、更有期望空间的作家加入，这一文学地理

的建构还在继续。

一路走来，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越来越有信

心，而这无疑来自作家和读者。

平素里我们与文坛大家的交往，更多是在文字中相见，这种

由文字及情感的共振，不免伴生仰视和忐忑。是作家们的宽容、诚

恳和磊落，让我们始终温暖。联系贾平凹时，他正在武汉授课，身

体很疲惫，但得知我们“等米下锅”，他在凌晨配合完成了采访。同

样的情境下，迟子建在忙于家事，阿来在藏区调查，王跃文在基层

参加活动，李佩甫在创作新作……我们的高频访问从未陷入“独

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的不安，真是个奇迹。

每当周五收到陈仓发来的清样，我都会想，每一位作家执著

的文学故事和丰厚的人生体验，都无异于一支支拧开的手电，在

他们的言谈间，光就会自然发散出来。张炜在谈到长篇小说《你在

高原》创作时说，如果不写完这部作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为

此，他耗时 22 年，写下 450 万字，流了很多眼泪。麦家的长篇小说

《解密》经历了 17次退稿，他并没有因为挫败而迟疑，还将其解读

为“每一次退稿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打击，对作品来说都是‘打

铁’”。在重击下仍能坚守内心宁静的，还有刘庆邦，他坦言，21 岁

意外走上写作道路后，受过冷眼和质疑，但他从没有过犹豫，更没

打算放弃。而以平朴为人和谦逊姿态为人称道的陈忠实，在生前

接受采访时常会强调，他不是大师，这不是谦虚，而是远远不及大

师的格。还有金宇澄，他以编辑家与作家的双重角色，将文学语言

提升到国民教育的高度思考，他也因此担忧，几代人接受单种话

语的教育会令文学语言的辨别度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读者始终是我们关注和连接的重点，是我们的情愫

所系，源源不断给我们以持久力量。在社交网络活跃的当下，他们

用传统的书信和电话，表达着对作家、作品和《新青年》周刊的偏

爱。他们中有作家、评论家、大学教授和媒体同仁，更多的还是青年

学生和普通读者。他们中有人要跨年度、跨地区订阅报纸，有人想

购买全套报纸收藏，还有人，只为说一句“我喜欢”。“天涯海角非

远，银河夜夜相望”，如此鼓励下，我们既欢喜在心，又感重任压肩。

光是有方向的，光也能生出光。事实上，我们编辑出版“对话

百家”系列丛书，还有为中国文学保存温暖历史的一点野心。客观

说来，受出版形态、地域限制和传播时效影响，对话类文本的阅读

体验还需优化和释放。我们希望，通过必要的梳理整理，去满足部

分读者深入阅读的需要，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这种利

用纸媒积攒“光”，再借助书投照“光”的愿景，也让我们在工作之

余悄然完成了一次历史记录和思想沉淀。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们以

此致敬历史。遥想 100年前的《新青年》杂志，提出“自由的而非奴

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

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吹响了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号角，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明亮的符号。

历史的门槛都连接着新起点。2019 年 6 月 10 日，《青年报》将

迎来创刊 70周年的纪念，我们也以此送给《青年报》和她的读者。

追溯历史，勇于尝鲜，绝不墨守，是《青年报》和青年报人最鲜明的

特质，这种内生的创造力，也是今天的我们传承火炬、接续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精神力量。愿由此开端的新的路上，我们总有希望，充

满发现。

坠子声里的坠子声里的““母亲叙事母亲叙事””
□文 剑

《母亲叙事》是命运的故事，年仅10

岁的“母亲”在两个哥哥先后饿死，而死

亡魔爪已伸向即将饿毙的三哥时主动

提出卖自己来救家人。至此，远离家乡

的“母亲”历经生死与磨砺，在旧社会，

开始了为讨生活而不断迁徙漂泊的求

生之旅。当然，不识字的“母亲”正是在

这场与命运展开的“拉锯战”中渐趋明

白尊严与使命之于一个人的意义，所

以，它又是超越命运故事的，它立足人

生苦难与生活窘迫而镌写出一种生命

在“负重前行”的同时所体现出的高贵

与坚韧品质来，故此，在这部作品宏阔

而丰厚的历史与时代叙事背景下，“母

亲与叙事”的另一重境地在悄然开启。

“母亲”的诸种遭遇也从侧面反映

了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人们所直面的生

存现实，作家没有控诉与指责，他在一

种理性的历史主义视野中，将“母亲”的

上述种种推为远景，化为整个故事的

“引子”，抛砖引玉般地描摹出“母亲”传

奇的心路镌影，让作品有了思想高度和

开阔的创作视阈。

其实，是坠子艺术使作品跳脱开家

族与个人化的局限，让“母亲”与坠子结

合，让人看到“母亲”这位坠子名角艰辛

又令人敬仰的从艺道路。以“母亲”为

代表的一批坠子名家对坠子艺术背后

的道义之问询与践行，是对“民族的根

脉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潜移默化地维

系。至此，坠子成为一条多情的丝带，

串联起历史的、人文的、草根的，也是诗

意的“母亲”叙事，让作品丰盈饱满而动

人心魄。

当10岁的“母亲”被人贩子带到西

安六合茶社时，这位即将改名为赵翠婷

的“母亲”可能还不知道，命运这双粗粝

的大手会将她推送到何处。她似乎从穷

苦之地走到了另一处穷苦之地。买走他

的“爷爷”，这位河南杞县说唱坠子的名

角在妻儿饿死后，一路乞讨逃到西安。

他掏出10块大洋买“母亲”的勇气出于

慈悲，他心中的坠子情深可能也是结缘

“母亲”的重要因素，由此，这对亦师徒、

亦父女的两个人开始了长达二十六年

的情感交集。

娱乐消遣的坠子戏在这对父女身

上衍化为生存的渴望与艺教的延伸，他

们让听众在人性美的说唱中，不自觉地

构建起了素朴的道德观念。抑或说，河

南坠子处身“江湖”而心怀“庙堂”，这也

是中国民间戏剧的不朽魅力与精髓所

在。千百年来，这些民间艺人或艺术家

在社会底层直面物质生存压力的同时，

依然没有忘记技艺与“载道”的关系，他

们的一句唱词、一个眼神或是一声长

叹，也往往饱含着对美善最为形象、最

为生动的注解与诠释。

传统戏剧行当中讲究师承，技艺是

口耳相传的，师傅对弟子是耳提面命、

动辄惩罚，“爷爷”对“母亲”，甚至后来

从河南单城逃荒来西安并与“爷爷”结

合的坠子名角王志华，夫妻二人对“母

亲”授艺的严苛、“母亲”学艺的刻苦可

见一斑。“母亲”的进步是惊人的，学艺

仅一年多，她就能独自说唱坠子戏了，

到十四五岁时，她的说唱越发纯熟。

可是，世事与生活赐予了“母亲”另

一向度的人生际遇，伴随她坠子技艺的

老到圆熟，半个世纪风雨飘摇的历史画

卷缓缓展开，并与作品对接，让其直接参

与了新旧交替的社会化进程与决定家族

命运流向的历时性社会大事件，大变革

时代下，作家将“母亲”的艺事、家事与国

事熔于一炉、互为表里，以家事揽照国

事，以坠子戏把脉时代气象，从而构筑起

了家族群像的精神世界，让作品有了丰

沛的人文价值与纵向的历史景深。

坠子为媒，当年，23岁的“父亲”谢

式勋是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官

李文的随从侍卫，这位帅气的年轻军官

是听戏邂逅“母亲”的，机缘于一次终南

山匪盗抢夺“母亲”的凶险事件，有惊无

险的匪患事件促成“父亲”和“母亲”的

婚事，从此，“母亲”甚至是全家人的命

运与作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的前途

结合了起来。

婚后的“母亲”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不知厌倦地把忠义的故事一遍遍一次

次说唱，而“父亲”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践

行着这种忠与义。1948年，蒋介石电令

李文要求其大部队返北平，婚后3个月

的“父亲”撇下怀有身孕的“母亲”北上。

第二年“父亲”才回来，此时，大哥已出

生，这一年，“父亲”被任命为李文侍从

副官，这一年，平津战役打响，北平和平

解放。李文部被迫由陕入川，有家室的

“父亲”可以继续在西安生活，但是不忍

抛弃李文的“父亲”带上全家，扯着尚在

襁褓里的“大哥”一同前往。

李文部逃亡成都是贯彻蒋介石的

誓死坚守、杀身成仁的指示，而“母亲”

坠子戏里说唱的山河与故园情结，描摹

的人性美好等定会激荡李文及部下，坠

子戏讴吟的美正是战争恶的对立面，这

或许是李文最终接受解放军改编的情

感触动点。

“母亲”第三次迁徙是满怀喜悦的

使命之行。在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

中，各个行业精英在向西部涌动，“京剧

名家李丽英、豫剧名家陈素贞，早已唱

红兰州城的黄河两岸”，而“母亲”带着

令人骄傲的坠子戏向兰州走来，这是她

的福地，“母亲”艺术家的身份正是在兰

州得以确立，“母亲至此，完成了她在自

己人生历史上的定位”。

母亲可以说开了坠子书之于西北

尤其是兰州一带的先河。可惜，回老家

探亲一去不返的琴师于圆德令“母亲”

无奈地停了坠子戏的说唱，并让产后的

她因这份遗憾而落下病痛，加之靠苦力

讨活，“父亲”养家困难的事实，在兰州

市文联、文工团和兰州人民广播电台领

导的多次登门挽留下，铁了心的“母亲”

只能含泪告别兰州，这方见证了她艺术

登峰造极的热土，经历了生命中的第四

次迁徙，去了陕西蓝田，后又举家迁徙

至“父亲”老家河南温县。

生活造就并考验着“母亲”，生活地

域和场景的变化没有改变“母亲”捍卫

并发扬坠子的初衷。兰州的演出环境与

温县的乡野田地自是不能同日而语，但

是，不管为谁唱、在哪里唱，“母亲”都要

让人们听到最正宗地道的坠子，无关乎

地位、名利，只关乎一门曲艺的荣耀，这

是作为艺术家的“母亲”的纯粹。

作家的笔墨同样观照到底层的各类

艺人形象，这些艺人社会地位不高、经济

不宽裕，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又是那样的

充沛，他们沧桑朴陋如大地，坚守着人之

初的本善，又通过艺术将这份本善延展，

演绎为对民众最基本的道义启蒙。看的

是戏，听的是曲，感悟的是境界。这部作

品有令人心动的艺术与人文价值。

1982年1月1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

的出台为标志，得到大力肯定和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

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拥入城市，他们在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

献的同时，也为广大农村遗留下副产品，

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乃至留守妇女。

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

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做到脱真贫、

真脱贫。

……

以上的胪列，无穷尽。我只是截取了

其中的某些片段。

有人看了这干巴巴的摘录式条目，一

定会提出质疑，这和现在要评述的这本书

有何关联？是的，有关联。因为时代为我们

提供的事实，本就是小说无法通过虚构完

成的“事实”。在《梦想天空》（陶耘著，希望

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这部小说中，它

不构成主体情节，却为情节的演述提供了

内在的动力。每一个动力引擎都牵系着一

条多彩的线，当引擎陆续启动，这些线绳

便上了发条似的扭转，扭出时代面貌的一

个侧面。这个侧面，我们在小说中已然知

晓，就是丰依村的老老少少，就是整个新

时代应有的面相。

《梦想天空》是一部成长小说，是一部

改革小说，是一部写实小说，是一部儿童

文学作品，但它却偏偏不想成为一部“纯

粹”的梦想小说。它不愿活在魔法学校里，

讲述什么历险奇遇，它活在中国乡村大地

和乡村大地所生长出来的文明的怀抱中。

这个文明不是我们日常经验中那个闭塞、

保守、重叠着老儒皱纹的农耕文明，它始

终在舒展、变化，像麦子一样，经历着萌

芽、分蘖、拔节、抽穗、孕育直至成熟收获

的过程。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什么让我们

重新为当下的乡村世界产生竖耳倾听的

冲动？是这部小说吗？我想更重要的恐怕

应该是发生在乡村世界的这些悄无声息

的瞬间所蕴含的巨大意义。如果说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尚处于改革初期的

变动不居中，承受着历史的精神负重的

话，在 21世纪，经历矛盾和痛苦的转圜

后，中国乡村在近10年所呈现出来的一

朝分娩，便是深藏于其底部的韧性和背后

推手的合力所致。时代的发展作为一种隐

性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它对乡村的观照，

必须借由一个推手——在中国，无疑是具

有至高凝聚力象征的国家主体。国家主体

的能动性往往起着比个体或社会自发运

行机制更大也更切实的作用。它以卫星般

的视野扫描整个区域，选择需要定位的

点，聚焦并将其放大到足够的边际，继而

开启导航功能。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就是

在这样的定位导航中一步步走向预设的

目的地的。这个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过程，

无疑是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在文

章的开头将小说中具有国家主体特征的

背景话语和事件罗列出来的理由。没有这

些，《梦想天空》这部小说将无法成立，它

们是小说赖以运行的价值和意义的骨骼；

不知道这些，人们就无法踏入小说意义空

间的门槛，它们是敲门砖，是准入证。

现在，我们进来了，我们的目光自然

变得精细起来，在如许政策、话语及事件

的引领和推动下，各个人物和情节别致的

身影翩然而至。我们将细碎的事件颗粒拾

起，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温厚、包容、宽阔

与它的迟疑、倔强和韧性便统统收入眼

底。不过，对于作者是如何讲述的，我还是

闭嘴为好，重复故事情节不是一个评论者

的能事。我想说的是以下问题：小说中主

要人物的梦想各是什么？它们的质地如

何？实现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梦想又是用

什么连接在一起的？

小麦的梦想前面已经说得够多，梦想

之于他是人类原初的本能。他的梦想是透

明的，一上来就具备可感性——飞翔、驰

骋天际、拥抱更广大的世界，他与小伙伴

的友谊考验，与家人的相处，与小蒋老师、

小王叔叔的情感交流，基于的是自发的是

非判断和对实现梦想的渴望。

姐姐穗子的梦想，是当一名外科医

生。这来自她对现实的观察。包括5·12汶

川地震造成的外公的罹难、舅舅及小女孩

儿竹音的伤残，以及爷爷和姑父先后受伤

患病。是留守在她血液中的善的因子，是

扶危济困、救死扶伤的基本感情，促发了

她的梦想。

爷爷也有梦想，续写族谱便是其中之

一。他一笔一画地描画、书写，俨然是一个

心念家族兴衰、冀望老顾家千秋万世的精

神“族长”。他把孙女穗子的名字也续在了

族谱上。他已隐隐地感到，老黄历该翻篇

了，族谱续的不是某个家族的姓，而是某

个家族之于时代的“姓”，这才有救，才有

希望。说明白些，续族谱，续的还不就是希

望吗？当然，这也让我们暗自称叹中国乡

村社会巨大的自愈能力和补血功能。无论

暴风骤雨，还是和风细雨，乡村的土地上

都有个不死的精灵。他让家更犟，更拗，更

执守如一。

这种执守如一移交到爸爸手里，表现

为，经过一场拉锯战之后，决心回乡搞建

设。拉锯的一方是反哺家乡的归根梦，另

一方是城市文明。结果很清楚，大多数人

被城市化浪潮裹挟而去，少数几个混出

了名堂，也更明白家乡对于他们的伦理

意义和在此基础上的行为取舍。

在小说中，唯一没有梦想的恐怕就

是奶奶了。但我觉得，在人物形象的范

畴内谈论她是不公道的。她早已溢出人

物的疆界，成为一种乡村本体的象征。

她和乡村本身一样真实可信。在她身

上，我们看到的是乡村的全部，是那种历

经沧桑变化，却持久的永不消逝的母性

之光。我甚至有个大胆的猜测，她才是

留在作者记忆深处的那个乡村，通过她

投射在幕布上的光影，我们一直向里看

去，慢慢地，慢慢地，底片上赫然写着两

个字：家国。

对，仍然是家国，是用“中国故事”摹

写的家国。

好了，不管怎样，作者完成了他的言

说，一个自足的结构完整浮现。小麦也真

的“飞”了起来，尽管是“坐”而不是“开”，

但毕竟离梦想又进了一步。此时，他轻抚

霞光，为终化为“蜓”骄傲不已。他向大地

和天空致敬，他知道，这两处全然隔离的

区域，因他和他的乡村而发生了联系。

向梦想前行的时代注脚向梦想前行的时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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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八月号推出陈世旭的言

情小说《苍茫》。

《苍茫》精粹老辣，像一卷诗小说；洒

脱随意，道尽文坛风流，又像散文诗。

作者喜欢庄子，放纵笔墨逍遥游，泥

沙俱下，不知所云，果真的诗无达诂？

《苍茫》到底写了什么？写一个男姓

主人公陈志同四个女姓之间风谲云诡的

故事。

陈志出于对母爱的敬畏，认为女人是

天生的圣人，不可能干坏事。经历过许多

女人特别是惯于岁月、虚构网络小说的雪

国之后，却变成结束处子之身的“小帅

哥”，愤世嫉俗而且骂娘。

他觉得女人很容易得手，不止一个女

人被他猎获。“小帅哥”在饥渴的女人面前

拥有绝对的优势。

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像鲁迅“从字缝里看见字来”似的，我

看出陈志两个字：“沉沦”。

当他约见出版社的温雅时，他栽了。

才几年啊，先硕士、后博士，温雅的作品被

确认为“头牌花旦”，见到他，披头盖脑来

了一句：“男人都是发情的公狗”。他明明

知道温雅炫耀的段子其实是抄袭，却恭维

备至，不料被温雅痛骂一通：低级、虚伪、

风流成性，越写越烂，“你早就不在读者的

视野了！”

“小帅哥”被人耍了。

这一节洋洋洒洒，极尽其丑态，文采

飞扬，字里行间跳动两个字：“恶心”。

接下来的是拷问堕入的“危险”和藏

在底下的“罪恶”。为了暴晒陈志的丑态，

作者穷形尽相。

他一年到头“笔会”“改稿”忙个不停，

时不时来一场风花雪月，她从来不打扰

他，最后，马庞庞挺着大肚子来到孩子亲

爹的面前，说“我要结婚了”，他竟然问道：

“跟谁？你爸的学生？”马庞庞闪着泪光，

死了心，断然离去。

“罪恶”！

一眼望不到头，草原景色何雄哉！

马是草原的王者至尊，铺张扬厉，自

由奔放。

天风滚滚，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

在旁，行神如空。

行气如虹，走云连风，吞吐大荒，草原

地震般震动。

雄豪之气油然而生，生命交响乐随情

思的跌宕而变幻，《苍茫》电视剧里一首散

文诗时不时地插入，更加强化生命的情思

与交响，作者巧构，有深意存焉！

马庞庞再次站在对面，陈志哽咽：“我

娶你！”“我不需要怜悯。你喜欢的是女

人，不是哪一个女人。”陈志的怀抱空空如

也——一切不过是场梦。

大野莽莽苍苍，作者笔力不让契诃

夫，词句丰瞻，诗意盎然，是《苍茫》里最憾

动人心的一节。

面对浩瀚的大漠，陈志读出“苍茫”二

字，略有悔愧但眼前无路。

“娜拉走后怎样？”堕落，还是回来？

回到哪儿？从哪来，到哪去？依然是

堕落、困惑。

情场老手雪国反倒向哭诉的陈志道

珍重，“有她，你所有的成功都无足轻重；

失去她，会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失败。”

陈志最大的悲剧是失落人性，忘记从

小敬畏如神的母性！

风流倜傥，风流罪错，娓娓道来，津津

有味，越是穷形尽相越恶心，读到最后，心

情愈加沉重。文笔老辣的陈世旭五内交

萦，回肠九转，转来转去，转出“苍茫”的味

道。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出转出““苍茫苍茫””的味道的味道
——读陈世旭小说《苍茫》 □阎 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