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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

1955年，壮族诗人韦其麟以叙事长诗《百鸟

衣》惊艳中国文坛。3年后的1958年，广西省改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这对身处边地的广西文学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次年，壮族作家陆地以壮族文

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为国庆

10周年献礼。从此，广西作家发表作品，常常以

族别自称。壮、侗、苗、瑶、仫佬等11个少数民族

作家，往往得到特别的关注。而韦其麟最先成功

地对广西的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化和创

造，为如何充分挖掘与表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

化传统、地域文化、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做出了

创造性的艺术贡献，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文学提供

了新的经验。苏联文学批评家奇施科夫称赞韦

其麟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天才的代

表人物”（《李凖和韦其麟》），70年来他也一直以

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

个精神高度。

此后，沉潜 20 年。广西的文学时空到了

1979年，李栋、王云高合著的《彩云归》获全国短

篇小说奖；80年代“百越境界”的寻根文学、“88

新反思”；再到1996年底，文论期刊《南方文坛》

改版崛起；1997年春，广西在全国较早实施作家

签约制、推出文学新桂军；再到1998年，东西的

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1年，仫佬族小说家鬼子以中篇小说《被雨淋

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广西

引进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田耳；2015年，移

居北京的广西籍女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归去来

辞》进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2018年，另一

位移居杭州的广西籍女作家黄咏梅，以短篇小说

《父亲的后视镜》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而林白

的同乡朱山坡，以短篇小说《推销员》也闯入第七

届鲁迅文学奖前十。此外，以东西为代表的新一

代广西作家的作品纷纷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还被

翻译为十数国文字，走向海外。还有王勇英的儿

童文学创作，辛夷坞、余思、我本纯洁等人的网络

文学，“80后”的小昌、“90后”祁十木的小说，凡

此种种，引进来走出去，广西的文学天空异彩纷

呈，尤其小说家们多样化的艺术探索，既植根于

传统，又别于前辈多拘于传统生花的创作之路，

各自创造了自己小说样貌的独特美感，或犀利劲

道、野性先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忍，既体现了

文学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

学建构，以及广阔的艺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

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广西文学集群性、总结性的研讨与成果，也

陆续开展与面世。如《南方文坛》于 1997 年、

2015年、2018年先后分别联合中国作协创研

部、《文艺报》、广西作协以及复旦大学等单位，举

办了“东西、鬼子、李冯创作研讨会”，推出文学品

牌“广西三剑客”，“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

光盘作品研讨会”、“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

会等等；同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广

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广西当代文艺理论家丛书》等纷纷出版，这些丛

书构成了阶段性的文学史料，也是广西地域文化

与12个世居民族族群文化交融的鲜明个案。南

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族

群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又地处偏僻和北回归线

上，还有岭南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于是，溽暑

炎热，烈日洪水，寒冬冷雨，加之山林迷莽，生机

与繁茂、想象与幻觉同生共长，体现于作家的文

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文

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或野气横生，奇崛苍劲；或

空濛灵动，海天一色；心灵飞翔，杂花生树成就了

文学南方的美丽，并以此传承文脉，沟通世界。

民族性与现代感：《百鸟衣》

“恨不得长上翅膀，/像鹰一样飞。/恨不得

多生两条腿，/像马一样奔。……未来过的地

方，/古卡来到了，/要来的地方，/古卡来到了”。

他来到心爱的姑娘依娌被土司囚禁的地方，身穿

百鸟衣的依娌一扫百日不笑的忧郁：“依娌笑又

唱啊，/像乌云要射出金光，/像鲜艳的花朵开放

了，/像美丽的孔雀开屏了。”壮族青年古卡与土

司斗智斗勇，救出依娌飞马奔向自由的远方：“飞

了三日又三夜，/马蹄一歇也不歇。/飞过了九十

九座山，不知道什么地方了。/英勇的古卡啊，/

聪明的依娌啊，/像一对凤凰，/飞在天空里。//

英勇的古卡啊，/聪明的依娌啊，/像天上两颗星

星，/永远在一起闪耀。”

这些绚丽飞扬的诗句选自长篇叙事诗《百鸟

衣》，它首发于1955年6月《长江文艺》，随即《人

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轰动一时，1959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盛

况空前。作者韦其麟时年20岁，彼时还是武汉大

学二年级学生，他与此诗一同在新中国的文学天

空熠熠生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最早具

有全国影响乃至国际意义的作品，次年，21岁的

壮族诗人韦其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年轻的会员。

70多年前，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民间

文化的现代文学形态，成就了一时段民间文艺的

巅峰，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成为一

个时代的潮流，或出版或改编成歌舞剧、电影等

各文艺样式，如广西的《刘三姐》、云南的《阿诗

玛》等等，更有将民间文化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

创作出新的文学形式，如韦其麟的《百鸟衣》。“百

鸟衣”是流传于南方桂北、桂南及黔南壮苗侗等

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壮族后生

和化身小鸟或公鸡的神女结为夫妻，土司或苗王

万方胁迫抢走新娘，妻子让丈夫打鸟制作百鸟衣

到官府救她，用计杀死穿上百鸟衣的恶王，自己

当王。至今，壮族的传说故事里还保留了人鸟相

婚配的情节，这是早期壮族先民骆越人图腾祖先

观念的发展和变异，所谓羽人。在桂南壮族地

区，至今还流行鸟的舞蹈，如韦其麟家乡横县的

斑鸠舞等。这些民族的民间文艺传说体现出浓

烈的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而已经接受现代文明、

现代价值教育的大二学生韦其麟，既对自己民族

有深刻的了解，饱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又从时

代和现实出发，融汇历史与现实，注入新中国现

代青年的情感与审美自觉。尽管囿于阶级斗争

的时代话语，使之多少着上泛政治化痕迹，诸如

贫富对立，恶势力便是“土司”“狗腿子”等。但可

贵的是韦其麟创作《百鸟衣》时的文学自觉，他张

扬了主体性的尊严与人格，尤其对个人幸福和自

由的追求，颇具现代感。作品虽以传说为叙事线

索，并最大可能保留传说内核的朴素简洁，同时

更多地融入自己对母族青年男女美好品性的赞

美，并化为自己个人化的诗句抒写，删改部分情

节，还为男女主人公取名为古卡、依娌，创造性地

让他们双双逃离官府，骑马奔向“不知道什么地

方”的远方，令人遐想。作者把传统民间故事中

自己当王的结局，改为对自由的个人幸福的追

求，从根本上树立人类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独

立精神，使之主题精神从官府“庙堂”指向“江湖”

人间，完成了把民间传说转化为文人创作，颇具

文学想象力、诗性与张力，也充满人性的光辉与

现代意识。由此，从民间故事传说到长篇叙事

诗，韦其麟的创作超拔于当时盛行的民间文学，

而成就为个人的文学创造。只是由于《百鸟衣》

的影响广大，使其在近20年不断被视为流传的

民间叙事诗，不断被改编为舞台艺术，而忽视了

韦其麟的著作权。对此，曾任广西文联主席、中

国作协副主席的韦其麟，多次申明也无济于事，

可见民间文化传播力之巨大。有论者称“这种将

文人创作重新民间化的过程，恰恰说明了《百鸟

衣》创作的成功和影响力”。这种传统生新花的

作品，还包括韦其麟的《凤凰歌》《寻找太阳的母

亲》等等。汪曾祺说：“中国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

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正如现代化

的中国里面有古代的中国。如果只有现代化，没

有古代中国，那么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在这个

意义上，韦其麟对广西当代文学品质的奠定功不

可没。

如此颇具传统的民族性与现代感的文学创

作，还有贵州苗族作家伍略的《曼朵多曼笃》，广

西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的叙事长诗《虹》《歌坡小

景》、苗族作家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带刺的

玫瑰花》，云南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

白族作家杨苏的《初春的早晨》、白族诗人晓雪的

《大黑天神》等等。而少数民族作家书写少数民

族生活，逐渐成为近几十年广西文学的主流。在

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中，陆地、韦其麟、

包玉堂、周民震、蓝怀昌、潘琦、韦一凡、凌渡、冯

艺、黄堃、黄佩华、黄伟林、包晓泉、陶丽群等少数

民族作家直面严峻现实，怀抱理想，他们的作品

以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质，分别荣获了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民族集体记忆，是民族艺术的创造之源。韦

其麟等一代文学前辈对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塑，便

是文学的自觉。以中篇小说《傩面》获得第七届

鲁迅文学奖的贵州作家肖江虹，其作品强调民族

文化的异质性，并自省“我们这一代作家站在前

辈肩膀上并没有走得更远”，他提出边地写作必

须拥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辈的可能。肖江虹

数年间奔走于田野考察傩戏，认为“唱词中包含

了丰富的地区文明成就。民俗也能在某种程度上

串起民族的漫长历史。但民俗落实到小说中只是

一个符号化的体现，文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傩面》就是通过最后一个傩面师秦安顺和返乡

女子颜素容之间的故事，成功塑造了秦安顺这个

民族文化的符号性人物，秦安顺作为雕刻傩戏面

具的传人和傩村的引路灵童，在一直唱傩敬傩的

过程中，为今人与先祖、生者与逝者之间搭建了

一座灵魂往返的桥梁，而在城乡流动的现代社

会，最终他的离去，连同曾经的神具即各式傩面

都被付之一炬。傩面的兴衰，为颓败的乡村文明

与民俗传统唱了一曲悠长的挽歌，同时也为传统

与现代达成了和解。《傩面》一如阿来的《蘑菇

圈》，都是通过格物写人的世界。正如老斯炯离

开机村时对儿子胆巴说：“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

我的蘑菇圈没有了。”时代的巨轮，同样也让肖

江虹的傩面如蘑菇圈般走向消亡的命运，但是人

心何以在时代变化中向阳而生，则是作家面对时

代，理解现实，想象历史的问题，也是作家的文学

态度。

肖江虹对文学的虔敬态度，将原始纯正的民

俗化为元气充沛的书写，尤其对主人公唱傩的描

述款款深情，虔诚神性，丰饶宽阔，极为动人。作

者张扬了主体性的人格和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现

代工业革命与地区的原始民俗神权形成的冲撞

之势，世界向前发展，秦安顺成为傩面时代最后

的绝响。

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必须与人类文明融合，才

可能走向世界。在把握民族话语、尤其民俗与现

实的文化冲突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割裂民族话语

与其他诸种话语的关系，而应把民族话语化为隐

形，人类共性化为显形，就能很好地阐释南方民

族文学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因为在民族差异性

与独特性中，探求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边地

文学的优势之所在，建立人类共通的情感，才可

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时代与想象：《美丽的南方》

季节催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白色的桐花

铺满了一地，瓜田里开着星星点点的金花，草莓

不声不响地在绿色的刺藤上呈现着它红宝石似

的娇态，玉米一天比一天长高了，花生和甘蔗也

长出了新叶，田野里披上嫩绿的春装，布谷鸟日

夜催人，是农事正忙的时候了。

村里的人，白天忙着农田的活路，夜晚紧张

地开会、划阶级、没收地主财产；有的人还要抓紧

清除残余土匪和进一步挖掘武器的工作。

这幅美丽的南方春耕图，要不是紧接着读到

后文，很难相信它发表于60年前，这便是陆地

1959年 5月起连载于《红水河》（《广西文学》前

身）的《美丽的南方》中的描述。随意翻开书页，

万物春生的瑰丽想象，足够从容质朴，也足够鲜

活动人，字里行间的细腻沉静，在今天遍地都是

匆匆追赶情节故事的浮躁小说创作中立显品质，

实属珍贵，体现了陆地既为时代书写，更现人心

的文学自觉。这份文学的自觉也体现在他的《故

人》《瀑布》等小说中。

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是壮族文学史上第

一部长篇小说，是陆地有感于1951年冬，作为土

改中队副队长，与艾青、田汉、安娥、胡绳、阳太阳

等人，会同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与的南

宁郊区土地改革运动，并历时5年一改再改创作

而成。小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

一并列为中国的土改小说，虽然陆地不如丁玲、

周立波影响大，同为延安鲁艺出身，也同样难免

“主题先行”的问题，但《美丽的南方》却少了《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农民与地主之间

的对立，不直接写斗争地主的场面，农民忆苦思

甜的会议也最大限度减少，尤其不正面触及土改

暴力，在广西剿匪的战争中也将土改运动中的暴

力因素最大限度地弱化。陆地以最大的热情倾

注笔端，抒写了韦廷忠等壮族农民干部的成长、

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土改运动的发

动过程等，而穿越故事之间的是人物的情感纠结

与世道人心，还有广西独特的“翻天覆地的历史

风云、淳厚善良的民族风情和美丽神奇的自然风

光”。当代广西文学的发轫之作，正源自陆地的

《美丽的南方》。2010年，我曾约请民族文学研

究名家李鸿然重新评论陆地与《美丽的南方》，文

章认为：“在区域文学坐标上，陆地作为广西现当

代文学奠基人……在国家文学坐标上，陆地的地

位和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抗日战争时期奔

赴延安，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东北，新中国成立后

重返广西，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都留下了光辉的

文学业绩。以今天的眼光看，某些作品虽然存在

缺失和局限，但陆地在每一历史时期都给中国文

坛提供了上乘之作，对于文学中国来说，这些作

品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和明天。”（李鸿然：《坚

守信仰 守望文学》，《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杂志出来后，已在医院长住的陆地先生不断与我

及友人肯定此文，不久，陆老先生便辞世了。陆

地也在首版后记里写到：“故事是过去了，其精神

也许不失为一面镜子，从中窥见这一时代的步

伐，帮助读者辨认思想的道路”。

一个时期好的文学应该是这个时期母语使

用的优秀样本，是这个时期母语建设的大力推动

者。《美丽的南方》既成为中国的土改小说的一个

范本，也开创了当代广西长篇小说的历史。于

是，连续20年间，李栋、王云高《彩云归》，李英敏

《南岛风云》，武剑青《失去权利的将军》，蓝怀昌

《波怒河》，黄继树《桂系演义》，韦一凡《劫波》等

小说都在上世纪80年代前贡献出各自的文学想

象，并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邕江》1979

年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虽有主题先

行之痕迹，但其领改革开放之先锋，较早抒发了

流落台湾的大陆人对故乡故土的款款深情，影响

一时，小说很快被《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转

载，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文

学广西的一个时代标识。

作家范稳常年在云南大地行走，生活在有

25个少数民族的高原上，面对民族文化与历史

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心灵不免飞翔，他说：

“在云南，你向任何一个方向出发，都会发现一片

民族文化的新大陆。”而现实中各种文化的传播

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范稳献给五彩

云南的是“藏地三部曲”，特别是《水乳大地》的粗

粝坚硬，深厚辽阔。茨中村“建在牛皮上的教堂”

与周遭多种宗教的相残相融，粗粝中见血见肉，更

见挺立的风骨，见人类的精神操守，他的文学想象

传达出一条重要的生存经验：尊重和包容对方，是

一个有信仰的人最好的品质。尤其“对民族传统

的坚守，对祖先的虔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信

仰的虔诚，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爱情的执

著和讴歌，对荣誉、责任、尊严等人类优秀品质的

追求等等”，便是作家面对时代、理解现实、想象

历史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这份对时代的文学想象，对写过尖锐长篇

《我是恶人》的壮族作家李约热而言，同样变得宽

厚丰实，他还写过《李壮回家》《戈达尔活在我们

中间》《青牛》《涂满油漆的村庄》等有影响的中短

篇。但近期他的新著《人间消息》的文学想象穿

越了他原有的根据地“野马镇”，抵达此刻他当

“第一书记”的驻村地，乃至大都市，更贴近生活

日常，并把人性的坚韧推到极致，哪怕在苦难面

前，他也要挖掘出人物深处忧郁但热烈坚韧的灵

魂，让人物自己变得更好，人世更多亮光。特别

可喜的是，在他塑造了系列新人物形象的同时，

我以为他有了自己叙述的声音，可以用自己的腔

调去想象与讲述人间的消息。

还有“70后”、“80后”对时代的追问与想象，

也显出文学的重量。比如近期开启了科幻文学想

象的女作家杨映川，10多年前她的小说就颇具

先锋性，如《不能掉头》《我困了，我醒了》等，如今

转向寻求人物的自我救赎，如中篇小说《马拉松》

对人心的解读就别有洞见，范记馄饨店老板范宝

盛为寻找儿子进行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很有想

象力。而与映川同为百色人的陶丽群也颇有文学

力量，她以净色的笔墨，深入女性感伤的宿命黑

洞，探究边地城乡现实中的女性的命运，挖掘女

人世界那不见血的厮杀，尤其对母女、夫妻关系

的探索，涂抹出自己的一地忧思与抗争，只是杨

映川精神上多些禅意与宽度，也更为成熟。陶丽

群的《母亲的岛》《打开一扇窗子》《白》《正午》都

不同程度地书写一种坚硬的亲情，以及与生活争

夺爱的能力，凸显了人世的艰难与人性的坚韧，

尤其在难为人言的辛酸和不屈中呈现人的隐忍

与抗争。那份自省与批判，在细腻入微的日常生

活中，真实真切得让人生与世界变得更有重量。

可以说，年轻一代作家已经以自己独特的写

作经验，在前辈的肩膀上，重新发现了某种属于文

学、属于地域、属于这个时代的奇妙想象与张力。

野性与先锋：《没有语言的生活》

王老炳和他的聋儿子王家宽在坡地上除

草……看见一团黑色的东西向他扑来，当他意识

到撞上了蜂巢的时候，他的头部、脸蛋以及颈部

全被马蜂包围。他在疼痛中倒下，叫喊，在玉米

地里滚动……呼喊王家宽的名字……王老炳的

叫喊声像水上的波澜归于平静之后，王家宽刮草

的声音显得越来越响亮。刮了好长一段时间，王

家宽感到有点口渴，便丢下刮子朝他父亲走去。

王家宽看见一大片肥壮的玉米被压断了，父亲王

老炳仰天躺在被压断的玉米杆上，头部肿得像一

个南瓜，瓜的表面光亮如镜照得见天上的太阳。

这是《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开篇。东西笔下

生风，王家宽父子的刮草声混合着马蜂肆意袭人

的嗡鸣巨响，瞬间揭示了盲父亲聋儿子无法避免

的人生艰难，以及语言也无法与世界沟通，更无

法获得援救的无助与窘困，令人心悸，更具悲剧

性。读后20多年了，至今记忆犹新。底层生命

的卑微与坚韧，人生错位新生的悲剧，一一催人

直面现实与人性，无疑，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文

学史意义的中篇小说。

东西的作品生长在野气横生的广西，充满着

寓意和野草般的文学想象。2016年初，我第一

次把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

的命》称之为“命运三部曲”。可以说，这个三部

曲一以贯之东西对命运的不懈追问，其决绝的批

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既坚定执著关注民间苦难

的平民立场，又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形成井然密实

的结构，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人

物形象，命运诡异坎坷赋予小说的狠毒绝望与野

气横生。比较独特的是东西有东西幽默，那是一

种含泪的笑或说一种凡间的快乐，使其小说中野

地里生野地里长的人物充满荒诞感与艺术张

力。同时，我认为最能体现东西的小说理念的，

还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这批小说往往内容也是形

式，以小人物的艰难人生想象出巨大的文学寓

言，显示出东西在形式上的极端追求和对情感的

诚实坚持，颇具先锋性。《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叙

述把失聪儿子、失明父亲和哑巴儿媳放在一个野

气横生的文学场域，让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

头，妻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这既是内

容，更是形式。东西长于处理想象与现实、肢体

与语言、形而下与形而上、人性人心与时代精神

症候的关系，使隐喻的寓言力量与文本的活力穿

心而过，充满艺术张力与批判性，直抵世道人

心。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那种手持解剖刀，刃

刃见血骨的野性劲道，今天都是稀罕的，就是

近期东西的小说都少有如此精细精彩的叙述。

他很多的中短篇小说都有着出色奇崛的艺术想

象力和决绝的现实批判精神，又呼应着南中国

山林的野性，使这脉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

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

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独有的文

学存在。

鬼子也用极致的方式写作，简单犀利，奇崛

荒诞。其代表作《被雨淋湿的河》始终都深潜着

一种巨大的叙事推动力，碾压着陈村晓雷父子从

不同的方向朝一个共同的悲惨命运呼啸而去，令

人发指，悲怆悲催，一如干枯的河床也会吞噬苦

难的老魂灵陈村；而晓雷畸形的悲愤与坚硬的抗

争也令人感慨不已，艰难人生的泪雨也能流成

河，这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学力道，还凸显在他

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系列小说中。

东西、鬼子的文学想象，的确带有偏僻的南

方特有的一种偏僻的文学表达，野性又先锋。关

于生与死，所谓“生生有德”也是南方作家钟情的

母题。比如云南作家胡性能说：“生是一门课程，

死是一门课程。”这位饱有先锋精神的作家一直

不断地艺术实验，提出“向内转”、“心灵现实主

义”等等，他探索如何通过自我解剖来了解和想

象他人，如何呈现人性内部的隐秘风景。他的《生

死课》就试图通过小久父子的殡葬生活与命运，深

入生存社会的底层空间，讲述普通百姓关于生与

死的课题。作者把同情之理解深切注入每个人

物，无论生还是死，都赋予足够的尊重，使人物在

哪怕生命最后一程都走得有尊严，唯此，主人公小

久作为人生摆渡者的形象得以鲜活动人，卑微而

正大。小说结构紧致，描述富于质感，生动的细

节里充盈着人性的温情，也弥漫着黯然与惆怅。

瑶族作家光盘的《去吧，罗西》也在用心描述

生与死这一课。患重病的单身女罗西，生与死都

希望与宠物为伴，但经济发展与人心裂变，不仅

侵略人的墓地，也腐蚀着宠物墓园，更侵蚀与宠

物为伴的虚空的人类，使“我”无法完成对罗西的

承诺。小说独辟蹊径，对人性的追问游刃有余而

意味深长。内里的人生荒诞性也体现在凡一平

的《理发师》《非常审问》，以及他的“上岭村系

列”。一样探讨生死一课，关注欲望下扭曲的人

心、人性和人伦的，还有田耳《一天》、李约热《龟

龄老人邱一声》、朱山坡《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

女人》等等。讷于世而敏于言的田耳，专注地把

自己现实又超现实的小说世界推向极致，一如

《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般的异质性与现

代感。朱山坡新著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从

少年南方小镇的记忆出发，17个以蛋镇电影院

为背景并相互关联的故事，充满了野性与荒诞、

离奇与诗意。这些广西作家的近期新作，在书写

浮躁复杂的现实里，既展示了时代的大进程，又

多了些沉潜的人类的尊严与情怀，这些书写现实

小人物的沉默与梦想的小说，荒诞又先锋，是真

也是幻，直面严峻的现实，但都洋溢着当下难得

一见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否是广西作家群体精神

成熟的重要标志？

正如陈思和在“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究

小辑的主持语所言：“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

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非常

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一代、东西一代

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

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

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

南方的文学想象南方的文学想象
——以广西及西南部分作品为坐标 □张燕玲

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族群各族群

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又地处偏僻和北回归线上又地处偏僻和北回归线上，，还有岭还有岭

南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南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于是于是，，溽暑炎热溽暑炎热，，烈日洪水烈日洪水，，寒冬寒冬

冷雨冷雨，，加之山林迷莽加之山林迷莽，，生机与繁茂生机与繁茂，，想象与幻觉想象与幻觉，，同生共长同生共长，，

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形形

成了文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成了文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