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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在红尘大道在红尘 有情即有情即““长生长生””
————评睡觉会变白的评睡觉会变白的《《顾道长生顾道长生》》 □□李李 强强

提起《明月度关山》，就不得不提起2017年。
那年的9月金秋，我从河南赶赴北京，幸运地成为鲁迅

文学院第十一届网络文学作家高级研修班的学员。鲁迅文学
院作为当代文学的殿堂，作家心中的文学圣地，我一直对之
充满了向往和期待，入学第一天，站在鲁迅先生的铜像前，我
暗自许愿，希望自己能够在这里打开文学新世界的大门。

事实证明，我真的是个幸运儿。
在这个闹中取静的雅致院落里，我像个懵懂而又兴奋的

追星少女，近距离接触到许多过往只能在报刊杂志、新闻媒
体上见到的国内知名学者和网络文学知名作者，从他们精心
准备的课程中、从面对面的文学交流中，我汲取到丰富的营
养。

其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
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
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
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始终把人民的冷
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
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憧憬和信心。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谈到作家的良知与责任，她说：“我
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作家心心相印。文学从来就不仅是作家个
人的事业，中华文化有着悠久深厚的‘诗教’传统，文学一向
被看作是正人心、化风俗的重要途径，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
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
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

这就是有温度的创作，有责任的创作。
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来源于生活。
思考之余，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写一部自

己一直想写却没有勇气去尝试的现实题材小说——《明月度
关山》。

《明月度关山》构思于2017年夏季，当时电视里正在上
演一部纪录片，纪录片讲述的是大山里的一位老人一人担起
一所小学的感人故事。纪录片里的老人不仅是校长、老师，还
是十几个留守儿童的生活家长，他每天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
之外，还要负担学生们的午饭。记者采访这些把杂烩菜吃出
国宴大餐感觉的留守儿童，问他们没觉得不好吃吗？他们齐
齐摇头，回答说学校的午饭比家里的好吃。

纪录片播完了，我却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部纪录片
的背景就是我们市里的贫困县，而那些留守儿童稚嫩单纯
的面庞、寒酸破旧的衣衫就像刻在我脑海里的印记，挥之
不去。

之后，我就开始着重关注贫困县的新闻，关注那里的学
校和留守儿童，恰巧那一年，我爱人帮扶的贫困户就位于这
个贫困县，通过他，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当地的情况。当得知贫
困县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巢村时，我不禁为那些从小缺乏父母
关爱的留守儿童感到深深的担忧。

作为一个网络文学作家，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写一
部关于留守儿童的小说？

辗转几个夜晚，一个大概的故事轮廓渐渐在我脑海里成
形。寂静落后的秦巴深山，年轻的支教女教师、坚守大山的通
讯兵、无私奉献的老校长，还有一群质朴可爱的留守儿童，为
这个故事注入了灵魂。

可短暂的冲动过后，我又不免陷入忐忑。在如今网络文
学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下，这种“土味”十足的小说会有人看
吗？一部几乎可以预见结果的小说，有必要去写吗？这些问题
成了我畏手畏脚的借口和理由。于是，《明月度关山》在2017
年夏天被我挽了一个结，锁进了心里。

以为这就是结束，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金秋十月的北
京，在鲁迅文学院，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听取了国
内知名学者的授课后，我的心锁被神奇般地开启了。一种强
烈的创作欲望使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仅仅用了两天就在宿舍
的电脑上完成了《明月度关山》的大纲。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连夜把大纲发给网站责编们，请
她们为我的小说把把关。她们看后大为支持。我精修大纲，把
自己代入书里，让书中的人物立起来，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女主人公明月的人设，我并没有把她写成
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在进山支教之前，她打定主意干满两年
就回城，刚到学校时，她甚至因为受不了当地恶劣的自然条
件而崩溃大哭，她不喜欢山里的孩子，认为他们粗野、没礼
貌，在外人看来，这个娇滴滴的城里姑娘在山里根本就待不
住。可随着后续情节的发展，明月这个人物形象渐渐立了起
来，在老校长和士兵关山的影响下，她渐渐融入大山，喜欢上
这里的山山水水，喜欢上这里单纯可爱的孩子们，并且最终
收获了爱情，和关山留守大山，为乡村脱贫和教育事业贡献
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样的人物设定比一开始就把人物捧得高高的效果要
好，这样的明月才接地气，才是你我身边普通人的模样。经过
几夜创作，在高研班结业前，《明月度关山》正式在小说阅读
网连载。

后来我回到家乡，为了能够更好完成这部小说，我曾数
次去贫困县采访，搜集写作素材。

回首过去，从来没有哪一部小说让我倾注这么多的心
血，也从没有哪一部小说让我心甘情愿守住寂寞，每天按时
更新，甚至是加更。

这在以往的创作过程中，是从未有过的经历。而促使我
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欲望的原动力正是曾经被我当做退缩
不前的理由。

土味十足的《明月度关山》不仅有人看，而且大家都爱
看。究其原因，我总结了一条，那就是我用真心、用作家的良
知和责任感赋予了《明月度关山》文学的生命，反之，《明月度
关山》又用它独有的文学力量反哺我、影响我，使我从一个胆
小怯懦的人成长为一个用心写故事的作者。

我手写我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是幸运的。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可以亲眼见证蓬勃发

展、百花齐放的文学盛景。也期望自己能够始终保持创作《明
月度关山》时的热情，在未来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作品。

长篇网络小说《明月度关山》讲的
是一位支教女教师明月在秦巴山区川
木县红山镇高岗村，一所只有一位教师
的小学支教，然后遇到了部队“转信台”
站长关山，历经种种艰辛，关注留守儿
童，收获爱情，改变贫困山区落后教育
的故事。

作者以一种非虚构的叙事方式全
程记录了明月从一个异乡人到融进大
山的生命历程，其中还有一个成长型的
关键人物就是关山——一位部队的战
士。而校长和孩子是他们情定大山、扎
根基层的两大精神支柱。作者的写作态
度是诚恳的，至少她熟悉那里的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在写具体细节的过
程中过分夸大了明月的现实处境，比如
在明月初次到高岗村时，沿途的山路之
恶劣和交通工具之残破令读者震惊。

“顿时，面包车就像是上了发条的跳舞
机器人一样，在泥泞的山路上左右摆荡
起来。明月不防备，被巨大的惯性弹起，
额头恰好撞在头顶的塑料扶手上面，疼

得她叫出声来。”“外面，距离面包车一
米不到的地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这样的描述，虽然增加了阅读快感，衬
托了主人公的处境，但也不乏过分夸张
的嫌疑。

尽管如此，《明月度关山》一书中
呈现出的自然环境、留守儿童的现
状，以及现实人性，某种意义上都是
立足于广阔丰厚的现实生活的。因
此，从这点上说来，网络文学现实题
材首要的是对当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仅靠闭门造车
式的想象，显然是不够的，也是写不
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经典作品
的——事实上也根本写不出真正反映
现实的作品来。

人物精神世界的成长尤其重要。
要写好现实题材，仅有诚恳的写作态
度远远不够。网络文学如何将读者带
入，这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这个功
夫就是小说中如何为明月的命运波折
设计一条合理的解决方案。传统文学
理论常常讲究的是呈现现实，而不是
解决方案，网络文学恰恰需要一套带
入后的解决方案——所谓的“假戏真
做”。

作者巧妙地在小说内部设计了一
条暗线，这是一条逻辑严谨的线，即明
月在高岗小学的成长线：这个小说也因
此可被看作一个成长小说。郭校长和关
山以及留守儿童，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
组“金三角”的张力关系。明月认郭校长
做干爹，与关山共患难日渐产生的爱
意，与留守儿童相处日久的师生情缘，
明月就自然而然在这个稳固的精神场

域的流转中生发出自我成长的魅力。
小说里的许多细节令人动容：花妞

的一个脏手印让明月伤心不已，与郭校
长每天背孩子过水沟形成强烈对比；在
县中学支教的宋瑾瑜的八面玲珑与在
高岗小学支教的明月的单纯善良形成
强烈对比……正是这些散发着浓浓情
意的朴实无华的生活细节打动着读者。
明月也是在这样的情感中完成了自我
精神的升华，从而对大山有着一种更深
层次的情感。明月的同学木川籍的宋瑾
瑜用谎言获得了在县中的教职，虽然这
里有着一种“假”，但作者是有意将这个
人物与明月形成另外一种对比。因为宋
瑾瑜作为一种功利主义的代表，她之后
所做的一切也就司空见惯了。两个人物
不是道德层面上的高下之分，而是内心
的丰盈与否之别，也彰显着物欲世俗与
精神世界的分野。

正是有了精神世界的生成，恰恰成
全了明月这个人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可
能性。这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超越的关
键所在——必须通过现实都市或乡村
中人的生活和情感，呈现城乡背景下的
道德观和伦理观，呈现中华民族精神的
内核。

抒情性与批判性并举。现实题材是
一种“叙事”的艺术，是具有情感态度
的，仅有一种“摹本”的能力显然是不够
的。小说的“叙事”包含叙述与描写，这
就需要营造一种氛围，这个氛围不仅仅
在于感染读者，也是对人物的一种无声
的“赋能”。人物的命运一波三折，但是
作者作为一个全知视角的讲述者，不能
仅仅是讲故事，还需要一种客观的情感

“观照”。
情感的力量是巨大的，直接奠定了

整个小说的基调。《明月度关山》的标题
即是一种情感：朗朗明月，我心永恒；清
风徐来，此情可待！这本身就构成一组
互文，化之于古诗“明月度关山，清风上
高岗”，情景交融、诗情画意。这是对整
个故事设定的一个“梗”，因之为环境的
恶劣与人心的卑劣做好铺垫。也预示了
一种清明和希望。作为作者对全篇故事
的一个设定，固然有“先入为主”的瑕
疵，但并不伤害故事情节的“仿真”，也
是对“伪现实”的一种约束。同时，这种
设定强化了人物之间的关联度，也为人
物的真实性奠定了情感的基调。

“前方的男人脚步沉稳，他的背上
绑着明月的行李箱，却丝毫不见吃力。
他的体型魁梧，身高足有一米八十几，
像座山一样走在明月前面，替她挡住了
山间的风雨。”这些爽利干净的文字都
是明月内心对关山的直觉，这些抒情的
词句背后其实是作者发自内心对明月
性格的一种欣赏，如果缺少了这样的铺
垫，明月的性格或者精神或许是无法流
转起来的。

“软软的，筋筋的，吃起来像是脱水
的蔬菜，很有嚼劲，但却不会觉得柴，入
口有萝卜的香气，蒜蓉辣椒的香气，和
味蕾碰撞后，带来一种极致的美味感
受。”大山的生活是艰辛的，可大山里的
人事又时常充满温情，人的精神境界在
此迅速得到陶冶、升华。这样的描写，代
表了明月的感受，也代表了作者的情感
倾向——明月的支教经历是一种“极致
的美味感受”。

现实题材作品免不了具有批判意
识，这也是这篇作品的可贵之处。虽是
一篇弘扬主旋律的支教题材作品，作者
也巧妙地避开了“歌功颂德”和“脸谱
化”的雷区，大胆地呈现了高岗村的恶
劣环境和山民精神愚昧的一面，体现了
人性的多个侧面。“这就是高岗村。这就
是高岗村的村民。愚昧得出奇，封建得

出奇，诋毁别人的本事更是一流。”在明
月遭到全村妇女诋毁、围攻，误解她和
郭校长“住一起”的时候，明月不禁发出
了这样无奈的冷笑和斥问，她为她们的
孩子们艰辛付出却还要遭受这样的奇
耻大辱，可是反过来讲，这一情节设计
也正是为了彰显她的聪明机智和人格
魅力——也为她性格的成长，为今后与
村民的融洽相处作了铺垫。

在明月、关山和沈柏舟的故事之
外，小说还设计了明月生父与自己母亲
的一段情感纠葛，这段经历作为过往历
史的“旧账”与明月的现世今生缠绕不
休，作为除了男友沈柏舟之外，另外一
股强有力的外力，在拉扯明月离开这个
贫穷、愚昧、苦寒的高岗小学，回到县
城。最终，明月克服种种外力、阻挠和物
欲，选择与关山在一起，与孩子们在一
起，留守大山，留守“高岗清风”，完成了
精神世界的升华、再造。作者也借此实
现了文本“抒情性”与“批判性”的有机
统一。故此，“明月度关山”的象征意味
在于主人公度越了环境、世故、亲友、功
利、怯懦的重重关山，然后才像明月高
高照九州那样，具有了更高的境界与更
开阔的视野。

对主旋律题材的认知态度须严肃
认真。这里面除了创作态度以及必备的
技巧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一种审慎的历
史态度：当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是什
么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是文学作品
一定不能脱离开现实中国的历史情境。
《明月度关山》的高妙之处在于把握了
历史的大势，因为有了历史语境，有了
对现实的关切，才有了明月与关山两个
人物存在的可能，所谓“夫妻哨所”也不
是虚拟想象出来的。这是一种大与小的
融合关系，也是一种爱与真的交融的典
范。

自然，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也很明
显。作者在着意刻画高岗村的恶劣环境
时，忽略了当地的人文元素和历史元
素，再贫瘠的地方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
和文化积淀的，当地丰美的历史传奇、
民间故事和瑰丽的自然奇景，都可在作
品中适当插入，既可增添小说的耐读
性、思想性，也为明月扎根大山打下人
文铺垫，不然，仅靠环环相扣的故事，是
难以称之为“厚重”作品的。2018年10
月血红在上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网
络文学座谈会上谈到：“网络作家要树
立史实、史才、史德意识，把中华历史中
最有价值的东西流传开去，让我们的文
学真正具备文化软实力。”中国的作家
不缺乏讲故事的技巧，网络文学市场上
从来不缺好故事，缺的是作品的思想
性，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如何突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如何突破
————以以《《明月度关山明月度关山》》为例为例 □□王晓娜王晓娜

自有“仙界”的想象以来，求仙问道与世俗尘
缘便不可兼得。这是因为“神仙”本就是一种理
想，是对世俗的超越。于是，红尘滚滚，皆是仙路
幻境。走过烟火人间，是为了抵达不食烟火的彼
岸。“只羡鸳鸯不羡仙”固然美好，却总透着凄苦
无奈。

《顾道长生》似乎就是为解决这些困惑而写
的小说。这是一部讲修仙故事的小说，神仙体系
俱全，从奇遇、夺宝、修炼升级到神仙洞府，也是
常见的修仙路数。但这又不是一部典型的修仙
小说，因为它太不“超凡脱俗”。男主角顾玙简直
就是一个“霸道总裁”，他竟然对女主角江小斋说

“亦求长生亦求你”——凡人才做选择，神仙什么
都要！

为了让这种不讲道理的“霸道神仙”变得合
理合法，作者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就是将顾玙修
道的“本心”设定为江小斋。江小斋独立、强势，
有自己独特的修仙功法；顾玙性格闷骚，但有责
任心，值得信赖。二人的修仙，就是日常一起打
怪，卿卿我我，最后还生了一对双胞胎“仙二
代”。这种人物设定几乎复刻自《文艺时代》，结
构稳定且包容性较强：恋爱、修仙、打架、吐槽这
些看似不合理的东西，在这二人世界里竟浑然

天成。百转千回又简单纯粹，欢乐超脱实则最
是深情。

即便如此，要修得大道，还要演绎红尘，也
是很困难的。睡觉会变白通过类型融合，找到
了一条可能的路径。那些怀抱修仙类小说的期
待视野而误入此书的读者，可能会在《顾道长
生》中读出都市类小说的味道，但这个世界显然
又比都市类小说要开阔、有趣。这得益于作者
对“灵气复苏”设定的巧妙运用。“灵气复苏”设
定，简言之，就是在现代背景下，修仙所需要的

“灵气”突然变得浓郁，各种生物都可修炼成
仙。这个背景设定，最近几年也在《圣墟》《大王
饶命》中被发扬光大。《顾道长生》中，“灵气复
苏”促进了类型的融合：“灵气”元素使都市类小
说中的异能类小说多了一些变化，除了“都市妖
奇谈”，现在还可以谈“都市鬼怪神仙”。同时，

“复苏”的突变，又使修仙小说的爽感模式与现
实经验对接，出现许多戏剧性场景，也有了更多
讨论现实命题的可能。

现实的逻辑是无处不在的，到了神仙洞府，
顾玙仍要“站队”、抢资源。更重要的是，在飞升
之后，“长生”的苍凉底色反而愈发凸显。“大道”
只是寂寥虚空，“永生”实则是一种永恒的孤寂。
就像顾玙所困惑的：“如果自己真成了永恒，还能
保持一颗鲜活的心脏吗？”（第743章）。这是修
仙类小说无力处理的问题，却是文艺青年会认真
思索的内容。如果说凡人只是在“向死而生”的
尘世旅行，那么，“没有鲜活心脏”的仙人，就是在

“向长生而死”的虚妄中求索。
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顾玙和江小斋的

“尘缘”之可贵。他们就像是那些在彼此并不闪
耀之时相知的男女，相伴步入社会，携手走出泥

泞，结婚生子，白首不离。他们也可以是因同一
款游戏或同一个“爱豆”而相识的陌生人，拼到了
同一辆回家的车，在路上各自诉说烦忧……总
之，他们的“尘缘”是无数人间温暖时刻的汇聚，
是红尘翻滚中最珍贵的留存。“顾道”之道，就是
热烈执著的尘世之爱，而“长生”，就是有情的浪
漫永久。

《顾道长生》详细地描写了“灵气复苏”之后
修真文明的建立过程。后来，顾玙在自己制造的
阴土幻境里，也期望平等、正义等美好的准则能
够得到贯彻。这表明了他对人间怀有的深情和
理想。不过，奢求一部小说去解决时代的全部难
题，就如同奢望“灵气”的复苏一样。小说的意
义，在于可以提供一种超越时代的想象。《顾道长
生》中强调珍惜此生此世，也是一种理想的“人间
生存指南”。在遍历悲欢之后，万物寂灭，仍有情

有义，便是“得大道而长生”了。所以，这还真是
一篇超凡脱俗的修仙小说，是可以让人怜惜尘
世，同时也怀抱理想的小说。

要让“亦求长生亦求你”的故事讲得不那么
生硬，还需要有一些更贴近读者的叙事方式。睡
觉会变白将最近流行的“吐槽”文体发挥到了极
致，《顾道长生》中的“吐槽”可以让读者评论的

“本章说”相形见绌，时常有读者慨叹“官方吐槽
最为致命”。“吐槽”是一种文体风格，也是一种思
想方法，它以轻松戏谑来颠覆那些“恋爱不修仙，
修仙不恋爱”之类的“修真秩序”，以机灵的“梗”
调节叙事节奏，让故事有了多重声音，“世界”有
了多种可能性。

然而，小说要在“吐槽”中获得持续推进，也
是困难的。融入的“梗”太多，特别是一些“即时
梗”（社会流行语、热点事件等）太多，读者“追更”
时会很快乐，但过段时间再读，没有那个即时的
语境，就显得费解甚至尴尬了。这不单单是“吐
槽”或“梗”的困境，也是所有流行之物的悖论：依
附于时间越紧的，在时间中留存得就越短。好
在，相对于“长生”之虚无缥缈，如果我们能在这
些短暂之中获得启示，学会有情地在尘世生活，
离恒久的快乐不也就不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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