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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平凡而苦难生活里的悲悯、同情以及
宽容，构成了张学东几乎所有小说的情感
力量。长篇新作《家犬往事》是其童年叙事
的重要作品，张学东于幽微之处，极为细致
而精准地展现了困境之中，人性的复杂状
态，即便有彷徨和黑暗，有困惑与伤害，但
小说始终充盈着善良与救赎的力量。

小说以“大黄蜂”和“坦克”两条家犬作
为叙事中心，它们舍身忘死的举动不断在
擦拭人的心灵，坚定而温柔地接近苦难中
的孩童，让作为主人的“人”得到它们的庇
护。张学东将人与犬置于同一种生存境
况，无形中就形成了比照。某种程度而
言，人是虚弱的、逃避的，而那两条在街
道上、在森林里奋力奔跑的生灵却是坚
定而沉稳的。

当然，这种比较并非刻意为之，作为一
个有着多年写作经验的小说家，张学东赋
予“人”与“家犬”身上的情感（理解之同情）
是一样的，皆为某种客观现实之下的选择，
虽然动机不同，但都是那个年代生活的组
成部分。比如花嫂对待谢亚军一家的态
度，从最初送“云南白药”给亚洲治疗脸上
的伤口，因为“父亲”当时在指挥水利建设
工程，到后来亚洲被一群少年欺负，花嫂坚
决不让白小兰去救，因为此时“那一家子倒
霉”了，必须要划清界限。这些都真实地反
映出人性的复杂，但孩子与忠犬一样，心里
是没有界限的。相较于人类的多变，家犬
一直通过本能的忠诚来表达它们对人所寄
托的感情。当谢亚军与白小兰遭遇狼的袭
击，是“坦克”与“大黄蜂”的及时出现救了
二人。当忧郁的亚军拿着父母结婚的信物
红纱巾要自尽时，也是两条家犬及时相
救。除去明写忠犬救命，小说还多次写其
暗中救护，如“大黄蜂”陪伴烧伤的刘火在
地窖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当刘火被砍
伐老榆树的民兵抓走，“大黄蜂”孤身来救，
不幸被民兵击伤等等，它们不会言语，却有
向着善与爱的意志，坚定而充沛奋发，就像
荣格说的“动物的虔诚及生活，比起我们更
接近于上帝的意志”。

不得不说，成人对待家犬的态度是微
妙的，他们一方面需要家犬作为看家护院
的工具，视为“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饥
馑之年，家犬成为累赘或者早已成为果腹
之物，此时，即便如“大黄蜂”与“坦克”这样
的忠犬，也会有物伤其类之感，尤其当外面
其他狗被绳索套住脖颈时，它们也产生了
犹疑和警觉。也就是说，当人的境遇发生

了变化，狗的处境更为尴尬，“它既跟主人
相依为命，又不忘记随时察言观色，稍有风
吹草动，便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在这部小说中，成人的世界、孩童的世
界与犬的世界交替进行，形成了三种不同
的音调，成人的暴烈、焦渴又蔫头耷脑，孩
童的天真、无奈与悲伤，犬的卑贱、勇猛与
无畏，构成回旋与变奏，虽然无论人还是
犬，都处于那个年代某种灰蒙蒙的状态，但
经由小说家之笔，一切从内向外散发出深
切的悲悯之光，显得牢不可摧。

这是一部描写苦难的小说。张学东在
描写这些苦难时，似乎在沿着一道道细微
线条缓慢移动，那是对孩童心灵的敏感捕
捉，在幽暗的记忆里，以一群孩子的视角，
抵达特殊年代现实中无法测量的深处。亚
军、亚洲、刘火、白小兰，他们看待苦难的方
式，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以生存的名义而
放弃的东西。当玻璃碴子刺穿亚洲的脚，
几个孩子费尽苦心终于把他送到兽医家
里，我们仿佛看到一群孤独、焦虑、懵懂的，
混合了迷失、坚忍与期待的面孔。然而，正
在这种充满着“善意”与“怜爱”的镜像里，
张学东拿出那个名叫往昔的怀表，开始回
忆几个孩子的人生历程。

在描写那些苦难的时候，张学东的笔
墨显得冷静而犀利，比如在描写“饥饿”的
时候，一方面在写物质的匮乏及其变化，另
一方面也如手术刀般在剖析人的变化，花
嫂入夜出门用身体换回食物，原本可以浓
墨重彩书写的细节，却被压缩成为“饥饿”
的背景，就像在凝望幕布上人影的移动、变
幻，但是，作家笔锋一转，描写花嫂的哭泣，

“起初是压抑的小声啜泣，后来竟汹涌地号
啕起来，那声音听着比母狼叫得还要怵
人”。纵然花嫂在这个小镇上曾经多么势
利圆滑，此时也无力转圜，所以不管我们如
何讨厌这个女人，她此时的哭泣如此真实
而令人产生恻隐之心，饥饿带来的求生欲，
掺杂着可怜的自尊，人心如崩塌的悬崖，陷
入无边的黑暗。但是，孩童心灵依然深藏
的朴素信念，却因此显露出光芒，一如在饥
荒最严峻的时刻，白小兰依然偷拿家中早
已不多的日用品送给被火烧伤的刘火，哪
怕面临母亲的羞辱和责打，因为她依然相
信“人这一辈子得凭良心做事，不管啥时
候，都要记着别人的好，忘了恩就是忘了
本”。孩童的纯粹，给小说沁入其中的悲悯
以踏实感，爱与同情在苦难中温婉地萦
回。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亚军、亚洲、

刘火、白小兰乃至两条狗的相遇，每个时刻
都显得庄重而深沉，犹如灵魂的相遇，随着
小说情节的推进，那些瞬间显得更为纯静、
清澈，如果苦难始终矗立在大地上，与我们
同在，那么，小说要做的就是去感受生活的
真实，去唤醒苦难中人的存在价值。

张学东笔下的苦难不仅是因为情节的
需要，而是要缓缓打开那个考量人性的关
卡，也不是为了回到历史与现实主义，而
是为了再现那个活生生的世界，并在苦难
中寻找救赎。张学东始终在写人面对苦
难时真实的反应，而非根据虚构的需要而
造成的反应。经由不同人物爱恨交织的生
命关联，汇集成张学东笔下直抵灵魂的苦
难书写。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与成长有关的小
说，正因为小说的主题是“成长”，那些生命
中的坎坎坷坷乃至于生死一类的大问题，
都成了小说的叙事主干，在这个过程中，张
学东通过在特殊的年月中，一点一点情感
的、生活秩序的转换与累积，呈现出叙事空
间的辽阔。某种程度上，人的世界与家犬
的世界，是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成人被
时代束缚，孩童被家庭束缚，家犬被人束
缚，无论哪种束缚，与他们想要挣脱这种束

缚一样，都是生命的本相。所谓人性与成
长，便以这些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那
么，成长是什么？是善恶错位、生死疲劳
之下，依然怀着怜悯之心活下去，就像那
些孩童与家犬，虽然不知道何为生活的理
想，何为世俗的尔虞我诈，却懂得信仰与
牺牲。

张学东并没有把一个成长故事局限于
浅显的层面，虽然从故事的外表看，这部小
说似乎在刻画一群孩子和两条家犬的群
像，面对生命中的各种磨难，他们（它们）挣
扎与努力之下，心灵纷繁的战栗、波动与隐
忍，而且这些都发生在中国式的典型环境
里，但是，我以为小说在“无常”的生命变幻
之下，还在显现更为深奥的生死伦常问题，
无论是孩童还是家犬，都要面对生活的苦
难，惟有心智的不断磨砺与成长，最终才能
坦然地面对这些苦难乃至死亡。面对时代
的风雨，成人丢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那部
分必须承担的责任，而转移给了那些无辜
而善良的孩童与家犬，如果成人的世界属
于迷惑、躲避、阴暗，那么孩童与家犬的世
界则意味着隐忍、进取与光明，他们（它们）
是尘世迷途中的精灵，给这个世界带来救
赎的希望。

人生因奋斗而美丽，追忆因真诚更感人
——评赵德发《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李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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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更应该是童话的读者
□刘诗宇

■新作快评 石一枫《白熊回家》，《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

张学东长篇小说《家犬往事》：

置身于阳光和苦难之间
□周卫彬

我的写作方向发生变化，应该是在 2008
年之后，同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一样，由于
受底层文学思潮的影响，至少有那么六七年
光景，不再去写与上世纪那段特殊历史相关
的小说。

那段时间，上小学的女儿芳菲正在读曹文
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有一天父女俩在生活
区后面的北塔湖畔散步，她饶有兴趣地跟我谈
孩子们喜欢的那些故事。女儿突然扬起脖子问
我，爸爸，你为什么不写一本我们孩子也喜欢读
的书呢？这个问题一旦由女儿提出来，还是让
我怔了一下。于是，我们爷儿俩就这个话题海
阔天空边走边聊，那天黄昏简直成了我和小家
伙的一次文学漫步，多半时间都是她在说，后来
在女儿的热情提议下，我答应要为她好好写一
部小说。女儿说，故事里一定要有孩子。我说
好。女儿说，还要有动物，比如狗狗，我也答应
了。女儿立刻来了兴致，她甚至开动脑筋，帮我
虚构起故事中的狗狗应该是什么品种、孩子又
是什么模样。那天后来，我跟女儿勾手指的时
候说，故事里不仅要有孩子和狗，还要有你们从
未经历过的苦难岁月。

为女儿写一部书——这个愿望突然变得
异常迫切，我是那种说干就干的人，2015 年女
儿放了暑假，我便着手《家犬往事》的创作了。
跟以往不同，这次首先想到的是女儿，是不断成长中的孩子，这是
我平生第一次为她写书，我考虑更多的不是评论家，不是文学编
辑，更不是书商，而是一个求知欲极强、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一个
痴迷于书海的小书虫。因此，在拟定了《家犬往事》的题目之后，
我先在开篇敲下了“写给芳菲及其同龄人”一行字。在我看来这
非常重要，我要时刻提醒自己，它是写给谁看的，更重要的是，这
部书可能得花上好几年，到那个时候女儿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
少女了，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必须上乘，同时还要兼顾可读性和
趣味性。当然，我最想做的是让女儿跟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同
去体味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更想为当下生活优渥的孩子们补
上这堂公开课，让他们知道幸福生活从来都来之不易，我们也曾
有过苦难的昨天。

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写道：“人们对自己的死亡已习以为常，已
养成了一种习惯死亡的生活态度，听任孩子夭折，妇女超负荷劳动，
普遍的，特别是老年人的食物不足……”在我很小的时候，祖辈们经
常会在我耳边大谈特谈“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会说“三年”那阵子早
把你饿死了、就连树皮你都吃不上。这些老生常谈的本意是，借此来
批评晚辈们不珍惜粮食、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女儿生于新千年初，这
代人注定衣食无忧，每天都浸泡在蜜罐里，张口肯德基麦当劳，闭口
西餐和披萨，作为父亲，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带领她穿越一次历史，回
到那个特殊的自然灾害时期。

在小说故事中，少女一家四口从城市辗转迁徙到西北偏远小镇，
父亲作为技术骨干已奔赴大坝工地投身建设了，母亲则带着一双年
幼的儿女，在陌生小镇安家落户，当一家人尚未融入新环境的时候，
一场自然灾害瞬间将他们抛进了苦难的深渊。这部小说就是以“三
年困难时期”为背景展开的，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缺吃少穿的时代，
人的生命一如草芥，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大时代背景下的小家庭，孱
弱无助的少男少女，两条忠诚不渝的看家犬……这些都将在故事里
得以重现。我在写下这段涵盖了苦难和坚韧的少年心灵史的同时，
更愿意以“良善、真诚、坚强、隐忍”等品质来塑造少年的情感和心灵，
使之成为一部蕴藉之作。

我最要感谢女儿，是她让我有勇气完成这未竟的事业，因为我知
道这才是我最应该去完成、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作品，那是我的文学梦
开始的地方。

为数众多的童话是写给儿童看的，更是写给成年
人看的。成人化的语言和叙事要多方权衡，许多声音
与意见则在瞻前顾后中走向沉默与平庸。成人书写
童话，既是为了帮助儿童认识这个世界，也是希望用
简单直接的方式，表达自身对现实的思考。

所以童话往往看上去简单，实则在启蒙和消闲之
外还有独特的现实意义。石一枫的新作《白熊回家》就
是如此，虽然故事明了，语言简洁，但若细细分析，故事
的深意却并不简单。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熊小黑，由于
人类的原因背井离乡，反派熊独眼利用人类的技术和
文化，在南极建立了一个极权国家，虽然熊族过上了作
威作福的“好日子”，但熊小黑坚信爱与和平才是最重
要的，他最终瓦解了熊独眼的统治，走上了寻找、重建
家园的路。

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至少描述了三种具有典型性
的社会或国家模式：

一种是以北极白熊族群为代表的部落式社会。血缘
是维系群体的纽带，有限的资源是争斗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是已经消失的恐龙族群代表的军国主义国
家。对暴力的极端崇拜带来对弱小的憎恶与掠夺，恐
龙集体认为弱小的动物没有生存的资格，整个恐龙族
群变成了永不终止的“战争机器”，最终毁灭了自己。

第三种就是由熊独眼在南极建立的社会制度，它
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白熊的血缘继承制度，同时将种族
歧视和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土生土长在南极的企鹅
被剥削剩余价值，同时熊独眼在物质和精神上“双管齐
下”，一边用让企鹅勉强能够度日的消费、生活制度固定
住企鹅的阶层位置，另一边用“洗脑”式的权力话语，让
企鹅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奴隶身份，并对熊独眼产生
狂热的个人崇拜。这一社会形态中有较复杂的经济体
系、官僚体系，科学技术水平也远高于前两者，但这些
却并未使社会本身变得更加和谐。

作者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形象，揭示了几种社
会制度的运转模式，完成了对于儿童读者而言的“科

普”工作。但对于成人读者来说，这些描写多少有点
“反讽”的意思。几种社会模式尤其是最后一种，从复
杂被抽象为简单，其中违背人道主义之处连小孩子都
看得一清二楚，但成年人却必须生活在其中，视各种

“不平等”为平常。
书中类似的内容还有不少，例如熊独眼树立个人

权威的一个方式就是先让底层民众对翼手龙（恐怖主
义）产生恐惧心理，无人敢直呼其名，只用“空中恶魔”
指代。之后熊独眼再亲自出手“击败”翼手龙（与翼手
龙进行利益交换），“救世主”的形象在这里充满两面
性。又例如武装暴动发生时，大多数的企鹅仍然懵懂
无知，但却都杀红了眼，当白熊警卫惊讶于“这些企鹅
怎么变得这么厉害”时，盗匪企鹅的回答则是“老实人
生了气，谁也拦不住”。这里儿童读者看到的，可能是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恩怨，成人读者看到的则可能是种
族或阶级之间的复杂情感。

这是《白熊回家》的复杂之处，在儿童和成人眼中，
同一个故事可能有不同的风景。最后白熊和企鹅们为
灭绝了的恐龙竖起了一块冰雕墓碑，上面写着这样的
墓志铭：“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演出了一场悲剧”。这是
白熊和企鹅们的自我警示，也是作者同时说给儿童和成
人的话。

《白熊回家》所讲述的故事，在今天的现实规则中，
未必是“真”的。历史上有无数次“野蛮”征服“文明”的
例证，对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在面对秦、日
耳曼、蒙古、纳粹的铁蹄时，执著于爱与和平似乎并无
益于“自保”。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被《白熊回家》
感动，这正说明我们心中还残留着一些“童真”，残留着
一些对于这个世界最本真的幻想和期待。

相比于对物质的无尽追求，《白熊回家》期待的是
一种诉诸心灵的提升与完善。作者将这种期待写进书
里，留给未来，终有一天有能力改变世界、却更关注内
心平和的熊小黑将不再是童话形象，而是每一个人应
有的样子。

《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是作家赵德发上世纪70年代当乡村教
师经历的自述。这部作品真实再现了一
个15岁沂蒙少年从事教师职业的10年
经历。他的人生因奋斗而美丽，他的追
忆因真诚更感人。

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初为人师的艰
难，展现了他为当好一名教师所做的不
懈努力。赵德发任教时只有15岁，而且
初中都没读完，却接手了两个年级合堂
的“复式班”。他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便
发奋学习，拼命读书。村子里没书看，
怎么办？那时大队团支部有个集体借
书证，他便从团支书手中拿来，经常跑
县图书馆，一借就是一大摞，每晚在自家
油灯下读到深夜。他读书既多又杂，《鲁
迅全集》30多本，他全读了一遍。知识
的丰富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教学水平，也
使他对教师职业由最初的担心变为由衷
的喜欢。

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教学期间生活的
艰难，展现了作者超乎寻常的承受能
力。赵德发到外村担任代课老师期间，
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不方便。他和四五个
公办教师一起吃食堂，开饭时大家同坐
一桌就餐。炊事员给每人盛一碗菜，然
后递给公办教师白面馒头，他便摸起自
带的地瓜干煎饼，这就有了明显差别，
而且这差别就摆在桌面上。赵德发是一
个心胸比较开阔的人，对这种差别能理
解，也能正确对待，照样把地瓜干煎饼
啃得有滋有味。然而，遇到炊事员做面
条的时候他就很难堪，因为吃面条就不
再炒菜，他吃煎饼时只好就咸菜喝白
水。炊事员见他吞咽艰难，就舀来一碗
面条汤给他喝。想不到享用过几回之

后，有的老师居然提意见，说赵老师喝
面条汤，应该交一两粮票。赵德发当时
还是农村户口，到哪里去弄粮票？这严
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面对这一窘境，
赵德发把全部心思放在教学上，多次获
得各级别奖励，并很快通过考试转为正
式教师。

作品再现了赵德发作为一个教育工
作者的辛劳，展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无
私奉献精神。他担任公社教师函授中师
班辅导教师期间，对工作毫无节制，一
连讲了7天课，等函授结束时嗓子彻底
哑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德发24
岁时被派到古城学区，该学区下辖一所
联中和8个村的小学，他下乡村、进学
校、访家长，与广大教职员工打成一
片，拼搏了半年，统考成绩一下子跃居

全公社第二。古城联中的教室多是危
房，孩子们在里面上课极不安全，他心
急如焚，到各村一次次游说、恳求，终
于说服八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让他们
同意集资建校。建校过程中，他亲自上
阵，带领老师修建院墙。书中写到，有
一座旧教室漏雨需要维修，由于房子太
高没人敢上，他竟然独自上去换瓦，大
有拼命三郎的气势。

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第二个特点是
真诚，不文过，不饰非。它虽然写的是
人生经历，但重在烛照心灵；虽然只涉
及短暂的教学人生，但折射整个人生；
虽然是讲述个人经历，却是当时整个乡
村教育的缩影；虽然写的只是教育，但
又远远超出了教育范畴，反映了整个时
代，甚至整个社会。

读这本书，很容易想起巴金的《自
传》 和 《随想录》。虽然内容完全不
同，但在思想、灵魂和精神上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赵德发坦诚自己曾经“误人
子弟”，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自己当教师
能力和水平不足的正视。当改变命运的
机会来临，赵德发不是考虑对自己的好
处，而是考虑自己能不能胜任。这在当
时，发生在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孩子身
上，显得是多么珍贵。

最后，赵德发敢于暴露自己内心的
“秘密”，使他的人格在不完美中增添了
光辉。他敢于指陈时弊，体现出忧国忧
民的意识。作品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作者
在特殊时代的个人经历和人生秘密，
而且真实地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让
人们看到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
事情，它准确形象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
社会氛围。

成 人 的 世成 人 的 世

界界、、孩童的世界孩童的世界

与犬的世界交替与犬的世界交替

进行进行，，形成了三形成了三

种不同的音调种不同的音调，，

以此构成回旋与以此构成回旋与

变奏变奏。。经由小说经由小说

家之笔家之笔，，一切从一切从

内向外散发出深内向外散发出深

切的悲悯之光切的悲悯之光，，

显得牢不可摧显得牢不可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