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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春华：“英雄山”这个系列名字是怎么来
的？《伏击》和《穿插》两部作品，创作想法来源于
何处？酝酿过程是怎样的？

徐贵祥：“英雄山”这座山是虚构的。在我青
年时代，我所在的部队先后隶属于原武汉军区和
原济南军区。划归济南军区的时候，我是集团军
政治部的一名干事，到军区政治部报送一份绝密
材料，早晨起来，在军区大院对面的烈士陵园散
步，那个陵园在一个山坡上，就叫“英雄山”，对此
我印象很深，形成一个意象，一直蛰伏在思维世
界当中。这次写了《穿插》和《伏击》两部长篇小
说，结构上“藕断丝连”，从故事情节上讲，各自是
独立的，但是从精神实质上讲，又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就是英雄主义精
神。所以我认为，用“英雄山”这个意象来囊括这
两部作品，乃至此后可能还要出现的第三部、第
四部作品，是非常贴切的。

康春华：两本书从各自的视角拼贴及还原了
一段国共普通军官共同抗日的感人故事。这两
个故事的结构非常有意思，相互联系、相互印证、
相互补充，情节特别跌宕起伏，很考验作者虚构
的叙事能力。您为何采用这样的结构和叙事方
式？您如何看待军事题材小说虚构性和真实性
之间的关系？

徐贵祥：首先谈谈它们的结构。大的结构是
人物命运，《穿插》的主人公原来是红军的战术专
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隐姓埋名在国民党军队参
加抗战，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为耻，为了证明自
己的立场和信仰，舍生忘死；《伏击》的主人公原
来是国民党军官，一个特务，打入红军内部，本来
是搞破坏的，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下，灵魂觉醒，毅然调转枪口，保护了红军首长，
此后被派往抗战前线，灵魂发生裂变，正义复苏，

从而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二人从不同的立场出
发，向死而生，殊途同归。我写的是中国人的觉
醒和英雄气概，结构上一波三折，峰回路转，险象
环生，矛盾和冲突始终推动故事向前发展，悬念
迭出，因此扣人心弦。

其次，关于虚构与真实性的关系，我理解，首
先，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其次，所有的虚构都
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符合生活和人物
性格的逻辑，这样的虚构具有真实性。非虚构
叙事作品强调真实，而小说强调真实性。真实
是非虚构叙事文学的生命，真实性是虚构叙事
文学的生命。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
构的，但是并不虚假。

康春华：驱动小说叙事、展现人物性格，基本
是借助小说视角变化来呈现。《穿插》中以凌云峰
第一视角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体验战争，还原当
时国共合作和抗日情境；《伏击》里主要是易晓岚
的视角，也交代了谢谷等其他人的历史始末，夹
杂着其他配角视角的转换。这似乎是一种创新
和突破。您认为这种视角的呈现与塑造英雄、讲
述英雄主义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

徐贵祥：多视角进入写作，是文学创作的一
个革命性的变化。所谓的现代性，首先是视角的
现代性，然后才是视线、视野的现代性。创作英
雄山，我确实尝到了“灵异”视角的甜头，其实这
个视角同“全能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
者被用多了，用滥了，用得让人心生疑窦了，变成
陈词滥调了。我在这里换了个视角，其实也是雕
虫小技。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作者
的思想高度，首先是认识论，然后才是方法论。
这两部作品，形式上的探索有很多，有的是主动
的、设计的，而更多的是被动的、始料不及的，是
在写作过程中空降下来的，属于神来之笔。我本

人说不清楚有多少技巧、有多少创新，这个恐怕
读者比我更清楚。

我们在纪念英雄和烈士的时候，经常会说
一句话“永垂不朽”，什么叫永垂不朽，就是永远
活在我们心中。在我的观念中，肉体的生命可
以被摧毁、被消灭，但是精神的生命永存，特别
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英雄”的精神，他们的壮
举、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都会被后人或者
说会被世界记录下来、储存下来，只要我们需
要，他们就会出现。从技术层面讲，用英雄的

“灵魂”来讲英雄的故事，可以造成更流畅、更客
观、更直观、更现场的效果。当然，这只是个形
式上的尝试，目的还是在于更加顺畅地表现生
活中的英雄。

康春华：易晓岚成功地替换共产党的凌云
峰，真正的凌云峰成为了国民党军官楚大楚，他
们成为“别人”后依然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剿灭日
寇。这种斗智斗勇的谍战小说情节，在小说中显
现为一种英雄的理想情怀与浪漫主义气息，以及

“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担当。作为创作者，您是如
何呈现这些品质的？

徐贵祥：我研究过大量的军史、战争史，也接
触过一些战争亲历者和目击者。站在作家的立
场审视，这些人物经历不同、命运不同、性格不
同，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的背景下，我注意到英
雄的一个普遍特质，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
神。首先，他们是人，并且同样是中国人，中国人
身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都有。而在抗战的
背景下，几千年积淀的英雄文化，在所有的中国
人的身上都被激活了。是的，这两个人都成为了

“别人”，但是这个别人不是“别人”，而是英雄，这
个“别人”身上的英雄气质，一旦同自身的英雄理
想融合，爆发的英雄动力、能量就会成几何倍地

增加，所以这些人在战场上能够表现出超常的勇
气和智慧、力量，因为实际上这两个主人公，都是
１＋１，一个英雄加上另一个英雄，一个人不仅
要为自己战斗，还要为另一个英雄战斗，具有双
倍的精神和勇气。这样的构思，在我也是第一
次，觉得有些神奇，有些神来之笔，也许是那些英
雄的在天之灵在帮助我吧，让我不仅是一个作
家，同时也被赋予了英雄的力量。

康春华：与您此前的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
体现了更具广阔意义的家国观念。面对日军侵
略，无论是凌云峰、易晓岚，还是谢谷、安南，都因
拯救中国而同仇敌忾。您曾提到一直在研究中
国革命战争史，在您看来，当代作家应当如何用
更丰富的文学创作来向读者真切传递这些家国
观念与爱国情怀？

徐贵祥：不客气地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或
者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是比较
淡漠的，那时候只有皇帝，只有朝廷，而朝廷并没
有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所以老百姓并不把朝廷
当作国家。但是近代以降，特别是晚清以来，世
界先进文明进入中国，一批有志之士忧国忧民，
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特别是对“国家”这个概念

逐步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
终于知道了，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姓李、姓
赵、姓朱、姓爱新觉罗，国家的好坏同我们每个人
休戚相关，大家有了主人公的意识，为自己而
战。我个人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国家意识
觉醒得最为深刻的时期，激活了华夏土地上家国
天下的历史文化，举国上下，大江南北，风在吼，
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中华儿女投笔从戎，枕戈
待旦。在那高高的山岗上，在那深深的密林里，
在那皎洁的月光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战争
的风暴席卷了每一寸山河，战斗的激情灼烫了中
国人的每一根神经。

我们现在书写抗战英雄，固然是为了挖掘和
讴歌我们的民族英雄，事实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价值，就是告诉历史、告诉世界、告诉未来，中华
民族不再是一盘散沙，中华民族一旦觉醒，就会
众志成城，就能够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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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勇《夜色也曾温柔》
《当代》2020年第4期

■新作快评

在文学史上，失乡与寻
根一直是作家倾心表述的
经典母题。李新勇中篇小
说《夜色也曾温柔》以吴向
葵北上故地廊坊与妻子潘
慧办理离婚为中心事件，这
个“事件的时间”前后仅有
三天，最后的结局也是各得
其所。但小说“讲述的时
间”跨度是 20 年，即从千禧
年前后到当下吴潘两人从
相爱到陌路，继而一人北上
一人南下各自谋生的家庭
史。从叙事的角度看，“现
在”和“过去”这两重时空，
构成一种很复杂的对话关
系：“过去”的20年两人短暂
恩爱过，随后的征地与迁
徙，岳母的到来，父子关系
的疏远，夫妻情感的冷淡，
使这个小家庭逐渐成为空
壳。“过去”成为了一种要告
别的历史旧物。而吴向葵
此次来到潘慧的建筑工地，
即是要对这桩业已破败的
婚姻做个了结。然而，潘慧
当下局促的工地生活，两人
曾经有过的“月光盈盈的夜
晚”对彼此的召唤，离婚后
看电影、品故乡特产的温
馨，无形中让两人有了更多
怜惜、理解和缠绵。

实际上，离婚事件只是这个小说的外壳，
失乡、还乡与乡愁是小说的叙事旨归。吴向葵
在不断的迁徙中，哀叹“他们一家就像水上的
浮萍、风中的叶子，到了哪儿，都找不着自己的
根”。在消失的故乡面前，小说中的人物几乎
都是无乡的“孤儿”。

失去土地和故乡庇护的人们，在新的空间
里能否找到宁静而惬意的皈依？小说对这个
问题也有自觉的书写，并呈现了令人心痛的生
存景观。建筑工地的施工环境和生活条件极
其简陋，住宿条件尤其令人窒息，无论是八个
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还是必须睡满四对夫妻的

“夫妻宿舍”，都异常拥挤，毫无私密可言。小
说多次写到温柔月色下吴向葵与潘慧的性爱
记忆，包括酒醉后与孙小涓的合欢，这些记忆
是美好的，毕竟有家的庇护，自由而随性。

小说中，这些普通人坚韧、务实、善良、豁
达，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性。可见，李新勇对
变迁之中的新乡土的人性基础并不悲观，对这
种醇厚而温情的人性世界给予了深情的勾
勒。或许可以说，在故乡解体、村社实物消失
的过程中，乡村的道德秩序与人性基础尚保留
着那份原生态的静谧美好，而这何尝不是乡村
应对现代性之变的一束精神之光？

■短 评

用文字铭刻声音
——读胡竹峰的《击缶歌》 □江 飞

徐贵祥长篇小说《穿插》《伏击》：

精神的生命永存精神的生命永存
□徐贵祥 康春华

赤耳的《大河人家》用写实的笔法书写了
一部中国20世纪的史诗，它的历史穿透力，以
及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都显示了这部小说
卓越的历史品格。但小说历史感的获得并非源
于对历史教科书、历史结论的移植和解释，而
是基于时代精神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想象。
《大河人家》中村庄的变迁，柳、白、黄三家的命
运浮沉构成了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影，通过历
史的变动与人物命运的交融，再现了民族的经
历和情感。黑格尔认为，史诗描写的是“与一个
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
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在史诗隐退的时代，小说
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现代小说无疑更为
重视表现日常性、普通人，《大河人家》也正致
力于此。

战争、政治、自然，这些影响中国历史发展
的关键性事件和因素，被《大河人家》牢牢抓
住，并充分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从个人
与历史、世界的关系的角度为理解20世纪的
中国历史提供了具有个人化色彩的解释。小说
中的柳、黄、白三家经历了多次迁移，第一次因
为战争，被迫离开柳家湾，逃亡来到草原的边
缘，建造了新的村落井下湾，后又因为过度开
荒放牧导致自然生态的恶化，并再次迁移到黄
羊湾。空间转移背后都有历史的力量在推动，
也显示了个人在时代大潮面前的渺小和无能
为力，每一次变动其实都是对历史的回应，都
把时代特征展露无疑。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历
史事件也无处不在，比如“大跃进”、市场经济

的兴起等，左右着历史中的人的命运。
小说也表现了普通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以及改变历史的能力和信念，他们不仅仅是历
史的承受者，也是历史的回应者、创造者。小说
中着重描写的是柳家三代人柳如海、柳保华、
柳建国的人物命运，家族三代人经历、命运不
同，但都为改变民族、村庄、个人的命运而奋
斗。柳如海是革命者，柳保华是建设者，柳建国
是改变者，柳家三代是民族精神的负载者，是
社会的脊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就像柳
建国所说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一个家庭，要想不断进步，就要有人付出牺牲，
没有几千万烈士的牺牲，就不会有新生的共和
国”。他们正是这种精神、信念的实践者。

小说对历史、时代的表达具有鲜明的民间
性和民间立场，对主流历史叙述既有接纳，也
有疏离，这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的丰富内涵，也
赋予小说更宽广的精神空间。小说秉持一种朴
素的正义观，对笔下人物很少进行政治层面的
评判，而更多的是道德的、传统伦理层面的认
识。小说对柳保华、柳建国的描写就多强调他
们的道德品质，小说中与他们形成对照的是白
鸡换、丁香等人，作者对他们进行的也多是人
格层面的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乡村

政治往往让位于民间伦理。黄天祥被划为地
主，是政治斗争的对象，但是周围村民并没有
那么清晰的阶级划分，往往用朴素的乡村伦理
看待他。在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合里，他仍受人
尊重，亲戚邻居并不嫌弃他的地主身份。

小说的民间性还体现在对民间习俗、风物
的描写，这是历史变迁中相对稳定的部分。传
统的仪式里包含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是进
行集体认同的一种方式。小说中写到了汉族婚
礼的一些习俗，比如结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
把媒人、娶亲的、代东的、掌勺的、担水烧火的、
提茶倒水的、跑堂的、压轿子的、穿衣服的、梳
头的……请在一起，这叫“夜坐”。此外，还有

“取新耍旧”“掏柴火”“栽柳树”“引孙子”等。
小说体现了鲜明的源自于历史的现实感

和当下性，有着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小说所着重描写的是草原的自然生态，也是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草原
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必须正视的问题。人
类向自然的过度索取必然导致自然对人类的
惩罚，井下湾从草肥水美的地方变得严重沙
化、无地可种，正是人类种下的恶果，也是人类
在当下和未来所面对的严峻考验。柳建国正是
基于沙漠对人类的危害，决心治沙，但过程并

非一帆风顺，经历无数波折，其中最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如何处理和自然的关系上没有找到
合适的方式，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柳建国的
治沙终于取得了成效，不但改变了生态环境，
而且形成了产业链，有了经济效益，而他对沙
漠的情感和认识也有了变化，客观的、科学的
态度是对待大自然应有的态度。

在自然生态恶化背后其实是严峻的社会问
题，比如经济发展模式上对房地产、融资、借贷
的依赖，导致的恶果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
尖锐问题：经济上的狂热，人心的浮躁，寄希望
于投机而一夜暴富，典型的如丁香、江伟、白子
明等。柳建国则探索了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在他看来，搞企业不能只讲金钱，也得有社会的
责任和担当。这也是他对于农村问题的思考，

“当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的年轻人纷纷到
城市里打工，这个时候你跑到沙漠里来，为的是
甚？你的苦衷又有谁来理解？”在他看来，重要的
是带领农民共同致富，柳建国的思考以及在农
村中的实践无疑有着重要的当下性价值，也对
当下农村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天文学的历史书写异常繁荣，我们处在
一个热衷于过去，彻底历史化的时代，历史急
剧扩张，但从历史表达的深度来讲，历史又是
匮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河人家》基于深
厚的思想和高超艺术，穿透20世纪的中国历
史，对历史深广度的思索和对当下问题的呈
现，所体现的鲜明的历史性和当下性，在当下
的文学创作中都是可圈可点的。

胡竹峰的散文在当下文坛可谓自成一格，
独树一帜。或写饮食茶味，或写山川草木，或写
瓜果蔬菜，或写碑帖丹青，或写历代文人，皆属
中国文章，总有一种雅俗共赏的文人情调和审
美趣味。刚刚出版的《击缶歌》，在风格上作了
变化，题材上另辟一路，聚焦地方戏曲，写戏
史、戏文、戏人、戏事。

《击缶歌》在历史与现实的罅隙里，捕风捉
影，流连忘返，集中表现戏曲之美。“中国戏之
美，美在声腔”，胡竹峰“用文字铭刻声音”，这
声音既有历史浸润其间，又由地方孕育而生，
既是代代戏人口耳相传之声，更是芸芸众生有
口难言的心声，于是，这文字里便充满了历史蕴
涵、地方特色和人生况味。“人生如戏，戏如人
生”，戏和人生都浓缩在这可见的声音里，戏曲
之美和人生之美也都蕴藏在这可看的文字中。

声音里的历史是戏曲演变的历史，也是历
史剧的历史。胡竹峰追根溯源，对傩戏、打目连、
青阳腔、岳西高腔、徽剧、梆子、黄梅戏、花鼓戏、
拉魂腔、庐剧、二夹弦、坠子戏、四句推子、嗨子
戏、含弓戏、平安戏，凡十六种，下了一番扎实的
案头工夫。相较于知识性述说，我更喜欢他对于
历史剧的考察与思量。历史是什么？“历史不过
是一座张灯结彩的戏院。有时候，连张灯结彩的
戏院也没有，历史就在朴素的村落之间风云变
幻。乡里乡亲平静地看着生旦净丑扮演的传奇
人物，演绎一些天地君亲师的悲欢离合”。这话
说得精妙，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传奇，忠
孝节义的民间伦理，总能抚慰和塑造一方天地
的世道人心，戏曲的力量正是借由这历史之光

而烛照现实，建构人性。
与其说胡竹峰关心的是戏事曲词，不如说

他在意的是戏人。戏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自身
便是戏，戏人唱戏，唱的是喜怒哀乐的戏，也是
酸甜苦辣的芳华，声声入耳，最是动人。写皖北
戏事，听一女子唱梆子《铡美案》，“女子白衣红
裙短发如一株杨一棵柳，站在台前甫一开口，竟

是暴雨倾盆，引吭作金戈声”，“激情处惊雷滚
滚，那声音如利剑快刀，高亢激越、痛快淋漓，从
头颈径自削将下来，一腔硬气皆化作了雷电，刚
劲、豪爽、激愤，白茫茫在天地间碰撞出热烈的
火炽”。皖北梆子戏的激情高亢，梆子女戏人的
声情并茂，都在这“一腔硬气”的声音里，也都在
这激越迅疾的语言中，读来如在目前，如在耳
边。《戏人卷子》更是分说生旦净末丑各类戏人：
听小生，“仿佛春光里鹦鹉正在歌唱”；听老生，

“隐隐的春雷，在天际又仿佛自地底而生”；听花
旦，“那声音如绸如丝，游离、漫漶、松软，淡淡的
潮气，有暮春雨天的气息”；听刀马旦，“华丽明亮
的唱腔隐约传来，有点热闹喧嚣，有些清寂空灵，
更有属于现世的欢乐”；听青衣，“唱腔婉转温柔，
细而慢，像从远方迤逦而至的溪水”；听净，“粗狂
激越”，“几句西皮散板如春雷轰动”；听丑，“插科
打诨、嬉笑怒骂，给舞台增添了明亮的色彩”。胡
竹峰对戏人的拿捏可谓恰到好处，因为他是以
自己的生命去体贴各类角色的生命气息，戏曲
的生气正是借由这戏人名伶的声色唱腔而成家
立派，生生不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戏，一
方人听一方戏，一方戏养一方人。安庆是黄梅
故里，生于皖西南的胡竹峰又曾在此工作过，

因此，“提到黄梅戏，总会想起一些声音。严凤
英的声音、马兰的声音、韩再芬的声音，还有母
亲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案头清供，干干净净
的玻璃瓶，透明晶亮，装上净水，里面插上一枝
桂花，似开未开，细碎如繁星一样的花蕾，香气
淡淡氤氲收敛而放肆”。对这些声音念念不忘、
情有独钟的又何止是他一人？

我感兴趣的，还有书中某些“借题发挥”的
地方。比如说到岳西高腔的衰落，借题发挥道：

“声色迷离的世界容不下粗瓷大碗。在今天，很
多民间艺术基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中国农耕文
明逐渐衰落，若农耕不复存在，农耕文明将无
所依附”。这显然不是题外话，而是微言大义。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农耕文明必然随农耕的
消逝而衰落。正如工业文明必然随工业的兴起
而繁荣，一些生命力有限的民间艺术注定要走
进博物馆。即使是有些曾经非常辉煌的剧种，
也难免“渐行渐远，散落化、碎片化，掩埋在历
史尘埃之中”。艺术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时间是公正的审判官，从上古歌谣到先秦
诸子散文到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明清
小说，从几百种民间戏曲到广为人知的中国

“五大剧种”（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
正是在这样的大浪淘沙、相时而变的滤筛嬗变
中，戏曲等民间艺术获得了不断的新生，连续
的发展。对后人而言，与其哀叹，不如欣赏，与
其怀念，不如保护、发掘、整理、吸纳，并对那些
生命力依然旺盛的民间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古典与现代碰撞交融的声
响，我们必须驻足倾听并深刻反思。

民间的史诗
——读赤耳的《大河人家》 □王秀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