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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流派发展到今天，其作家阵容可
谓强大。但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在这个强大的
作家队伍里面，作家写乡土的多，写城市的
少。汪曾琪也好，毕飞宇也好，几乎都是写乡
土的高手。当然，对于杰出作家，写什么越来
越不重要，怎么写则越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
事实是，当代作家中，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
的确实不多。里下河文学流派大多作家都是
扎根本土，从乡村出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
或当下乡村。像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就是
如此。作为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
里下河作家，他的书写当然离不开乡村经验，
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乡村。难能可贵的是，刘仁
前在书写乡村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向城市。他
的散文集《楚水风物》就写到了城乡地带，写
到了里下河所独有的风物风景风俗。

《楚水风物》是刘仁前于1993年出版的
一部散文集。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它是
在城镇记忆的迷宫中重建起来的可贵读本。
这个读本是刘仁前对往昔楚水风物的记忆书
写，同时这样的书写又是“在场”式的。更具体
地说，这个读本书写的城乡经验距离处在文
本创作中的刘仁前并不久远。如此就有效避
免了城乡经验的“时间风蚀”，使得刘仁前笔
下静静流淌的乡情，尽可能地实现了文学创
造本身所要求的“以历史理性求真”。

《楚水风物》主要从事的“工作”，其实是
对一地风物的集中书写。这里的“地”，即楚
水，也就是作者的家乡兴化。兴化，古时属楚
地，境内河荡港汊密布，故得名楚水。而“风
物”，主要是指兴化的风景和物产。由此可见，
相比建构气象恢弘的乡村世界，刘仁前更期
待的是对城乡世界中众多微小的“物事”作一
次清楚的回望。而这“一次清楚的回望”，更像
是刘仁前对自身乡村经验的一次集中梳理。
可以确认，在整个乡土文学的视阈中，不管作
家要反映什么样的乡土主题，选择什么样的
表达方式，作家都必须对自身所要描写的乡
土内容持有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要想在文
本中记写数量众多的“真实鲜活”的“楚水风
物”，刘仁前必须具有丰富的城乡经验。这些
丰富的城乡经验内化到文本中，就表现为一
种经验自信。

就创作的客体而言，这种“经验自信”是
内隐在文本所记写的“菱”“高瓜”“河蚌”“毛
鱼”“麻雀”“野鸭”“糖团”“春卷”“连根菜”等
63件物事之中的。刘仁前通过对这些物事的

“味道”与“趣味”的话语呈示，不断地将读者
引向记忆中的城乡世界，使得储存于读者内
心深处久远而深刻的乡村“印象”不断地得以
重现。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既会因“旧经验”的
重温而快适，也会因期待视野得以丰富补充
而欣慰。对读者而言，这种愉悦的阅读感受，
正是检验自身阅读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意味着，作为文学创造活动主体的作家，在
文本中要尽可能地创造“熟悉又陌生”的文本

内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作家注入
文本中的“作家经验”，要能覆盖读者的某些

“日常经验”，以便更好地回应读者在审美和
“知识”获取上的双重期待。

处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刘仁前似乎很清
楚这一点，因此他通过诗文引用、典籍摘录等
手段，努力将“物”的历史文化关联不断地纳
入到对“物”的阐释和议论之中，从而达到丰
富文本知识性的目的。如在首篇《菱》一文中，
开篇由夏季河面菱蓬横铺之景，作者引用宋
代杨万里“菱荇中间开一路，晓来谁过采菱
船”加以描绘，自然而贴切。后解释“菱角”之

“菱”，引用李时珍《本草纲目》短语说明。中间
写女子采菱场景，先引刘禹锡《采菱行》，以

“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言尽采
菱的快乐。再由《采菱行》上溯到南北朝徐勉
的《采菱曲》，“采采不能归……预以心相许”，
写出了少女的相思。”这样的“做法”在《楚水
风物》中几乎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在写及物
事之味时，刘仁前在文本中还多次引读了汪
曾祺的散文《故乡的食物》、梁实秋的《雅舍谈
吃》、袁枚的《随园食单》等文籍中的关联语
段，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互文效果。如在《螺螺》
一文中，刘仁前直接引用了汪曾祺《故乡的食
物》中吃“螺螺”的一段文字，将家乡吃“螺螺”
的细节与汪“文”相比照，并以此为原点不断
地向外“抛物”。

由此可见，刘仁前并不想《楚水风物》成
为一本单纯的饱含怀乡情愫的散文集，个人
性的直接呈示不是他的“目标”。他更关注的
是，能否赋予文本一定的文化内涵，能否在文
本中完成某些知识性的建构。事实证明，他的
这些有意为之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楚水
风物》一方面呈现出了知识性与艺术性相统
一的文本特征，另一方面还意外生成了一种

“有意味的写作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
或许正是刘仁前所期待的。

从整体来看，《楚水风物》所立足的文学
地标兴化，正是典型的城乡混合地带，实际上

也是里下河文学版图的一部分。在当下，经过
多年发展的里下河文学，因内在的文学共同
性，它的流派特征已初步显现，总的来说，就
是恬淡冲和，内敛中庸。从地理上看，里下河
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

“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这种独特的地质地
貌，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水”“土”交融的文化
品格。“作为苏北水乡的里下河，同时有着丰
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
一地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

‘土’的精神，在文字中则表现为一种刚柔并
济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
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
又绽放出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
姿。”当这种“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自然
内化到该地域作家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
明显的里下河特色。但这种特色归根结底只
是对其共同性的一种概括，而以共同性归纳
起来的里下河文学也有它的差异性。就散文
而言，这种差异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奠基者、老一代作家
的杰出代表汪曾祺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兴化
更为丰富，他的散文始终沉静于他的个人气
质：恬静、散淡、安详。因而，在现有的批评话
语中，对其气质的勾勒也多围绕着名士风度、
蔼然仁者等角度来展开。他的散文作品多以
宽阔浑厚的文人视角表现和谐的、本真的、有
滋味的生活面相。当然，这其中也蕴藉了诸多
庞杂的人生况味。而文笔师从汪曾祺的刘仁
前，他的选材、句式、笔法确有汪氏的影子，但
与汪氏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看重情感的直
接表达。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方式，在《楚
水风物》中多是叙述之外的“简笔”。如《豆腐
干·豆腐皮》一文，刘仁前回忆母亲做的青菜
头烧豆腐皮儿，“青青白白，赏心悦目，豆腐皮
儿和青菜头，都味鲜无比，让我不能停箸。那
馋相，让母亲好开心哦”。再如《田鸡》篇，为田
鸡诉苦，“这些田鸡，即是他人所宰杀，买下吃
了，在多数人想来，倒也心安理得。只是，田鸡
的命不免有些苦了”。这些由现实发源的真切
的抒情，与汪曾祺作品中平淡的、隽永的、田
园牧歌式的慨叹，有些许的不同，基本上可以
看作是主观抒情与客观抒情的差别。

在里下河作家群中，长于城乡书写的当
然不惟刘仁前。毕飞宇早期代表作《玉米》
《玉秀》《玉秧》以及长篇小说《平原》书写了
广袤的苏北农村，而获得茅奖的长篇小说
《推拿》则又对城市里的盲人这一特殊群体
进行文学的观照，浓墨重彩、细致入微地讲
述了隐匿在城市边角的精彩故事。鲁敏早期
的书写苏北乡村的“东坝”小说引起了较为
广泛的关注之后，她很快又转向了对城市小
人物的塑造，对他们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和
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进行深耕细作。我
们有理由期待，里下河流派的城乡书写应该
更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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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书写城乡书写””的里下河经验的里下河经验
——从刘仁前散文集《楚水风物》谈起 □叶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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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纵览里下河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纵览里下河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
我们发现我们发现，，乡土精神作为里下河文学的乡土精神作为里下河文学的
主题内涵主题内涵，，完成了一个由内涵确定完成了一个由内涵确定、、发发
展展、、丰富丰富、、裂变与重塑的过程裂变与重塑的过程，，而这一过而这一过
程程，，竟然非常自然地契合了中国半个多竟然非常自然地契合了中国半个多
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

乡土精神乡土精神，，从内涵的确定性上讲从内涵的确定性上讲，，
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一是对
乡土乡土、、乡井来自骨血的爱恋与坚守乡井来自骨血的爱恋与坚守，，二二
是对乡土文明与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是对乡土文明与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赞赞
赏赏，，三是对乡土精神的真三是对乡土精神的真、、善善、、美的文学美的文学
描写描写，，四是对乡土精神衰败与农业文明四是对乡土精神衰败与农业文明
凋零的无尽感伤与挽救凋零的无尽感伤与挽救，，五是对农耕文五是对农耕文
明失落的诗性化回望明失落的诗性化回望、、乌托邦式的重构乌托邦式的重构
以至乡土精神的重塑以至乡土精神的重塑。。

具体到里下河这一特定的地域具体到里下河这一特定的地域，，乡乡
土精神还须有其特定的内涵土精神还须有其特定的内涵。。

从里下河文学的滥觞之作看从里下河文学的滥觞之作看，，汪曾汪曾
祺的作品中祺的作品中，，透着抒情诗般的恬淡宽透着抒情诗般的恬淡宽
厚厚，，他着力描写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他着力描写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
以贴近观察的姿态生活又从较远距离以贴近观察的姿态生活又从较远距离
旁观冷静地思索旁观冷静地思索，，作品中洋溢着一种罕作品中洋溢着一种罕
见的超然与达观见的超然与达观。。他的小说里很大一部他的小说里很大一部
分只取一人一事分只取一人一事，，或奇艺或奇艺，，或怪癖或怪癖，，或妙或妙
语语，，或劣行或劣行，，例如例如《《故里三陈故里三陈》《》《受戒受戒》》等等
作品作品，，摇曳多姿摇曳多姿，，平实中见奇崛平实中见奇崛，，和谐中和谐中
见丰富见丰富。。汪曾祺曾言汪曾祺曾言：：““风俗是一个民族风俗是一个民族
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因而因而，，他的作品里他的作品里
所显示出的乡土精神所显示出的乡土精神，，往往与里下河地往往与里下河地
区的风俗人情区的风俗人情、、自由恬淡的天性紧密联自由恬淡的天性紧密联
系在一起系在一起。。这也因此确定了里下河文学这也因此确定了里下河文学
中乡土精神的基本内涵中乡土精神的基本内涵。。

此外此外，，汪曾祺夫子自道汪曾祺夫子自道：：““我所追求我所追求
的不是深刻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这是一个作家
的气质所决定的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不能勉强。。””但其小说但其小说
中也自有金刚怒目的气概中也自有金刚怒目的气概。。像像《《大淖纪大淖纪
事事》》中写锡匠们上街游行中写锡匠们上街游行：：““没有旗子没有旗子，，
没有标语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
来副锡匠担子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
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但是非常严肃。。
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种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与请愿方式这种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与请愿方式，，其其
实也是里下河乡土精神中的重要内涵实也是里下河乡土精神中的重要内涵。。这种抗争这种抗争
意识意识，，在后起的作家作品中随处可见在后起的作家作品中随处可见。。

乡土精神中的哲学内涵乡土精神中的哲学内涵，，也因汪曾祺的作品也因汪曾祺的作品
而得到了确立与成型而得到了确立与成型。。一般说来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人们都认为，，儒儒
释道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的不刊释道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的不刊
之论之论。。这种儒释道相互渗透也注定了汪曾祺作品这种儒释道相互渗透也注定了汪曾祺作品
中有着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有着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而这也恰恰是后而这也恰恰是后
起的作家一直处于矛盾与纠结而无法解决的困起的作家一直处于矛盾与纠结而无法解决的困
惑惑。。当然当然，，困惑的存在困惑的存在，，方显出一种精神态的成熟方显出一种精神态的成熟
与丰富与丰富。。

此外此外，，追求生命的自由追求生命的自由，，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
和谐和谐，，并借此达成作品对底层的关爱并借此达成作品对底层的关爱、、对人性的抚对人性的抚
摸摸，，以及对我们民族深情的热爱和赞美以及对我们民族深情的热爱和赞美，，也自然是也自然是
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的重要内涵和最高境界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的重要内涵和最高境界。。而这而这
一境一境界界，，构成了独特的汪曾祺文学胎记构成了独特的汪曾祺文学胎记，，并成为里下并成为里下
河河文学乡土精神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和价值追求文学乡土精神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和价值追求。。

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无论是汪氏自身的作品无论是汪氏自身的作品，，还是后来还是后来
者的作品者的作品，，随处可见这一精神境界的驱遣与作用随处可见这一精神境界的驱遣与作用。。

二二
曾有论者认为曾有论者认为，，上溯至上溯至3030年前的文学作品年前的文学作品

中中，，我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根脉上都是农民形我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根脉上都是农民形
象象，，即便是官员即便是官员、、军人军人、、各种职业群体各种职业群体，，无不是穿着无不是穿着
不同衣服的农民不同衣服的农民，，从骨血及精神底色上从骨血及精神底色上，，都无法摆都无法摆
脱脱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人物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人物
身上烙下的印记身上烙下的印记。。但是但是，，情形从本世纪开始有了情形从本世纪开始有了
转变转变，，真正的农民群体已经渐次萎缩真正的农民群体已经渐次萎缩，，特别是新特别是新
人形象的诞生人形象的诞生，，因而因而，，真正的乡土精神已经成为真正的乡土精神已经成为
稀有品种稀有品种。。

因而因而，，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呈现出两极化发里下河文学乡土精神呈现出两极化发
展的状态展的状态，，且在传统乡土精神的传承中也呈现出且在传统乡土精神的传承中也呈现出
更其丰富丰满的精神状态更其丰富丰满的精神状态。。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在里下河文在里下河文
学作品中学作品中，，对于从汪氏作品继承而来的乡土精神对于从汪氏作品继承而来的乡土精神，，
以及由这片广袤的平原所包有的乡土精神的底以及由这片广袤的平原所包有的乡土精神的底
蕴蕴，，不但没有式微不但没有式微，，反而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出少有反而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出少有
的繁荣的繁荣。。更为可贵的是更为可贵的是，，无论作家群体的代际嬗变无论作家群体的代际嬗变
与更迭与更迭，，里下河作家群对乡土精神的讴歌与追寻里下河作家群对乡土精神的讴歌与追寻，，
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停止过，，且因为时代的进步且因为时代的进步，，作家在反观作家在反观
这片土地及创作过程中这片土地及创作过程中，，赋予了里下河文学中乡赋予了里下河文学中乡
土精神以新的内涵土精神以新的内涵。。譬如譬如，，作家更注重水的意象的作家更注重水的意象的
营造及以水润德营造及以水润德、、随物赋形等哲学内涵的开掘随物赋形等哲学内涵的开掘。。更更
其突出其突出““水水””这一意象所具有的诗意这一意象所具有的诗意，，是当下里下是当下里下
河文学作品中一个非常显见的标志河文学作品中一个非常显见的标志。。““水水””孕育了孕育了
里下河文明里下河文明，，也形成了里下河人与也形成了里下河人与““水水””难分难解难分难解
的文化品格的文化品格，，细腻细腻、、温婉温婉、、节制节制、、冲淡冲淡。。““水水””成为里成为里
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内涵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内涵，，也成为影响也成为影响
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汪曾祺写水汪曾祺写水，，胡石言胡石言
写秋雪湖的水写秋雪湖的水，，毕飞宇写乌金荡毕飞宇写乌金荡、、大纵湖的水大纵湖的水，，刘刘
仁前则想象出一个香河之水仁前则想象出一个香河之水，，苦苦经营了数十年苦苦经营了数十年。。
刘春龙的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乡村捕钓散记》》专注于渔事与水上文化专注于渔事与水上文化
的构建的构建，，吟唱着一曲关于水的船歌吟唱着一曲关于水的船歌、、渔歌渔歌。。刘春龙刘春龙
的的《《垛上垛上》》进一步描画出水上生活进一步描画出水上生活，，并因此而构建并因此而构建
了文学史上一种特定的人物形象了文学史上一种特定的人物形象““垛上人垛上人””，，填补填补
了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空白了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空白。。

与刘春龙的与刘春龙的““垛上人垛上人””形象相似形象相似，，共同成为里共同成为里
下河文学人物画廊重要的形象的下河文学人物画廊重要的形象的，，是由刘仁前打是由刘仁前打
造出的造出的““香河香河””。。刘仁前以写活了这条名叫香河的刘仁前以写活了这条名叫香河的

河流而奠定了香河作为母亲人物形象的河流而奠定了香河作为母亲人物形象的
重要内涵重要内涵，，香河的历史香河的历史，，香河的记忆香河的记忆，，香香
河对香河儿女的哺育河对香河儿女的哺育、、淘洗淘洗、、熔铸与精神熔铸与精神
再造再造，，香河儿女对香河的反哺香河儿女对香河的反哺，，完美诠释完美诠释
了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乡土精神内的乡土精神内
涵涵。。笔者曾论及香河因此成为一种重要笔者曾论及香河因此成为一种重要
的文学标志与文化图标的文学标志与文化图标，，也是基于这样也是基于这样
的文学逻辑的文学逻辑。。

此外此外，，以以““温润与温暖温润与温暖”“”“悲悯与叩悲悯与叩
问问”“”“抗争与坚守抗争与坚守”“”“原乡原乡”“”“离乡离乡”“”“返乡返乡””

““失故乡失故乡””等主题等主题，，相继出现在作家的作相继出现在作家的作
品中品中，，成为新的文学标签成为新的文学标签，，重新改写了里重新改写了里
下河文学乡土精神的内涵下河文学乡土精神的内涵，，这些应时而这些应时而
生的文学主题生的文学主题，，也可以说是对里下河文也可以说是对里下河文
学中乡土精神的再造与重新界定学中乡土精神的再造与重新界定。。如毕如毕
飞宇的飞宇的《《平原平原》《》《玉米玉米》，》，费振钟费振钟、、王干王干、、刘刘
春龙春龙、、李明官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李明官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以以
及曹文轩的及曹文轩的《《草房子草房子》、》、朱辉的朱辉的《《白驹白驹》、》、庞庞
余亮的余亮的《《薄荷薄荷》、》、顾坚的顾坚的《《元红元红》、》、胡石言的胡石言的
《《秋雪湖之恋秋雪湖之恋》、》、夏坚勇的夏坚勇的《《秋韵秋韵》》等等，，均可均可
看成是新的乡土精神的文学演绎看成是新的乡土精神的文学演绎。。

值得一提的还有李明官的值得一提的还有李明官的《《范家村范家村
手札手札》，》，从容不迫从容不迫、、浅吟低唱浅吟低唱，，在追求古在追求古
风之中颇有中国小品散文的语言神韵风之中颇有中国小品散文的语言神韵，，
再一次为当下里下河文学的乡土精神再一次为当下里下河文学的乡土精神
回望的品质定格回望的品质定格。。李明官以生于斯长于李明官以生于斯长于
斯离于斯而常常回于斯的范家村着笔斯离于斯而常常回于斯的范家村着笔，，
写这个村落的一草一木写这个村落的一草一木、、坝头河坎坝头河坎、、沟沟
沿渠畔沿渠畔、、柳花柳花、、晚饭花等近乎天籁的古晚饭花等近乎天籁的古
朴乡风朴乡风，，写出了范家村闭塞的写出了范家村闭塞的、、极具原极具原
生态的血肉生态的血肉、、灵魂灵魂、、语言语言、、物事物事，，但李明但李明
官以立足大地官以立足大地、、恭敬乡梓的姿态恭敬乡梓的姿态，，那种那种
雅致雅致，，那种对先民的回望那种对先民的回望，，那种对乡土那种对乡土
的眷恋和对逝去的乡村的眷恋和对逝去的乡村““风景风景””的讲的讲述述，，
从另一个侧面从另一个侧面，，描画出了一种令人感动描画出了一种令人感动
而感伤的乡土文化与乡土精神的悄然改而感伤的乡土文化与乡土精神的悄然改
变与失落变与失落。。

三三
接续李明官散文中所流露出的失落接续李明官散文中所流露出的失落

与感伤与感伤，，我们发现我们发现，，里下河文学中乡土精里下河文学中乡土精
神所具有的失落与感伤神所具有的失落与感伤，，在另一批作品在另一批作品
中得到了更其充分的体现中得到了更其充分的体现。。

这种因里下河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因里下河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
所产生的失落与感伤所产生的失落与感伤，，某种意义上某种意义上，，是因是因

为里下河生态出现了三种巨大改变为里下河生态出现了三种巨大改变：：一是人们的一是人们的
生存依托已经从水上转到岸上生存依托已经从水上转到岸上，，““垛上人垛上人””已经彻已经彻
底消失底消失；；二是交通方式已经抛弃了过去的船运二是交通方式已经抛弃了过去的船运，，从从
而产生的时间感觉也迥异从前而产生的时间感觉也迥异从前；；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地质地质
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原先的河网密布原先的河网密布、、小桥流水小桥流水、、
港汊纵横交错的生态港汊纵横交错的生态，，在当下已经完全改变在当下已经完全改变，，使里使里
下河人出现了一种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下河人出现了一种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伴随着伴随着
这种陌生感而来的这种陌生感而来的，，则更多是融入现代化发展中则更多是融入现代化发展中
的愉悦和感伤的愉悦和感伤。。伴随着这种改变的伴随着这种改变的，，则是里下河人则是里下河人
新的情感状态与精神状态新的情感状态与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传统的乡土传统的乡土
精神精神，，已经随着里下河生态的改变而必然面临改已经随着里下河生态的改变而必然面临改
写的命运写的命运。。

当然当然，，作家们是敏感的作家们是敏感的，，特别是那些走出的作特别是那些走出的作
家家，，已经敏锐地将笔触伸向现代城市文明与高科已经敏锐地将笔触伸向现代城市文明与高科
技文明的领域技文明的领域，，书写出一种失去故乡背景下的人书写出一种失去故乡背景下的人
世悲欢与沧桑巨变世悲欢与沧桑巨变。。即便是本土作家即便是本土作家，，像谷怀在像谷怀在
《《南瓜花南瓜花》》这部长篇小说里这部长篇小说里，，虽然以极具乡村文明虽然以极具乡村文明
的意象作为作品的线索的意象作为作品的线索，，但最终却以主人公抛弃但最终却以主人公抛弃
故土故土、、离开乡井收尾离开乡井收尾，，因而极具象征色彩且意味深因而极具象征色彩且意味深
长长。。其他作家如毕飞宇的其他作家如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地球上
的王家庄的王家庄》、》、朱辉的朱辉的《《暗红与枯白暗红与枯白》《》《七层宝塔七层宝塔》》则非则非
常及时地以自己的笔触描写了断裂时期的乡土精常及时地以自己的笔触描写了断裂时期的乡土精
神所遭遇的尴尬神所遭遇的尴尬。。

还有像刘仁前的还有像刘仁前的《《浮城浮城》《》《残月残月》、》、曹学林的曹学林的《《船船
之魅之魅》、》、刘春龙的刘春龙的《《垛上垛上》、》、鲁敏其大部分以东坝为鲁敏其大部分以东坝为
背景的中短篇佳作如背景的中短篇佳作如《《白衣白衣》《》《逝者的恩泽逝者的恩泽》》等作品等作品
中饱含着对往昔里下河生活形态的诗意的追念与中饱含着对往昔里下河生活形态的诗意的追念与
感伤感伤，，其作品的主要精神内涵一方面仍然有对乡其作品的主要精神内涵一方面仍然有对乡
土精神的回望与坚守土精神的回望与坚守，，但另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却有浓重的失却有浓重的失
落与对前路的迷惘落与对前路的迷惘。。

然而然而，，继起的青年作家如费滢滢继起的青年作家如费滢滢、、庞羽庞羽，，则以则以
““8080后后”“”“9090后后””作家的标签作家的标签，，实现了与过往农耕生实现了与过往农耕生
活与农耕文明的彻底断裂活与农耕文明的彻底断裂，，从而走上了另一条里从而走上了另一条里
下河文学生态之路下河文学生态之路。。当然当然，，她们及她们所代表的代她们及她们所代表的代
际际，，特别是庞羽的创作特别是庞羽的创作，，我们也只能认定其写作仍我们也只能认定其写作仍
然是里下河生态性质的文学然是里下河生态性质的文学，，不是她们改变了不是她们改变了，，是是
里下河的文学生态改变了里下河的文学生态改变了。。

而里下河文学生态的改变而里下河文学生态的改变，，势必带来乡土精势必带来乡土精
神内涵的新的附加增殖神内涵的新的附加增殖，，而这样的增殖内涵究竟而这样的增殖内涵究竟
是什么是什么，，作家们一方面在拭目以待作家们一方面在拭目以待，，一方面则以自一方面则以自
己的作品在力图演绎与构建己的作品在力图演绎与构建。。

我们所能预知的我们所能预知的，，是乡村生产经营模式的巨是乡村生产经营模式的巨
大变化大变化、、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
人性的挣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由此带来的由此带来的
新的躁动新的躁动，，新的价值观念的艰难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艰难形成，，会使里下河会使里下河
文学注入新的内涵文学注入新的内涵。。如沙黑的如沙黑的《《瞬间难归瞬间难归》》写出了写出了
新的乡村社会空巢化的危机新的乡村社会空巢化的危机，，而朱辉的而朱辉的《《七层宝七层宝
塔塔》》则反映了在当下社会变化中价值观的变化则反映了在当下社会变化中价值观的变化，，农农
民面对现实的茫然和无奈的抉择民面对现实的茫然和无奈的抉择、、人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
陌生与疏离陌生与疏离。。

正像有论者论及的正像有论者论及的，，里下河许多作家在回望里下河许多作家在回望
从前的时候从前的时候，，感觉到更得心应手感觉到更得心应手，，而现在及将来而现在及将来，，
作家们的责任与良知作家们的责任与良知、、道德感与文学场域的建立道德感与文学场域的建立，，
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理想的落地与诗学乌托邦文学理想的落地与诗学乌托邦
的构建与重塑的构建与重塑，，都将是我们这个高度智能化的时都将是我们这个高度智能化的时
代所要遭遇的沉重话题代所要遭遇的沉重话题，，当然也是里下河作家们当然也是里下河作家们
所要面对的困境所要面对的困境。。

时代不可逆转时代不可逆转，，我们也无法回到从前我们也无法回到从前，，这正昭这正昭
示着里下河文学在乡土精神的重塑方面任重道远示着里下河文学在乡土精神的重塑方面任重道远。。

之所以从中国散文传统进入之所以从中国散文传统进入““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研究研究，，是因是因
为我们发现为我们发现，，关于关于““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的所有言说的所有言说、、论述论述、、演绎都演绎都
离不开汪曾祺与中国散文传统观离不开汪曾祺与中国散文传统观。。无论是无论是19861986年年《《汪曾祺汪曾祺
自选集自选集》》还是还是19881988年的年的《《蒲桥集蒲桥集》，》，汪曾祺先生在自序中都汪曾祺先生在自序中都
明确提到明确提到：：““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
统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看来所有的人看来所有的人
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不接受民族
传统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汪曾祺言说的汪曾祺言说的““传统传统””，，有评有评
论家区分为论家区分为““旧传统旧传统””和和““新传统新传统””，，认为汪曾祺以自己的方认为汪曾祺以自己的方
式式、、于于““断裂断裂””之处之处““联系联系””了了““文学遗产文学遗产””。。那么那么，，汪曾祺散文汪曾祺散文
继承的继承的““旧传统旧传统””和和““新传统新传统””到底是什么传统到底是什么传统？？汪曾祺散文汪曾祺散文
传统的双重面影暗合了什么散文范式传统的双重面影暗合了什么散文范式？？这种散文范式又是这种散文范式又是
如何深远地影响乃至覆盖了当下如何深远地影响乃至覆盖了当下““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创作创作？？这些这些
疑难疑难，，需要我们作家和评论者作出必要的评估与判断需要我们作家和评论者作出必要的评估与判断。。

确切地说确切地说，，中国散文从先秦诸子中国散文从先秦诸子、、到两汉史传到明清散到两汉史传到明清散
文文，，一直一直沿着两条路径前进沿着两条路径前进。。一条是一条是““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散文传统的散文传统，，
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立意为宗立意为宗”“”“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家国情家国情
怀怀””构成了散文传统的要义构成了散文传统的要义，，也确认了社会功用在中国传统也确认了社会功用在中国传统
散文中的精神价值散文中的精神价值。。另一条是追求个性和言志的抒情散文另一条是追求个性和言志的抒情散文，，
强调散文的感情性和心灵性强调散文的感情性和心灵性，，指向中国散文内在的审美感指向中国散文内在的审美感
知知。。汪曾祺散文继承的汪曾祺散文继承的““旧传统旧传统””，，从时间上指向明清从时间上指向明清，，对象上对象上
锁定了张岱和龚定庵锁定了张岱和龚定庵，，而张岱和龚定庵又分别代表了两种文而张岱和龚定庵又分别代表了两种文
风状态和人风状态和人格品质格品质。。陈平原在陈平原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著作著作
中分析过张岱的为人与为文中分析过张岱的为人与为文，，以为以为““闲适闲适””不只是士大夫文人不只是士大夫文人
的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审美抒情的意绪更是一种审美抒情的意绪。。张岱散文承接着晚明张岱散文承接着晚明

““公安派公安派””的的““独抒性灵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拘格套””，，有着以有着以““闲适风闲适风””为特征的为特征的
士大夫人格士大夫人格。。而龚定庵作为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而龚定庵作为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深刻介入与深刻介入与
批判着清王朝现实批判着清王朝现实，，从政治功利性方面完成了从政治功利性方面完成了““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的
传统表达传统表达。。后来梁启超在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术概论》》中定论过中定论过，，““晚清晚清思思
想之解放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自珍确与有功焉””，，可以看作是龚定庵散文可以看作是龚定庵散文““载道载道
论论””的精神确认的精神确认。。换句话说换句话说，，理论上理论上，，汪曾祺散文继承的汪曾祺散文继承的““旧传旧传
统统””高度吻合了中国散文传统的抒情闲适与载道功用高度吻合了中国散文传统的抒情闲适与载道功用。。

而中国现代文学而中国现代文学，，因为个体因为个体““人人””的发现和的发现和““人人””的本体的本体
矛盾矛盾，，““五四散文五四散文””彰显了多元复杂的审美形态彰显了多元复杂的审美形态。。周作人散文周作人散文
既有冲淡平和的既有冲淡平和的““隐士隐士””闲话闲话，，也有浮躁凌厉的也有浮躁凌厉的““叛徒叛徒””批判批判；；
鲁迅散文既有鲁迅散文既有《《野草野草》》的的““独语体独语体””，，也有也有《《朝花夕拾朝花夕拾》》的的““闲话闲话
风风””，，更有杂文的更有杂文的““载道论载道论””。。汪曾祺说大概继承了汪曾祺说大概继承了““五四散五四散
文文””的传统的传统，，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理论上大概承继了闲话他在理论上大概承继了闲话

风风、、独语体独语体、、载道论这三种散文范式载道论这三种散文范式，，但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但在散文创作的实践
现场现场，，我们更多读到的是士大夫文人抒情传统的闲适我们更多读到的是士大夫文人抒情传统的闲适，，而这而这
些士大夫文人的闲适风也成为些士大夫文人的闲适风也成为““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创作的主流形创作的主流形
态与艺术范式态与艺术范式。。

许多作家许多作家、、评论家评论家、、学者学者从里下河从里下河““地理地理””层面对汪曾层面对汪曾
祺祺、、汪曾祺散文及其抒情范式做过言说汪曾祺散文及其抒情范式做过言说。。毕飞宇认为汪曾祺毕飞宇认为汪曾祺
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和士大夫气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和士大夫气，，毫无疑问也是毫无疑问也是
里下河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拥有的里下河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拥有的；；徐可认为里下河文徐可认为里下河文
学的学的““恬淡恬淡、、内敛内敛、、温和温和、、中庸中庸””特征和里下河地区的地理特特征和里下河地区的地理特
征及人群性格密切相关征及人群性格密切相关；；费振钟费振钟、、刘仁前刘仁前、、庞余亮庞余亮、、周卫彬等周卫彬等

““土生土长土生土长””的里下河人对里下河共生性体验的表达的里下河人对里下河共生性体验的表达，，既包既包
涵着社会人文的地理涵着社会人文的地理，，也是经验的累积和感觉的留存也是经验的累积和感觉的留存。。某种某种
意义上意义上，，汪曾祺开创了汪曾祺开创了““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抒情传统并由他自己抒情传统并由他自己
走向了成熟走向了成熟，，他的散文创作范式几乎投射在大部分他的散文创作范式几乎投射在大部分““里下河里下河
散文散文””作家作品中作家作品中，，对此对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如如
费振钟费振钟、、夏坚勇夏坚勇、、王干王干、、徐可徐可、、汪政汪政、、刘仁前刘仁前、、庞余亮庞余亮、、刘春龙刘春龙、、
贾梦玮贾梦玮、、王尧王尧、、毕飞宇毕飞宇、、李明官李明官、、陈社陈社、、姚正安姚正安、、阙雅萍阙雅萍、、何洪何洪、、
周荣池周荣池、、吴光辉吴光辉、、赵日超赵日超、、苏宁苏宁、、徐霞徐霞、、王三宝王三宝、、杨守松杨守松、、海马海马
等等，，今年颁布的今年颁布的““文学名家散文文学名家散文””1616部部、、获省级以上重要散获省级以上重要散
文奖项作品文奖项作品1010部部、、具有里下河风格特点及有较大影响作品具有里下河风格特点及有较大影响作品
2211部部，，可以看作是我们可以看作是我们““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研究的重要视窗研究的重要视窗。。

当然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现象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现象。。中国散文中国散文
传统不只有抒情传统传统不只有抒情传统，，““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传统也是重的知识分子传统也是重
要一脉要一脉。。以思想争锋见长以思想争锋见长，，深刻介入时代现场深刻介入时代现场，，对时代痼疾对时代痼疾
做批判与反省做批判与反省，，对被遮蔽的真实做理性诉求与自我审视等对被遮蔽的真实做理性诉求与自我审视等
等等，，这一脉文风这一脉文风，，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先生““旧传统旧传统”“”“新传统新传统””理论版中都理论版中都
有强调有强调，，但在先生的创作中被有意无意淡化了但在先生的创作中被有意无意淡化了，，我们新时代我们新时代
的里下河新生力量们的里下河新生力量们，，是否可以在传承是否可以在传承““汪派遗风汪派遗风””的基础的基础
上上，，为我们为我们““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开辟新的疆域开辟新的疆域。。

当然当然，，我们讨论我们讨论““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与中国传统散文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散文的关系，，
不是一定要把不是一定要把““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强塞入中国传统散文的二元模强塞入中国传统散文的二元模
式并进行等量切割式并进行等量切割。。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是希望通过““追本溯源追本溯源””的思考的思考，，
能够更优化地稳定和拓展能够更优化地稳定和拓展““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地域意义地域意义、、文化意文化意
义义、、社会意义的文学空间社会意义的文学空间，，能给在时代行进中不断求新能给在时代行进中不断求新、、求求
进的进的““里下河散文里下河散文””一点思想的整理和可能的建议一点思想的整理和可能的建议。。在批量在批量
制造文学的新世纪时代制造文学的新世纪时代，，读什么早不是一个问题读什么早不是一个问题，，什么能让什么能让
人沉潜着去读才是问题人沉潜着去读才是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相信，，那些后来被称为经典那些后来被称为经典
的篇章的篇章，，终是因着某种恒定的精神终是因着某种恒定的精神，，而穿过了时间的浩淼而穿过了时间的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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