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责任编辑：王 觅 电话：（010）65389023 电子邮箱：wybshuxiang@163.com 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书 香

■聚 焦

﹃﹃
非
虚
构

非
虚
构
﹄﹄
与与
《《
张
竞
生
传

张
竞
生
传
》》
意
义
的
阐
释

意
义
的
阐
释

□□
吴
周
文

吴
周
文

从整体上呈现从整体上呈现2020年来散文美学的变化年来散文美学的变化
□□张张 莉莉 李晓晨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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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难中追求光明
————读读《《追光者追光者————郇华民与十所学校郇华民与十所学校》》 □□刘明真刘明真

“非虚构”文学正式走入中国读者的文化视野后，诞
生了一大批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中，张培忠的《文妖与先
知：张竞生传》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非虚构”作品。《张
竞生传》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在“非虚
构”创作机制中坚守着、代表着这一思潮的创新理念。

21世纪的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
转型的阶段。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直面时代与直面万
事万物的秘密而还原本质和真相，是当下普泛的社会
心理，也是广大读者的人文诉求。穷尽“真相”并解密

“本质”，成为“非虚构”文学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唯其真
实，“非虚构”写作便成为时代一种写作的“力量”。《张
竞生传》的作者张培忠，正是坚守“非虚构”文学的责任
与使命，对传主张竞生进行了一次从“文妖”到“先知”
解密性的“翻案”。

众所周知，历史上张竞生因其策划、编辑、出版《性
史》一书，顿生事端，落得一身洗不掉的骂名，被扣上

“神经病”“卖春博士”“性学博士”的诨号，为世俗社会
所不容。尽管李敖曾经计划为张竞生翻案并立传，可他
没有实施他的写作计划。而最终真正为张竞生翻案、解
密其一个“真实”张竞生的，是张培忠。应该说，张培忠
的选题是一次文学的冒险。由于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
对“性”话题的封闭，“性”的科学启蒙与“性”的知识教
育是被禁忌的。张培忠敢于涉及“性”话题，而且是为现
代中国“性学”第一人的张竞生立传并翻案，这是对“假
道学”文化陋习进行的反叛，是置个人荣辱于不顾的文
化批判，无疑是需要胆识、勇气和冒险精神的。近一个
世纪之前，“孤独的寻梦人”因《性史》而颓然倒下，而今
《张竞生传》的作者却也敢于站起来“孤独寻梦”，敢于
“吃螃蟹和吃蜘蛛”，用不着等到五个世纪之后，就敢于
直面那位“串起了‘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的“失败
者”，将他从故纸堆里捡拾起来，重新在中国文化史上
定位并让其鲜活起来。这充分彰显了“非虚构”作家创
作的前沿性与先锋姿态。

“非虚构”文学作家必须坚守真实性，只有穷尽真
相，才能阐释真相。为此，张培忠“念兹在兹近三十年，
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张竞生传》彰
显的意义在于，必须坚守“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它是
一切“非虚构”作品的灵魂，其绝真值往往是考量一部

“非虚构”作品是否具有文体审美价值的主要依据。此
传还告诉我们，对于解读历史事件与解读人物的传记
文学，其“非虚构”的“在场性”，是另一种形式的“在
场”，虽然不是亲历、临场或者是新闻记者的调查取证，
但张培忠的“在场”，是积累资料、调查取证的“在场”，是爬梳剔抉、去伪存
真的“在场”；作者给我们的启迪是，历史的还原，在于最大化地用资料接
近原始的真实。如果不是穷尽张竞生研究的全部资料，如果不是穷尽传主
一生活动的时空轨迹，包括“一网打尽”人物的日记、书信、自传、作品、报
道、评论以及相关的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等方面的背景资料，
那么，穷尽、钩沉、还原张竞生这个人物的真实，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说到底，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还原，是受作家个人记忆与史料记
忆的局限的。怎么还原？从什么视角还原？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与审美思
想还原？这些又取决于作家的“三观”和审美的艺术理想，最终落实于文本
的操作。从审美理念方面来说，真实与虚构是一个悖论。“非虚构”文学并
不回避真实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虚构”想象。不少作家与评论家都在某种
程度上强调“非虚构”文学可以“虚构”，认为“非虚构与虚构本质上是一种
因果相续、相辅相成的关系”。而笔者认为，不适当地提倡“非虚构”文学

“虚构”，是对真实性原则的动摇与伤害，也是对“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一种
误读与误导。一方面名曰“非虚构”，一方面又提倡“虚构”，一方面提倡“诚
实写作”，一方面又真真假假、真假难辨，呈现这种写作伦理的混乱是可以
理解的。因为，“非虚构”文学是一个新的旗号，理论的建构还必须从创作
实践的经验中进行探索与总结。

《张竞生传》的“诚实写作”经验告诉我们，作者在张竞生及其相关事
件真实性的前提下，用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想象”。从人物生平事迹林林总
总的材料碎片，到“传记”人物的完整呈现，需要经过一系列再造的过程；
作者让传主回到真实人生经历的起点上，进行加工、改造、重构，同时赋予
了“讲故事”的思想意义与文本形态。这个拼贴、组织、加工的“合理想象”，
在本质上不是虚构，而是真实性的“膨化”与文本构成的“细化”的过程。

《张竞生传》中的“合理想象”，有这样几个看点。第一，以人物活动的
时空逻辑顺序，再现人物传奇性与戏剧性的特征，以建构一个“人物+故
事”的叙说框架。第二，注意到人物阶段性活动的历史背景的描述，以整合
过去的相关历史资料，充分地、有声有色地给人物活动进行时代氛围和历
史氛围的烘托性与渲染性描述。第三，文本基本是“讲故事”的小说叙事的
呈现，主要表现为凸显人物对话、补充放大细节、环境气氛的着意渲染，对
此，笔者曾经指称为“假性”虚构。这三方面的特征总体上构成传记小说化
叙事的崭新模式。张培忠充分利用“合理想象”的张力，关于张竞生人生经
历中的叙说，那些添加、渲染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行为动作的细节以及事
件叙说的场合情境，都是顺乎事理逻辑的、符合情理的“想象”，是“合理”
的推想与补写，是在真人真事的“骨架”上，丰富、重构了“人体”有血有肉
的身躯。可见，《张竞生传》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用“假性”虚构充分进
行小说方式的形象思维想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拿传记当小说写”。它的
意义是将“非虚构”的真实性与文本的写实操作，提高并升华到一个新的
量级和高度，即“非虚构”文学“写作技巧优化”的诉求与境界。惟其如此，
一个被历史扭曲的“失败者”、然而又是“成功者”的“先知”张竞生的形象，
才能在纸面上栩栩如生地站立起来。

“非虚构”文学强调“写作技巧优化”，是就整体而言的。“非虚构”写作
除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散文而外，还包括新闻、通讯、专题调查及网络
形式的一些文类。将本来不是文学体裁的文类纳入“非虚构”写作，于是整
体地提高“非虚构”的文学性，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便像传统的、
不太注重文学性的人物传记与作家评传，也就更应该加强“技巧优化”。正
如洪治纲所指出的，“非虚构”写作“限制了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作
力”，“叙事资源无疑是非常有限的”，“作品的艺术性普遍偏弱”。惟其如
此，所谓“写作技巧优化”或“叙述精彩”的诉求，讲的都是“非虚构”写作的
文学性提升。而文学性品位的提升，最终集中表现为文体与文本文学化的
提升。在这方面，《张竞生传》为“非虚构”写作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实验。

作者在“非虚构”思潮中，突破了一般传记常有的文体形式，或者说在
基本保持传记文本形态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学”创新。突出的是
三个方面。首先，因“拿传记当小说写”，故文本呈现上将传统的文史叙事
与小说叙事结合、混搭起来。围绕着传主的行年轨迹，插入了很多富有情节
性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俨然可以当作小说的片段来读。第二，围绕着张竞
生的叙事，常常使用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的手段，使
传统的传记人物叙述的扁平化，演绎为人物刻画的立体化。第三，《张竞生
传》的语言因文学呈现的需要，出现了五彩缤纷的色调，比喻、拟人、象征、
讽刺、渲染、隐喻等修辞，改变了一般传记固有死板的书卷气。历史背景描
述中杂文式的议论，文史叙事中故意插入散文味的“闲笔”，在小说叙事情
节中诗情画意描述的糅合，构成了语言表述的斑驳、绚丽和陌生化形态。
三方面文学技巧元素的融入和整合，使《张竞生传》的传记文体发生了生
动而新颖的变异。作者张扬自我、不守规矩的实验，显然是给“非虚构”写
作诠释了跨体、破体与创新的意义，并昭示着未来人物传记写作很可能发
生类似延展的审美走向。

■百家品书

■三味斋

郇华民是苏北、鲁南地区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和开拓者，自20岁创办刘湾小学开始，他就将全部身
心都投入革命教育事业，并为之奉献奋斗了一生，被人
们高度评价为“大写的教育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之际，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成章、韦庆英的《追
光者——郇华民与十所学校》，通过追溯郇华民所创办
或领导十所学校的艰辛历程，展示了郇华民对革命教
育事业的重要建树、知行合一的道德风范以及对革命
精神的不懈追求。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国乃国民天职。受其父郇恺元
的影响，郇华民自小便深刻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初中
毕业后便决定秉承父训回乡办学，从此便与革命教育
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追溯的过程中，《追光者》充分考虑
到个体生命与时代的关联性，将起伏波折的人物命运
放入社会历史进程中加以考量，并用大量事实告诉读
者，郇华民的革命教育事业是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的。
在列强割据、军阀混战的年代创办乡间小学，传播革命
启蒙思想；在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抗日战争中创办游
击中学，为国家培养输送大量革命人才；在辽沈战役胜
利后临危受命，重建海师辉煌；新中国建立后更是多次
奔走，遵循党的召唤，从医学专科学校到新海连水产专
科学校，为国家培养新青年新人才；直到最后重回海
师，为曾经的副手做副手，为教育事业奉献最后的力
量。值得注意的是，《追光者》不仅仅是简单回顾郇华民
创办学校的艰辛历程，亦注重将郇华民的办学与教育
理念呈现给读者，如重视教师、关注学校的社会责任、
强调学生的实践精神等等。作者将郇华民的这些教育
理念穿插入其办学治学的过程中，书写纵横交错，让我
们得以全面、完整地了解到郇华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在用大量笔墨回顾郇华民革命教育事业生涯的同
时，《追光者》不忘追寻郇华民的精神风骨，让我们可以
随着时光顺流而下，感受郇华民在坎坷人生中所展现
的崇高的道德风范。为办学，郇华民散尽家财，后期更
是将430亩土地、30间房屋全部无偿献给政府；办学
时，郇华民淡泊名利，踏实奋斗，从不争夺名誉地位，而
是甘心做副手，一心办好学校；对学生他关心爱护，对
困难的学生多有帮助，对学校的教师更是十分尊重并
多有帮扶，甚至顶着高压起用了如张国华等有历史问
题却十分优秀的教师；而在“文革”中也是不作伪证，宁
愿受辱也要清白做人。先贤已逝，但先辈们的高尚品德
风范却值得后人时刻传颂与铭记。两位作者用朴素而
真诚的语言，沉潜到人性的深度，从郇华民的人生态
度、办学态度、政治态度中探求他内心深处的精神思想，
充分凸显了郇华民作为一个革命教育家的开阔胸襟与

道德风范，对于读者理解郇华民的人格襟怀大有帮助。
此外，郇华民在投身教育事业的同时，坚持理想与

信念的追求亦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郇华民最初从
“三民主义”走上教育之路，后来又从狭隘的自我主义
脱离开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最终立志，要“为共
产主义事业奋斗，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这可以说是
郇华民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无论何时，郇华民内心都
充满了共产主义理想，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生。
虽然曾经在白色恐怖中有过动摇与彷徨，但郇华民从
未放弃对党的信仰与追寻，尤其书中千里寻党的一段
委实令人动容。在与党失去联系后，为了不至于迷失前
进的方向，郇华民组织众人千里寻党，并在寻到党后坦
诚接受党的监督与考验，把党的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
要。《追光者》并未刻意回避这样的彷徨，事实上，正是
由于对这些历史问题的如实书写，才有了书中真实的
普通的郇华民，才更为客观地展现了郇华民坎坷波澜
却又光辉灿烂的一生。

阅读全书，读者能够感到两位作者广博的史学素
养。全书史料详细扎实，考证有理有据。《追光者》是一
部纪实文学，郇华民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必然
不能随意地涂抹书写，而应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
为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郇华民。从阅读中可以看出，两
位作者为此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口述资料及各类
回忆性文章，采访了郇华民的家人、亲朋好友等，曾多
次到郇圩竹墩村、中寨村、沭宿海抗日中学纪念塔等郇
华民工作奋斗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并对书中出现
的事件与人名进行多方证实，争取做到事事有根据。如
书中曾提到，为确定鞠祥礼是否为郇华民的化名，作者
专程前往中寨小学所在地，与当地乡亲多方沟通核实。
书中还大量引述了郇华民的家人、亲朋好友、同事、学生
及他自己的各类回忆性文章，这些材料的大量直接引
述，不仅真实再现了这些历史人物其时的切身感受，也
充分显示了两位作者对郇华民资料极为熟练的把握。此
外，在书写的过程中，两位作者始终秉持着理性公正、尊
重史实的态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秉笔直
书，并不因为涉及某些历史问题而试图跳过，只希望能
呈现给读者一个尽可能还原的历史真相。

书的名字是《追光者》，主人公一生都追求光明，追
求真理与理想，但他同时也是光明的播撒者。他在战火
纷飞的年代积极寻求救国之路，兴办学校，传播革命思
想，将希望与光明播撒入每个人的心中。《追光者》真实
地再现了郇华民的革命教育事业理想与道德风范，成
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教育工作者的形象，确实
是纪实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2020年10月，张莉主编的《我认出了
风暴——二十年中国散文丰美的收获》由
译林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鲍尔吉·原
野、雷平阳、李敬泽、李娟、李修文、刘亮程、
塞壬、张天翼、周晓枫9位优秀散文家的代
表作，在每个人的作品之后，张莉还特意撰
写了“主编的话”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
品。在她看来，这20年来我们所身处的文
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的
是人对世界的认知、判断、表达也都发生了
明显变化，在一些作家的散文中，这样的变
化被忠实、生动地记录和呈现出来，因此，
这些文章既是时代生活的“信史”，是生活
在其中的人的“心灵史”，更是汉语书写的

“变迁史”。
几个月过去，这本书并没有淡出读者

的视野，而是保持着持续的热度。对于读者
来说，他们在其中不断寻找着自己最关注和
渴望的东西，比如人的存在、自然的运转方
式、语言的内涵和外延，等等。这样的阅读经
历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广阔而丰富的世界，让
他们体会到散文切近生活、直抵内心的力
量，更重要的是，感悟到汉语书写的美和力
量。“我因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张莉说，
希望读者可以和她一起辨认出这种风暴。

李晓晨：这本书为什么叫《我认出了风
暴》，你在其中想认出什么呢？

张 莉：《我认出了风暴》是很早以前
就在我心里的一句话，它来自里尔克的诗：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把“激动
如大海”去掉了，因为我想强调个人的感
受、作为编者的主体性。的确是风暴，虽然
在大的散文脉络里，就每位作家而言很难
说是进行了变革，但把这些作品聚在一起，
与以往散文写作风格对比就会发现，美学
风格在变化。

现代文学史上，每隔一段时间，每一种
文体其实都会发生美学裂变，这种裂变能否
留下来或者能否得到文学史的认可，是另外
一回事，但作家们的努力不应该忽视，作为
同时代批评家，也有责任去辨认和关注。当
我有欣喜的发现时，就特别想与读者分享。

李晓晨：这本书收入了 9 位作家的散
文作品，他们中有几位其实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散文家，但在他们的散文里依然有一
种特别动人心魄的力量。为什么要选编这
样一本集子？

张 莉：相对来说，散文其实是更大
众、更亲民，更能和我们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的一种文体，但从阅读和接受美学的角度
来讲，今天纯文学领域里的散文写作并没
有被更广泛的读者接受，我们所读到的大
量散文其实是公众号里流传的鸡汤式散
文。我的意思是，这20年里我们所处的文

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读者特别是
青年一代读者，对近20年来散文的变化是
缺乏了解的。

这几年，我在大学课堂上讲“中国当代
散文作品选读”这门课，同学们对汪曾祺、
孙犁、杨绛、史铁生等的作品都很喜欢，但
对近20年来的散文作家作品是陌生的，这
是我编这个选本的直接原因。当然，坦率
说，我也发现年轻一代对何为好散文的认
知还停留在某种老套、陈旧的标准里，对散
文有刻板印象。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从整体
意义上呈现这20年来散文美学的变化，呈
现当代散文的写作成就，打开新的思路、新
的视角来理解散文写作。我们的文学教育，
说到底也是美学教育，相信年轻读者会从
这本书中看到散文之美的多元，认识到散
文写作其实是有多种方向和可能的。

李晓晨：你刚才说这20年来的散文写
作包括散文的评价标准都发生了非常大的
变化，具体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 莉：简要而言，是散文的话语方式
在发生变革。当我们讲到散文的时候，我们
脑海里会跳出一些名篇，那构成了我们对何
为好散文的前理解。带着这个前理解去读，
就会意识到这9位作家的风格与前辈的写
作风格迥异。比如，刘亮程以一种简而深邃
的方式写下“一个人的村庄”，写下村庄的孤
独，也写下村庄的生机；鲍尔吉·原野用干
净、澄澈的笔触书写草原的日常、草原的灵
性，他以此复活了草原的另一种精神；李娟
则以她天然的清新为我们写下阿勒泰美好、
鲜活的生活，他们笔下的日常生活刷新了我
们对远方和远方生活的理解，那和印象中的
风光型散文有本质区别，那是本地人视角的
书写，是更切肤、更别有所见的创作。今天的
散文讲究修辞、技法，更重要的是理解力和
洞察力。这9位作家所写的内容和所使用的
语言方式都别具风格，这样的写作既丰富着
散文写作的内容，也丰富着我们的汉语表
达，淘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感受力。这些作
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视听化的时代重新感
受汉语的美和汉语的力量，那是穿透表象、
直达内心的力量，我想，这正是文学或者散
文应该有的力量。

李晓晨：你选择这 9 个人的标准是什
么？对于一个选本来说，因为你在选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美学判
断，会不会有人质疑为什么是这9个，你希
望通过这种选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 莉：任何选本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
着主编的美学，我的选本也不例外，它有个
人趣味在其中，甚至说偏见也可以。之所以
要用“我认出了风暴”作书名也是想强调个
人看法，它不是惟一的判断，也不代表全部。

我相信以后也会有类似的选本出版，那么它
和其他选本并置，才真正构成当代散文创作
的全貌，代表散文领域众声喧哗的风景。

具体到标准，我希望这9位作家有代
表性，作品有新异性，能提供9种不同的散
文写作方向。最重要的是，要别开生面。我
说的别开生面一是指语言，二是指对事物
的理解力。李敬泽的散文博杂、生动、趣味
横生，他的写作有如钻探，有如一个人从最
深处的地壳水源去取水，经由那些历史深
海中具体而微的碎片，我们得以照见“春秋
中国”；李修文的散文重新消化了中国古诗
与中国戏曲的情境，由此，那些日常生活场
景在他笔下生成了熠熠闪光、气质卓异的
有情瞬间；周晓枫专注于人性内部的丰富、
丰饶和深刻，她对于内在世界所进行的内
窥镜式写作如此发人深省；而在塞壬的写
作里，你会看到打工者们的生命力量，看到
那种光明、寒凉而又温暖的百姓生活；还有
张天翼关于我们时代欢情的那种雅歌式的
抒写等等，这些作家都是当代散文写作中
的“这一个”。说到底，9位作家放在一起，
代表了当下散文领域的9种写作类型、9种
美学风格，互相之间基本不重叠、不交集。
当然，我也考虑到了作家们的年纪、性别、
地域、写作题材及语言风格等等。

李晓晨：中国的散文有一个漫长的文
脉，中间经历了无数观念的革新和变化。你
觉得今天的散文创作应该从传统文脉里汲
取什么？

张 莉：散文写作的变革历史的确漫
长，而且文章之变与时代有密切关系，也有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说法。我认为，
这个表达里还有另一层意思：“一时代有一
时代的文章美学”。具体到1919年以来，第
一个十年中最有成就的便是新式散文写
作。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都是我
们重要的散文作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
与这些作家所接受到的古文教育、与他们
有意从传统文脉中汲取营养分不开。今天
要讨论回到传统文脉，说起来容易，实践起
来何其难，有很多问题很缠绕。比如是从唐
宋古文汲取，还是从先秦诸子学起，或者从
《诗经》《古诗十九首》汲取呢？不同的文脉
给予我们的营养不同，不同的作者所希望
的营养也不一样。

我认为最应该记取的散文传统是：修
辞立其诚。无论哪个时代，无论文章之美标
准如何变化，但核心的东西从未改变。真正
的修辞之美在于真实、诚实、诚挚，不浮夸。
真挚的情感最打动人，真实和诚挚最有力
量。另一个传统是辞达。语言不能假模假
式，语言不能空洞无物，它要切实、准确。不
能说为了升华情感就套上语言的不锈钢外

壳。你看雷平阳的散文写回到他的村庄，与
父老乡亲的交往，平白质朴，并不夸饰每一
个用笔，该用力时也毫不减损。以诚实的方
式抵达是我非常欣赏的。今天，很多人对语
言的敏感性降低了，对散文写作的理解似
乎也进入了某种模式，这跟我们从小受的
语文教育有很大关系。

李晓晨：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就是教学
生如何写作文，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这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部分，但确实也因为应
试教育等原因，语文教育形成了某种固定
的模式，面对应试的作文也有其固定写法。

张 莉：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受益于我
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但是，近年来应试教育
对于语文表达的损害也显而易见。很多青
年学子在最初写作时就被拉进了某种套路
化写作，被程式化的语言、程式化的表达束
缚，这很令人遗憾。

阅读我们时代有创造力的散文，可以
帮助读者从一种老旧而无趣的语言表达里
解放出来，重新理解语言与自身的关系。这
正是文学阅读的重要性所在。除了读当代
的优秀散文，我认为还需要去读现代经典
作品，比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你会感觉到
他对故乡的情感的浸润，哪怕其中有一些
讽刺也都是情之所至；再比如《野草》，那种
自语式的篇章充满了自省的激奋，它带着
穿越性的力量来到我们面前；还有他的杂
文，“不合众嚣，独具我见”，今天读来也不
过时。鲁迅其实是有几副笔墨的，每一种都
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特别值得学习，我们
从他那里不只是学到语言，学到散文写作
的风格，还能学到理解力和认识力。

李晓晨：这本书已经出版了近半年时
间了，我不断听到有人谈起相关的话题，它
有没有产生你所期待的影响？

张 莉：的确受到了很多关注，许多年
轻人向我表达了自己的喜欢。也有朋友给
我发微信聊阅读感受，虽然兴趣点不太一
样，但能感受到给大家带来了阅读的冲击
和思考，这让我深受鼓励。我跟许多中学语
文老师们也交流过，这些同行告诉我，这本
书提醒了他们，文学趣味应该多元，要具备
丰富的审美能力，我也深以为然。

老实说，这是我2018年完成的一项工
作，阴差阳错，2020年才出版。当时我是第
一次编这样的散文选本，战战兢兢，内心忐
忑。作为编者，我固然希望以此确认自己对
当下散文美学的理解，但我更看重以这样
的方式与读者交流。工作量很大，但也满是
收获，在此我特别想向9位作家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的全力支持。在编选过程中我阅
读了当代大量散文作品，很希望未来有机
会把更多的优秀作家介绍给读者。

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十月的土地》
是一部洋溢着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情的现实
主义长篇力作。小说围绕章氏家族三代人
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的悲欢离合，以富有中
国气派的中国叙事，讲述了一个典型而独
特的中国故事，具有鲜明的中国审美品
格。小说把人物置于宏阔的历史场域之
中，让他们在各种矛盾纠葛中不断经受磨
砺和考验，在重大历史节点上，在时代洪流
的冲击中，章家三代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命
运抉择，鲜活展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个人
与时代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生动描绘了
农民在新中国不断走向新生的历史过程。

作者津子围丰厚扎实的生活积累，使
作品获得了诚恳、厚重、朴实的及物感和在
地性，而熟稔的经验、大胆的想象、结实的
细节以及艺术虚构，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斑
斓多彩的东北农村生活画卷。小说涉及人
物众多，千头万绪，却繁而不乱，不枝不蔓，
不疾不徐，开合自如，收放有力。在人物塑
造方面，小说为我们贡献了鲜活生动的人
物群像，几乎是个个有性格、有特点，面目
清晰，如在眼前。尤其是章家三代人，从祖
辈章秉麒、章秉麟到父辈章兆龙、章兆仁再
到孙辈章文智、章文礼、章文德、章文海等，

尤其是以章文德、章文海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他们在重大历史
转折点上，在家与国、人与人、人与时代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几
经辗转，最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在那场波
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缩影。小说以浓墨重彩的笔触，
着力书写他们的精神觉醒和心灵成长。人物内心大戏与外部
世界的风云变幻相互映照，彼此呼应，仿佛刀削斧劈，有力地雕
刻人物，塑造了品格。其中，章文德对土地的那种深厚情感，
也是农民与土地之间、人民与山河之间血肉联系的生动写照，
从而令这个人物获得一种特别的光彩和独特的魅力。

小说纵跨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
视野开阔，有历史纵深感。而独特的民间视角，赋予了作品新
的审美维度和思想厚度，从民间山野看历史风云变幻，别有意
味。小说中流淌着东北土地特有的淳厚气息，诸多民间歌谣、
俚语小调、风俗人情，传递出根深叶茂的传统的力量、野生的
蓬勃的草根的力量，正如同肥沃丰厚的土地，春去秋来，生生
不息，生生不已。土地根性与民族血脉，传统品格与民族精
神，应该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小说深刻地抓住这一点，
有力地发掘开去，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大河奔流一般如歌如泣
的历史长卷，雄浑壮阔中有细微草芥之美，大开大阖间可闻低
沉的呼喊和叹息。

《十月的土地》是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以历史
观照当下，以历史昭示未来。关于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之间的
关系，关于赓续传统与创造性新变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能从
这部作品中获得更多启迪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