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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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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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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形式阐述新发展理念
——读《走向乡村振兴》 □张文茂

■短 评

《青城》是徐则臣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集，
收录了他从2004年到2019年来以女性为核心
人物进行创作的两个中篇和一个短篇。从《西
夏》《居延》再到《青城》，徐则臣停停写写，前后
花了18年才让他的“文学三姐妹”团聚。在书
中，我们看到徐则臣对女性美善的理解，虽然作
家并非一开始就觉察并描写出女性潜藏在日常
操持和社会重荷下的力量，但从《青城》开始，这
些终年忙碌于家庭内外却长期受到忽视的女
性，终于从阴翳里一点点显露出她们的光芒。

《西夏》有着聊斋式的古意，讲述了一个生活
中“没有奇迹，没有艳遇”，却有着良好文化修养、
老实忠厚的书贩王一丁和一个“天上掉下来”的
哑巴姑娘西夏意外生活在一起的故事。西夏是
美丽的，更是勤劳、贤惠的，正符合王一丁理想的
妻子形象——麦田里劳作的女人——在西夏将
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时，王一丁第一次
动心了。这个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姑娘，却是
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和王一丁生活在一起，她
像家里的女主人那样夹菜、洗漱，给自己添置衣
物，做饭时给王一丁煎两个鸡蛋，睡觉时把两个
枕头并排放在一起。当西夏在拂晓时刻从门前
的大柳树里现身的时候，我们不由得从这个现实
主义的故事里感受到一点鹤妻、田螺姑娘等民
间传说的意蕴。

虽然这个哑巴姑娘的形象奇特得令人印象
深刻，但在用第一人称写作的《西夏》里，小说的
主体和叙事者始终是“我”。西夏凭空闯入我的
生活，居住在我的屋檐下，在某种层面上，西夏
是属于我的附庸，她的过去是一段空白，她的现
在全部与我有关。并且，我有能力把握着她的
未来——她能不能再度开口说话，我的一通电
话就可以决定了。

对于身在异乡的青年来说，“家庭”是一个
复杂的话语空间，由于压力性的代际关系或当
诉求超出地域所及时，我们往往选择离开原生
家庭；但来到大城市后，我们却面临着更复杂的
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客气而疏离的，孤独、
寂寞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困境。因而徐则臣在小
说中构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小家庭作为一种
慰藉，西夏有着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一切的好
品德，她被“我”掌握，好像永远也不会背弃

“我”。但一个好的文学形象往往在故事情节
里自由生长，引导着作家的创作，因而王一丁
在爱上西夏后，必定要让这段暧昧的关系名正
言顺。真挚的情感迫使王一丁要证实西夏同
时也爱他，因为言语有灵，话音落地才成真，只
有西夏开口自证爱情，王一丁内心的渴望才能
真正被满足。由此，王一丁陷入两难，让西夏
开口，她失落的前世便会不由自主地涌现，她
不再是一个崭新的、只属于我的姑娘；不让她
开口，王一丁却始终无法从西夏的日常行为中
分辨出她的真心，要知道当他说出：“我怕失去
你的时候”，西夏没有用身体语言进行辩驳，她
只是哭泣。对王一丁来说，西夏和他的未来像
是一个薛定谔的盒子，西夏的话语就是开启盒
子的密钥，是否要打开盒子、触及真心，又或者
糊涂地面对这段关系，决定权同样在他自己接

下来要说出的话语里。至此，文字的书写戛然
而止，但读者的好奇与猜想却从尾声处疯狂滋
长，属于西夏的故事也得以在另一个想象空间
绵延开来。

《居延》是使用第三人称写作的小说，似乎
也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声音处于一种平衡关系
上。小说开头描写唐妥和居延的相遇，还是富
有传统意味的“英雄救美”故事：居延赴京“寻
夫”，唐妥出手相助，两人不只拥有老乡情谊，还
有着破旧体育场带来的共同的悲伤记忆，在“他
乡遇故知”的背景下，唐妥和居延围绕着胡方域
这个麦格芬式的人物，渐渐走到了一起。但随
着故事发展，叙述主体悄然发生着变化。当西
夏执迷于寻找胡方域时，唐妥的叙述视角占据着
主要地位，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失败的初恋，猜测
居延和胡方域的往昔。但从居延开始想要在北京
立足、寻找工作开始，故事的叙述者就变成了女性
自己。试讲、上课，居延凭借自己找到一份好工
作，独自过完了年，她渐渐从胡方域的阴影下走了
出来，悲欢喜乐不再只与一个男人有关。到了小
说最后，当居延终于找到自己曾经生命里的中
心时，她如同旁观一段回忆一样，在刹那间心静
如水。

不同于西夏，居延并不为了一段“北京爱情
故事”而诞生。从空间结构来看，唐妥和居延是
一间房子里平等的租客，他们的生活不像夫妻，
更像是舍友搭伙作伴。居延虽然曾经欠下唐妥
许多人情债，但作者却巧妙地安排唐妥失业后再
就业，让男女双方的地位回到一种平衡。值得一
提的是，小说写于2008年奥运举办前夕，在这样
的时刻，居延的故事便更具有某种激励意义，作
家似乎要借此告诉读者，执迷不悟只不过是因为
眼界太窄，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梦想都
被默许，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必在
他人的覆盖下丧失自己。

在《青城》里，女性主体地位得到了更加显

著的描写，作家虽然也通过男性第一人称讲述
故事，但作为叙述者的“我”始终没有姓名。“我”
作为一个外人进入青城的生活，没有拯救，没有
改变，只不过挖掘青城灵魂中本来就有的东西；
当“我”离开之后，继续在小说空间里生长的，是
独属于青城的故事。

不难发现，青城和小说的主要意象“鹰”之
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我”对青城的喜欢正
如同“我”对鹰的喜欢一样，始终是以一个欣赏
者、旁观者的姿态，并不试图也无法干涉她的生
活。而老铁是一心想要成为鹰而不得的人，正
因为他时刻与更有灵气、更有骨气的青城作伴，
他的无能与颓废便被凸显得更加卑下。虽然他
有意不去指导青城的绘画，但他终究拦不住青
城羽翼渐丰，正如同他无法阻挡青城和鹰相见
后意识的觉醒和身体上的背叛。

与勤劳善良的西夏和执著坚韧的居延相
比，青城的人物性格更加复杂。她看似以学生
和伴侣的身份居于老铁之下，实际却是这段关
系中当之无愧的主导者；她虽有独立的内核和
无限的潜力，可仍自我牺牲式地肩负起老铁的
起居、承受他的暴虐。在她身上，近妖的灵性和
近神的母性交织，迸发出强大的生命能量。

在《青城》中，徐则臣对于女性的理解已经
相当深刻。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女性往往才是
家庭的核心，虽然各有各的欲望与伤痕，她们却
往往自觉践行着道德和伦理的规训，义无反顾地
承担起家庭内外的责任。她们把痛苦当成慰藉，
把牺牲作为自身意义的体现，这样的性别身份和
复杂心理，已经很难用权力话语进行阐释。而
徐则臣笔下女性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他通过
日常的体察、细腻的感受书写了女性坚韧的品
质，赞美她们始终以一种真挚、美好的方式回应
着生命中的负面。从《西夏》到《居延》，女性在昏
暗中逐渐显形，慢慢积蓄着能量，在《青城》中，这
种强劲的生命力终于在幽暗里熠熠生辉。

《小说评论》于2021年推出由南京大学吴俊教授主持
的“三栖专栏”，“三栖”即指学者擅多种文体创作的现象。
截至目前，该栏目已对南帆、张柠、张新颖、何向阳、孙郁、
毛尖等学者的多文体创作贡献进行了专题探讨，竞相争
鸣、广受关注。

整体性地面对文学语言与文学成果，打破文体的边
界。文体明确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特点，同时也渗透着
作家对世界的捕捉、凝视与思考，因着人的差异，文体有一
律而无定律。诚如孙郁所言：“民国时期的学者，有许多也
是作家，他们的文字其实也是诗。我们看王国维、鲁迅、废
名的著作，知识向度中有诗的闪光，汉语在他们那里不是干
瘪的存在，精神所指非单向度的，而是呈放射之状。这样的
传统在今天渐渐地被外在的力量抑制住了”。即便如此，多
栖写作的现象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并不鲜见，“三栖专栏”
的开设便旨在对创作领域自成一家的学者进行贯通研究，
倡导文学生动活泼、随物赋形之风气。

“跨界”“多栖”不代表广而杂，而是不设限，给丰富的人
以开放立体的生长空间，打破文学主体身份的边界。“三栖专
栏”囊括的六位学者皆在各自所属的领域颇有建树，他们或是
成果丰硕的文学批评家、或是独树一帜的影评人，抑或是诗
人、散文家、小说家。多栖写作可以视为他们对文体的探索
实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主体身份的边界不断模糊，创作与
研究相互滋养、学理与诗情彼此共生，在有限的文体结构中愈
发凸显人坚实蓬勃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其个人的审美气
韵无不自然流动于多种文体，从而激发无限的文学活力。

重视当下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于文学创作、现实生活的
参与性，打破文学传播的边界。在碎片化信息时代，文学研

究与纯文学仅是少数群体的精神领地，《小说评论》将传统纸媒与新媒体相
结合，于微信公众平台推介每期专栏文章，更广泛地将内容直达受众，促成
其深度阅读。利用新媒体强大的聚合特性，形成学术圈小循环、社交圈大循
环的热度扩散模式，力求推动跨界写作在更宽广的层面引起关注和讨论。

《小说评论》既是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载体，也是透视当代文学批评构
建的一个标本。开设“三栖专栏”，不失为一次打通文学边界的尝试，一种学
术批评视野下对文学现象的观照和考察，这是一个开创的、生长的、活跃的过
程，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在未来碰撞出更令人雀跃的火花。

■关 注

《时代与肖像》是王尧的一部散文集。近代以来优秀知识分子都有书写个人
成长求学等往事、弘扬家风学风的良好习惯。不仅多位耳熟能详的文科学者如
此，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家也很多，如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等人的散文与回忆文
字，杨振宁的《曙光集》、丘成桐的《我的几何人生》等等。优秀知识分子是一代人
的楷模，凝练了一个时代的精华，可以给人启发和激励。就这一点而言，《时代与
肖像》延续了这一人文传统，较为集中地书写了作者在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以及
当年流落乡村的知识分子和他们身上的某种特质，当然，还有作者深深从中受惠
的家教与亲情。

如果只是一种延续回忆往事之一传统的散文作品，《时代与肖像》或许应该用
另一个名称，如今的“时代与肖像”这一短语，更多体现了王尧作为散文家的思考
与书写，作者希望写出一个特殊的、即将远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诸多独具特
色的肖像（遥远的初恋，悠扬的琴声、表姐、奶奶和她的小镇、写文言文的李先生、
练气功的叔叔、说三国的田爷爷等等）。肖像是时代的一部分，甚至是时光流逝之
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众肖像塑造了时代，一个时代
确实有其特殊的肖像。而这个肖像是“他”，还是“他们”，是“我”还是“我们”，则是
更值得深究的问题了。

王尧在这里抛开了学者的身份和回忆录等形式，更多以散文的方式进行“往
事与随想”。他一边不可避免地写自己的见闻和回忆，但更多的目光和笔触投向
他人，这些人是当年目力所及的人，他们的事是在时代洪流下依然顽强存在并触
动心弦的事，作为散文家，有责任将这些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人和事再现，他们既
是往事，更是历史。由此，关于《时代与肖像》有了双重解读的方式。

与此同时，本书主要篇幅以《雨花》杂志专栏形式呈现，专栏推出之时会有数
字版同期推出，并在主体完成后集结出版。这也是一种时代特色，仅仅数年前，杂
志的文章与网络的文章还隶属于两类文章，读者是两类人。随着网络运用的急速
发展，一切被网络化、数字化。正是这样的技术背景，王尧在写作《时代与肖像》
时，有了一种以往难以想象的互动性，即把旧的一篇发在同学老友乡亲与家庭的
聊天群里，带来一种集体回忆的现场感，也带来了更多的素材和细节，甚至带来了
质疑和纠正，这一切多多少少会反应在下一篇的写作
中。一篇篇的文章不仅构成一本书，更构成一个回忆
的场域，这个场域本身所呼应的，是当年事情发生的那
个时空，或许也是从当年到如今一路走来这段漫长的
岁月和不凡的经历。至于和书中事物并不直接相关的
读者，或许也可以在阅读时泛起以自身为中心的回忆，
并逐步荡漾开，成为另外一部《时代与肖像》。就是说，
借助技术支持下的人群的链接，王尧的《时代与肖像》
在写作过程中即产生了一个构建回忆共同体的作用。
正是诸多的共同记忆，才导致了友谊和亲情，也带来了
精神气质与时代风貌。从这一点看，《时代与肖像》是
一位知识分子继续以自己的写作介入公共生活，甚至
构建公共生活。

以上是《时代与肖像》的三重解读，但都是客观效
果，即作者王尧以其教授、作家的双重身份展开写作的
必然结果，或许还有更多。关于这本《时代与肖像》最
初的想法，还是要看作者怎么说的。王尧说：“我想写
一部自己的《朝花夕拾》。”

这是一种综合了学术、创作与个人追求的写作，一
种融合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写作，也是将对“五四”传
统的延续与自身的际遇和时代相融合的写作。这个念头由来已久，并且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取
舍，经历了无数次的心潮澎湃或者自言自语。这是一个不断寻找真正属于自己声音和语感的过程，
也是寻找一种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过程。王尧写道：“在今天的种种论述中，乡村的我们被挤到了边
缘，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在‘我们’当中。二十多年来，我关注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记忆的讲
述，在汉语写作中早已有了等级之分。在我读过的文本中，我们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者，关
于自我经验和记忆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中去了，而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则几乎是边缘化的。在
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我为此焦躁不安，特别是当我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
模糊，关于大学的印象越来越糟糕，关于城市的摩擦越来越深刻时。”这段文字出自《返回与逃离》一
文，顾名思义，作者在城市生活多年之后返回故乡，但因为物是人非等缘故而不得不迅速逃离。这
其中最大的原因，并非彼此的隔阂乃至对立，而是上文所说，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几乎是边缘化
的，乡村因为缺少真实的言说而变得面目模糊、似是而非，让人疑惑。有感于此，王尧开始了一段再
现当年的写作之旅，同时他也深知，时代与肖像，也只能在纸上再现了，我们已经渐行渐远。

如他自己所说：“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无论我自己如何在乡村记忆中流连忘返，其实与现在的乡
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知道自己的缅怀其实只是在抒发自己，我也直截了当地认为那些在遥不可
及的地方倾诉对乡村热爱的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夸张甚至虚伪。当然，我毫无疑问地期望读者对
我的乡村叙述保持警惕。”由此，《时代与肖像》，以及“时代与肖像”式的写作，确实是一部个人的《朝
花夕拾》，并且是一种典型而可以普遍存在的“朝花夕拾”式写作。这是《时代与肖像》的第四重解读
方式。或许还有更多，毕竟，一个人如一颗行星，当他展开回忆与书写时，一个关于时代与人生的漩
涡也就此形成并旋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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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的新作《走向乡村振兴》由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出版，作者历时4年走了全国20多个省、自治
区、市的几百个贫困乡村，深入第一线长期跟踪调
查，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写出一部从脱贫攻坚走向乡
村振兴的史诗般的调查报告。

我觉得这本书是作者在以文学的方式，来回答
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理论和政策问题，是在探寻
由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前进道路。它的价值不
仅仅是文学的，更像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经济、社会
向现代化转变的全景式社会学著作。从这个角度
看，我更关注书中的以下几个亮点。

首先，《走向乡村振兴》是组织起来的升级版。
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中国有个腾头村》和《共同富
裕：一个村庄的信仰与坚守——贾家庄乡村振兴启示
录》等报告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新老典型的解剖，反复
讲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决定性意义，但对象都是村一
级。那么，从整体上看，只要一个村组织起来就行了
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每
个村都组织起来了，也一样不能突破村自为战的局限
性，仍然会有相当多的村庄在竞争中落败。所以，组
织化、集体化不仅仅是一个村级组织的问题，而是由
村到乡镇再到市县的一个系统工程。《走向乡村振兴》
正是反映这一系统工程的升级版。

这种升级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突破了村自为
战的格局，开始有乡镇一级的联合组织。二是由村和
乡镇发展到了县级、县域的产业发展统筹和产业化组
织体系。这就形成了村级组织、乡镇联合，县域统筹、
城乡融合的新发展格局，使整个脱贫工作由党支部领
办村集体合作社升级到大党建统领的多级联动的产
业化组织体系建设，上升为乡村振兴的整体性推进战
略。随着新的产业的展开，使县、乡、村之间形成产业
上的联动和利益上链接，而不再是村自为战的单打独
斗，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样站位就
高了，视野也打开了。这是目前所有关于乡村振兴
的文章都很少达到的高度。

书中第十五章写了贵州鸭池镇的“两包一干”，
很值得关注。什么是“两包一干”？就是镇里成立党
委领导下的合作总社，以统筹的方式，把前端的产业
选择、资金筹措、技术服务、规范管理和终端市场销
售都包起来，只把中间的生产环节留给村合作社。
镇里包两头，村里只管干就行了，镇里的合作总社成
了更大的、跨村的利益共同体，化解了各村社的经营
风险。

威宁县谋划6.5万亩的山地蔬菜产业基地，需要
集中土地、组织劳动、加工存储、冷链运送、远程销售
等诸多环节的统一组织协调。为此，他们提出了全
县统筹的问题，不但设立了指挥部，还成立了农业产
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股权合作的形式把24家种
植销售蔬菜的公司组合起来，再把相关村合作社的
土地流转集中，纳入统一种植计划。他们的马铃薯
产业也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以及物流贸易、文化
体验等全产业链的良性循环。这种产业布局和产业
组织体系，超越了单个乡村的统筹范围，上升到了县
级、县域统筹的程度。

除了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体系的统筹之外，县
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把实践中已经成熟
的改革创新的做法，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制度化，
变成地方政策条例等。这是县以下基层组织做不
到的。

其次，《走向乡村振兴》揭示了一个全局性的发
展趋势。乡村振兴是农村自己的事吗？靠农民自
己的力量能够振兴吗？如何使这种振兴成为可持续
的发展？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
不是能在办公室里进行论证的，必须来自于现实，来
自于实践。恰好，我在读《走向乡村振兴》时找到了
答案。

在本书中，作者写到了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提
出的“四个留下”：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留下
一批活力强劲的合作社，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
体资产，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

一个不在实践中的人很难想象出来的工作目标。已
经脱贫了，为什么工作队还要永远留下？这是因为
毕节市委的同志们想得长远。而且，这四个留下又
是一个缺一不可的完美组合，一支队伍、一个组织、
一份资产、一套体系或一套方法。其实，这四个留下
的提出，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全局性问题，即不论是脱
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已经不再是农民自己的事，
也不是只靠农村就能完成的事。一方面，广大农村
人才长期流失，农村缺人才、缺技术、缺信息、缺资金
等已成为普遍现象，必须要有党领导的力量来组织
人才输入。另一方面，从全面乡村振兴的要求看，城
乡分割的状况已经走到尽头，再延续下去只能加大
农村地区的贫困和村庄的衰败。所以，不论是从脱
贫攻坚，或是农村产业经济发展，还是城乡关系的协
调、工农联盟的巩固等任何角度看，都到了以城带
乡、振兴乡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第十八章里用大量笔墨记录了一个叫徐荣的抗
美援朝转业军人，他在50年代带领组织起来的农
民，在悬崖绝壁上修建天渠的英雄事迹，曾经受到国
务院的嘉奖。他本来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
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要去见毛主席的，却在
1958年12月牺牲在水利工地上，年仅29岁，牺牲
时女儿才出生7天。周建琨在了解了徐荣的事迹并
亲自踏勘了这条天渠之后，派人查访到了已经82岁
的徐荣之妻顾尚荣，并于2020年8月26日去看望了
这位老人。这是徐荣牺牲62年后第一次有市级领
导来看望她。

周建琨对老人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来
晚了。”又说：“我们不能忘记英雄，我们要建一个纪
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英雄。”

我非常赞赏这位市委书记的态度，对被遗忘了
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说声对不起！我们虽然来晚
了，但是还可以补救一下，还可以继承下来，传承下
去。那么，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今后走
向乡村振兴的路也一定会少绕弯子。

徐则臣小说集《青城》：

阴翳里的光芒阴翳里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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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西 夏西 夏》》到到

《《居延居延》，》，女性在昏女性在昏

暗中逐渐显形暗中逐渐显形，，慢慢

慢积蓄着能量慢积蓄着能量，，在在

《《青城青城》》中中，，这种强这种强

劲的生命力终于在劲的生命力终于在

幽暗里熠熠生辉幽暗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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