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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因为文学的缘故，有许多亲切的人和往
事会跃然而出，浮动于眼前，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画
卷；又因为文学的缘故，会有星星点点的灯火，不
停闪动于漫漫人生路上，无论回顾还是展望，那些
明亮的光照总会带给人温暖和向往。前些日子，湖
北恩施州文联主席周良彪来信约我为当地“第三
届签约作家文丛”作序，并发来入选的七位作家及
作品简介，沿着这些笔耕者所开掘的文学路径，我
再一次回到了恩施。

不由想起19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文学爆发
式的复苏、蓬勃，地处偏僻的大巴山和武陵山脉交
汇之地的鄂西，也如春潮涌动，有了新时期鄂西文
学的清新萌芽和花朵的绽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精神鼓舞下，恩施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鄂西
文化发展，由州委宣传部、文化局主持召开了全州
创作会议，一批工作和生活在鄂西各地的老中青
三代作者相聚一起，兴奋地交流创作经历和打算，
并因得到社会的重视而劲头倍增。时任州委宣传
部部长张克勤及文艺科长余友三等，着力各项文
化举措的出台与实施，经过几年间的多方协调，促
使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得以
正式成立，州政府划拨一定人员编制和经费，先后
调入王月圣、甘茂华、田苹等作家和编辑，创办刊
物《清江》，兴办起各种文学活动。难忘张克勤这位
当时恩施文化人最为敬重的领导，他不苟言笑，一
脸威严，开会讲话从不用讲稿，却是条理清晰，既
有理论亦有实践，让人心服口服。他十分爱惜人
才，高度关注全州不时出现的文学新人及作品，时
常对文联工作加以精心指导，而由他派往州文联
担任主要负责人的余友三则是一位热情开朗的前
辈作家。余友三很早开始文学写作并于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就在《长江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那时恩施地区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寥若晨
星，仅有余友三、田开林、安邦等几位，被刚踏上文
学之路的青年们视作了不起的贤者。余友三对年
轻的作者们既有帮扶，也论友情，常与夫人做出美
味的湖南家乡菜，我们一干人经常前去蹭饭，他与
夫人笑脸相待。我们也不拘礼，坐下来拿碗就吃，
有时在小桌旁，有时就在火盆边。他与人交谈多为
推心置腹，尽管年过五旬但每及动情处也会眼泪
汪汪，常有年少者与之开玩笑，他也从不动气，在
场老少三辈总会嘻哈一片，其乐融融。

如果说文学是灯，这些于新时期点亮鄂西文学灯火的园丁又怎能让
人忘却？他们薪火相传，一代代呕心沥血，小心呵护这方文学园地的每一
寸光景，擦拭那初始微弱而后逐渐明亮的灯火。或许正是因为那些光芒的
烛照和吸引，一批批鄂西文学人如雨后春笋，武陵山地呈现出延续不断且
越来越繁茂的文学景象，新人辈出，佳作不断。自新世纪以来，先后有邓
斌、向国平合著的《远去的诗魂》，杨秀武的《巴国俪歌》，田天、田苹合著的

《父亲原本是英雄》，徐晓华的《那条叫清江的河》等作家获得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及其它文学奖项，不仅形成了一支具有影响的鄂西作
家队伍，而且从作品中整体展现了鄂西地域独特的自然风貌、人民生活、
民族文化及精神气质，具有宝贵的不可替代性，为湖北乃至更大范围的文
化创造和积累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

恩施州文联自新世纪之初开始实行“签约作家制”，鼓励扶持具有创
作潜力和一定创作计划的当地作者，为他们深入生活、创作及出版提供帮
助，这一方式虽然并非独创，但认真实行起来，已取得明显效果，先后已有
两批经过遴选的作者完成写作计划并顺利出版经过多次推敲的作品。这
次入选文丛的七位作家及作品分别是杨秀武诗集《羊的电话》、付小平长
篇小说《和风细雨付流年》、安丽芳中篇小说选《踩跷子》、赵春峰长篇小说

《金笛银箫》、董祖斌长篇小说《撒叶儿嗬村庄》、周仕华散文集《故乡植物
记》、黄爱华散文集《故园梦笔》。引人注目的是，这七位作家来自不同民
族，年龄不等，风格多样。几乎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写作并获得丰硕成果
的杨秀武、安丽芳宝刀不老，历久弥新，以源源萌生的敏感多情描画清江，
诉说施南往事，书写鄂西人民的命运及与时代同步的精神脉络。曾写作多
年的赵春峰则将目光投向了宋末元初的恩施土司时期，塑造了抵御外侮、
保家卫国的土家儿女群像，彰显了土家民族自古以来“侠之大者，为国为
民”的家国情怀。付小平、董祖斌的笔触显然更为直接地透视着当下离去
的村庄、进城务工的乡亲，以及乡村的坚守者创业者，记录着新时代的山
乡巨变，搜寻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突出的“三农”问题在武陵山区的种种表
征，探求城乡文明的冲突、交融以至转型，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渗透了难能
可贵的种种思考。更为年轻的周仕华、黄爱华以他们的散文带给读者新的
期待。鄂西地处北纬30度，山川奇丽，植被丰茂，人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之
中获得了值得反思的深刻经验教训，周仕华试图以植物的视角体味生长
的智慧以及人类的位置，从而更好地呵护家园，抵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良好愿景。黄爱华则在记录家乡山水人事的同时，于点滴之间表现新
一代写作者对自然环保的关注和忧思，从而使传统的风光抒怀进入了新
的领域。总之，可以认为，经过一轮轮“恩施文丛”的书写和出版，鄂西文学
在不断走向壮大与丰美。

曾经，著名文艺理论家冯牧先生于1980年代末来到鄂西，他在游历
了三峡神农溪、利川鱼木寨、腾龙洞等地之后的一个黄昏，站在一座山顶
俯瞰晚霞之中起伏的巍峨群山，沉吟良久之后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是应该
出好作家好作品的。是的，鄂西不仅有着独特的青山绿水，也有着丰厚瑰
丽的文化积淀。现当代以来，曾在这片土地上奋斗过的马识途创作了《清
江壮歌》《夜谭十记》等佳作名篇；祖籍为鄂西建始的韦君宜留下了《似水
流年》《母与子》等引发人们无尽思绪的求真之作；成长于鄂西鹤峰的李传
峰为书写故乡流连忘返，以他的《退役军犬》《白虎寨》等享誉文坛；还有王
月圣《饥饿的土地》《乡景》、甘茂华《鄂西风情录》《定风波》、罗晓燕《这方
凉水长青苔》《盐大路》等等……一部部不胜枚举的鄂西文学作品成为雄
峻的大巴山和武陵山脉耸起的绿色森林。

不言而喻，经由许多辛勤举荐和垦植的《恩施作家文丛》也正是如此。
那一方土地和人民养育了文学，而文学又反哺大地，以热忱和谦卑融入那
片厚重而又灵秀的巴山楚水之间。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支持，
中国三部伟大的少数民族史诗——藏族的《格萨尔
王》、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成为文学研究界重要的议题，也进一步
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毫无疑问，少数民族史诗是一座
宝库，它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写作素材，
为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通
过将民族史诗作为叙事资源，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重新
与本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连结，并用当代心灵与民族
史诗进行对话。他们将自己放置在本民族历史和传
统的延长线上，同时又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本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重新激活。这无疑是一个
将民族的史诗和叙事资源进行当代演绎的过程。本文
着重以阿来、梅卓、夏加和刘亮程的“重述”实践为例展
开论述。

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来自“重述神话”出版计划
的中国项目。在《格萨尔王》中，阿来回溯民族的黄金
时代，讲述藏族祖先格萨尔王从神子降生、赛马称王、
征服四方、斩妖除魔、安定三界到返回天国的历程。藏
族史诗《格萨尔王》本身是口头传承的史诗，故事经由
不同的说唱艺人进行讲述，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异文版
本。因此，要将格萨尔王的故事从“史诗”转化为“小
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作。面对卷帙浩繁的原始材
料和庞大的故事枝蔓，如何在勾勒故事框架的同时保
持原作的原初风味和民族美学风格，是作家在进行类
似题材创作时必须思索的课题。在这部小说中，阿来
不仅塑造了一个在神性和人性之间辗转挣扎的格萨尔
王，还将史诗中原本重叠迭代的战争情节加以改造，在
保留史诗原作主要战争事件的基础上力求叙述形式上
的多元化，同时他还在藏语转译成汉语时尽量保持原
初的生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阿来在《格萨尔王》中采取了两条
线索穿插交错的方式来解决“史诗”与“小说”的叙事矛
盾。在小说中，一条线索是原史诗的主线，围绕格萨尔
王的经历展开；另一条线索是描写说唱诗人晋美的漫
游经历。通过双线并置，小说的文本成为复调式的结
构，有了古今交错的空间感。晋美是能在梦中通神的
说唱艺人，他本是普通的牧羊人，却被选中做讲述者。

晋美对史诗的讲述和漫游生活是相伴而生的，他在现
实生活中的落寞与在梦中史诗世界的狂喜形成了鲜明
的反照。晋美就是作者阿来的化身，通过这一人物的
设置，阿来找到了现实与史诗之间的契合点，也找到了
用当代视角与史诗世界对话的可能。

无独有偶，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小说《神授·魔岭记》
也使用了格萨尔王史诗的素材作为叙事的基础。不
过，和阿来的《格萨尔王》相比，梅卓的叙事切口比较
小，小说以格萨尔史诗中四大战役之首的魔岭大战为
背景。有意思的是，梅卓虽然是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
但是却把重心放在东查仓部落说唱艺人13岁的少年
阿旺罗罗出生、学习和遭际的生命历程上，并将他的成
长轨迹与格萨尔王的魔岭大战交织在一起。梅卓以魔
幻现实主义的叙事再现了高原的地方性知识。在她的
笔下，少年成长与史诗故事交错互动，构成了复杂的文
本织体。梅卓与阿来的写作，在对民族史诗素材的处
理策略上十分相似。他们的这种创造性的题材处理和
切入方式，为后续的类似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
的参照。

藏族诗人夏加则用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向
本民族的经典致敬。格萨尔王史诗的原初形态就是长
篇的诗体，也蕴含了藏族的抒情诗学和审美形态。在
当代社会，同属于诗体的长篇叙事诗创作无疑是传承
格萨尔王史诗的最好文体。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
从口头形态到书面形态，从集体创作到个体创作，虽然
史诗和当代白话诗歌之间的文学形式不同，但是却有
连接与转化的可能。诗人抒情主体的入场则成为当代
演绎的最主要的特征，也为这部古老的史诗增添了当
代的气质。因此，这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是当代诗人
个体与说唱艺人集体的对话。藏族批评家丹珍草在论
文《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中对此作品进行了文本
细读，她认为：“《天子·格萨尔》的现代诗歌叙事已经不
是‘元叙事’的复制与翻版，而是蕴含了诗人的个人情
怀与自我创作意识。诗歌在《格萨尔》史诗特定人物的
心理、语言、情感描写中有意加强细节描述，传达出更
多的现代性和人性化、世俗化倾向。”就此而言，夏加的

“故事新编”为“活化史诗”作出了诗性文体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于史诗传统的继承和当代

演绎也体现在汉族作家刘亮程的作品中。身处新疆这
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省份，刘亮程的汉语写作一
向带有多民族文学的文体特质。在小说《本巴》中，刘
亮程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得到灵感，将史诗作为创
作的基础，从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中提炼出具有世
界文学属性的主题。史诗文体影响了刘亮程的写作，
《本巴》的故事带有人类初始的神话思维和原始色彩，
这也使得小说文本带有了寓言性；而源自史诗的纯真
质朴的语言，也使得简洁清新的文风成为该作品的一
大亮点。

关于传统和民族主义的问题，韩国学者白永瑞在
《思想东亚》一书中有过深入探讨。在他看来，既往的
建构论立场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者往往把“前近代”和

“近代”割裂开来，似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全新的、
无历史的。他反对这样的观念，认为“前近代”和“近
代”不可分割，所谓的“近代的”，其实与过去的记忆有
着很深的关联性。“过去的记忆不仅制约着我们现在的
选择，同时这种记忆也会根据我们现实的要求而被重
新忆起，这是一个变动的历史开展过程。”这里的“重新
忆起”意味着个体既会被历史所规约和限制，又有着自
我的能动性和选择权。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而言，

“重新忆起”正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通过对本民族叙事资源的当代演绎，少数民族
作家与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以及当代社会文化语境进行
了复杂的对话。与此同时，这些史诗资源在不同民族
作家作品中的弥漫，体现了“传统”作为一种原型，深刻
地影响着我们共同的心理机制，并在当代生活中演绎
出崭新的时代性“异文”。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民族事业的
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产生了一大
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但是，在整个当代中国
文学的构成中，少数民族文学所占的分量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这不是数量方面的提高，而是需要涌现出更多
产生深刻影响的大作品，让更多写作者和读者深刻意
识到，依托于民族文化，同时借鉴广阔的视野，能够产
生时代性的佳作，从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少数民族作家不论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移植，
都需要进一步摆脱掉昨日的束缚，不断地自我突破，促
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交织”走向“交融”、从“秘闻”
走向“秘史”、从“延续”走向“创新”。

从“交织”走向“交融”

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灵感与创作激情，大多自觉
不自觉地来源于家园故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文
化寻根”思潮的深入和1990年代知识分子对新话语模
式的找寻，更是助推了“民间”的热势。有着得天独厚资
源优势的少数民族作家，纷纷打捞和开掘各民族的文
化资源，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无法抹去也不
可淡化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正在于
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因此，这些对于地方风物和人情社
会的描写，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一
些作家笔下的地域风俗与民族风情，多是在盲目的认
同中一味地直接截取或拿来，一如照相馆中任意置换
的幕景，高超的工艺和技法虽能让它“逼真”，却终是无
法让其“成真”，转换成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真实”。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为了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建
构，或让作品表达出民族文化内涵，常常在叙述中生硬
地嫁接民族元素。这些民族元素的突兀出现，如同走台
上的展演，看似丰富了文本的叙事空间，却并未链接起
文本的精义旨要。民族元素与文本叙事之间并没有连
通血管和神经，二者间是泾渭分明、决绝分离。当然，有
了一定修为的实力作家对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嵌入可能
进行了一些“圆润”的处理。他将民族文化元素编织进
遥远的历史时空之中，让人凭吊或悼念。他们沉潜在对
奇风异俗的渲染之中，此起彼伏地构筑着一座座少数
民俗博物馆，自我陶醉地讲述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故事。
那些随着时间的流变而不断嬗变的民族风情习俗，却

被永远地静止在了他们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僵死在
今天的异类。

我们知道，历史、习俗不是停留在昨天，而是跟随
人们的脚步，走进当代人的生活之中。因此，我们不能
想当然地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膜拜和圣化之中，而
是应该以当代眼光审视其当代嬗变，并分析这种变化
与人民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创作实践中，仅仅
将民族特色如线网一样交织到文本之中是不够的，还
必须将线网变成脉络和神经，将“交织”变成“交融”，并
充分吸收时代的营养，接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才有可
能长成大树。

而且，生活的真实往往并不等于文学的真实，从少
数民族生活日常到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其间有着艰难
而复杂的转化、提纯与擢升。少数民族文学既要忠实于
民族生活，更要忠实于文学规律本身，甚至文学真实须
更高于生活真实，否则作家的职能可以完全被记者所
取代。这不是说作家可以抛弃生活，相反，需要更加尊
重生活，理解民族生活的内在逻辑。少数民族文学不是

“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民族×文学”的深度复
合。如果说，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是骨架、文学是血
肉，骨架与血肉的粘贴相加，依然只是僵硬裸呈的标
本；只有它们深度交融，血肉丰满骨架，七经八脉相连
并赋予灵魂，才是生生不息的活体。

从“秘闻”到“秘史”

新世纪以来，因地域性特色的凸显，有力地应对了
全球化同质现象，进一步助推了“地域文学”风潮的兴
盛。这极大地激活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兴奋密码。他们善
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讲述那些古朴神秘、波诡云谲
的秘闻轶事。毋庸置疑，对地方性知识的自觉嵌入，是
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的思维习惯，也是将其作品特
色化的重要策略。

但是，在作品中书写秘闻，又极容易让作家陷入就
事说事的窠臼，进而导致叙事模式的程式化与叙事主
题的概念化。因作家对相关物象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
与深刻的艺术体验，即便描述得再绘声绘色，依然存在
着微观视角的捕捉与嫁接不够、对内心情思的发掘与
表现不足、对时代背景的理解不深入等问题，既难以深
入进少数民族生活的内部，也难以窥视出历史发展的
本真。

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超越自己对少数民族生
活与物象的碎片化认知，充分张扬主体意识，通过对民
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来建构起厚重的体验认知与
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强烈的人文意识指
引下，从生活世俗的表象抵达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本
质。同时，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所书写的熟知的少数民

族生活，既要贯注充沛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情怀，又须极
力摆脱掉“地方血统”的意识控制，不断深化并自觉提
炼广阔而丰富的经验与资源，并注重渗透来自于时代
生活与世界文学的丰富体验。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才有着更为持久的及物性与审美活力，也才有可能
呈现出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秘史。

从“延续”走向“创新”

因为对家园故土的深情，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拥
有一个沈从文式的共同梦想，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湘
西”。我们看到，一些作家循着沈从文的路径依然能够
取得很大成功。可是，同样地借鉴沈从文这一“样板”，
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几位获得了成功？在我看来，主要是
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多在简单地延续而缺乏创造地
承继，缺乏对以往模式的超越性延展，缺乏对丰富资源
与文化传统的陌生化审视。

而且，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些偏
见。比如，关于他的城乡二元文明对立观。沈从文并没
有一味地美化乡村世界，他对苗族文化本身也有自己
的反思和批判。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把那个孤立
的湘西世界放到动态的社会关系之中，审视它的时代
变迁。对于我们当下的写作者来说，如果只是沿着《边
城》的模式简单模仿，是很难写出自己的特色的。

现实生活在发展，文学的审美趣味在变迁，新的写
作内容需要我们开拓新的写作模式。我们需要继承民
族的古老传统、现当代作家的成功经验，但也需要基于
现实内容的需要进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这并
不是要求大家丢弃自己的民族本位，而是应当学习沈
从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审视与诘问，挣脱掉民族文化
传统的局限，以全新的艺术理念来触摸现实，写出时代
的新意。在这其中，沈从文对小说文体的突破与创新、
对小说人物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
的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或将更值得少数民族作家学
习与借鉴。

不仅仅是沈从文的“《边城》模式”，各个民族大都
有一些固定的叙事原型，有对后来写作者构成巨大“影
响焦虑”的大作家。新的写作者面对这些传统、前辈，既
要虚心学习，也要结合写作的题材、内容进行拓展、创
新，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现实、人生的丰富思考，让民族
特色与陌生审美经验并存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使自己
的创作不断得以开拓与超越。

总之，民族地区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发展变
化，其中涌动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和细节。如何以崭新的
艺术形式写出这些故事与历史、时代的深刻联系，深刻
反映人民群众的复杂内心世界，是有志向的少数民族
作家正在努力解决的文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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