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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为贵州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提供了保障，改革开放则进一

步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的发展繁荣。特别是进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以来，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突飞猛进，表现出巨大的潜

力，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

剧、报告文学还是文学评论创

作，都收获了令人欣喜的成

绩，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百

花园里大放异彩，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多元文体发展与繁荣

势态，奏出新时代贵州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多声部、多体裁交融的进行曲。

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老中青

作家共奏凯歌，成绩斐然。老作家龙志毅、伍

略、石定、滕树嵩、刘荣敏、吴恩泽等的创作老

树新花、硕果累累，中年作家梁国赋、蒙萌、赵

剑平、和国正、弋良俊、王运春、罗吉万、田永

红、杨打铁、龙潜、韦文扬、文美鲜、赵朝龙、张

国华、罗漠等的创作日新月异、成绩卓著，青

年作家王华、肖勤、幺京、句芒云路、崔晓琳、

侯乃铭、袁伟等的创作不断创新、渐入佳境。

苗族作家罗漠出版《乡村与城市边缘》《一生

长叹》等小说集，《一生长叹》蕴含历史语境下

对生命的关怀。仡佬族作家王华著有长篇小

说《桥溪庄》《傩赐》等，具有典型黔北仡佬族

的文学特征。仡佬族作家肖勤作品散见于

《人民文学》《十月》等，多次荣获全国小说年

度奖，出版小说集《小等》《碧血丹砂》等，《丹

砂》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白族作家景戈石出版长篇小说《白云山

下是故乡》等，对人性的书写引起读者关注。

白族作家郑吉平出版小说《最后一块田》，彰

显“底层写作”特色。土家族作家文美鲜在

《民族文学》发表多篇民族意识和地域性较强

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成绩不凡。毛南族作家

孟学祥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山路不到头》等，

“80后”苗族女作家句芒云路与土家族女作

家崔晓琳在《民族文学》《北京文学》《长江文

艺》发表小说，均引起文学界关注与好评。土

家族作家侯乃铭出版长篇小说《樱花飘零》

《最后的梦园》《黔中魂》等，《黔中魂》全方位

展示了黔东地域文化特色与民族生生不息的

生存历程。可见，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

作家的小说创作大多立足于本民族，书写历

史进程中的民族发展及家国命运。

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散文创作，除老作

家龙志毅、苏晓星、伍略、吴恩泽等有影响外，

一批中青年作家也后来居上、颇有建树，如土

家族的魏荣钊、刘照进、安元奎、张贤春、张

进、田儒军、陈丹玲、张羽琴等，苗族的完班代

摆、杨村、刘燕成、梁祖江等，毛南族的孟学祥

等，水族的潘光玖、潘鹤等，布依族的吴茹烈

等。他们在散文创作领域大胆探索，各具特

色。魏荣钊出版长篇散文《独走乌江》《走在

神秘河》，乌江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得益彰。

刘照进的散文创作凸显叙述语言和抒情语

言的弹性与张力，散文集《沿途的秘密》获贵

州省文艺奖。安元奎是典型的乡土散文写

作者，系列散文《古龙川纪事》彰显浓郁的地

域文化乡愁。张进在《散文》等刊物发表作

品，出版散文集《踏过乌江》《远去的山寨》，

乡土情结浓厚。田儒军出版散文集《周家桠

记忆》，书写对即将消逝的乡村的回忆。陈

丹玲是土家族写作者中的后起之秀，在《民

族文学》《山花》《天涯》等刊物发表作品，出

版散文集《露水的表情》《村庄旁边的补白》

等，注重对生存与生命的观照。梁祖江在文

体方面积极探索，进行了一系列“微散文”创

作。杨村出版散文集《让我们顺水漂流》，乡

土与民族特色浓厚。完班代摆出版具有明

显苗族文化基因的长篇散文《在历史的拐角

处》等。刘燕成出版散文集《遍地草香》《贵山

富水》《月照江夏韵》等，乡土情结与苗族文化

相互渗透，获第二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金贵·新人奖”。潘鹤出版散文集《韶华倾

负》《千山是雪》等，记叙其生活经历、人生体

验及生命追求。吴茹烈在《民族文学》发表《构

坝，三月是一只马灯》等多篇散文，书写时代

是他的创作主题。可以看到，乡土记忆、民族

意识与家国情怀，是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作

家散文创作的基点。

诗歌是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

重头戏，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诗

人群体，如以喻子涵、安斯寿、徐必常、朵孩、

非飞马、任敬伟、冉小江、水白、赵凯、张建波、

冉茂福、蒲秀彪、陈顺等为代表的土

家族诗人群，以末未、龙险峰、吴治

由、马晓鸣、袁伟等为代表的苗族诗

人群，以罗莲、杨启刚、牧之等为代

表的布依族诗人群，以禄琴、阿诺阿

布等为代表的彝族诗人群，以赵

卫峰、空空、郑吉平等为代表的

白族诗人，以姚瑶、朱良德、罗中

玺等为代表的侗族诗人群，以姜

代银、廖江泉、伍小华、弦河、肖

磊等为代表的仡佬族诗人群

等。喻子涵主要从事散文诗创

作，著有《喻子涵的散文诗》《汉

子意象》等诗集。安斯寿提倡

“生活写作”，主张书写生活真实

与生命感受，著有《寂境独语》

《生活的真》等四部诗集。徐必

常著有《朴素的吟唱》《风吹草

低》《贵州组歌》诗集与长诗《毕

兹卡长歌》，曾获第二届中国土

家族文学奖。冉小江在《诗刊》《诗潮》《星星》

等发表大量诗歌，出版诗集《当春天再次来

临》。水白出版诗集《虫之声》《两个姑娘》等，

曾获第五届贵州乌江文学奖。赵凯、冉茂福、

陈顺等人的散文诗创作，以乌江与沿河边地

为载体，乡土气息十分浓郁。末未出版《似悟

非悟》《在黔之东》等四部诗集，曾获贵州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及贵州文学奖，与非

飞马、朵孩、任敬伟一起被称为“印江四诗

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手

法，在贵州诗歌创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龙险峰是一位抒情诗人，出版诗集《春天正在

兜售爱情》《你是我除夕等候的新娘》等，在当

下社会呼唤唯美爱情。吴治由著有诗集《观

流水》《途经此地》、长诗《中国天眼简史》等，

曾获贵州省第三届尹珍诗歌奖创作奖。马晓

鸣出版《白日有梦》等诗集，注重诗歌的时代

语境与社会效应。袁伟是苗族诗歌创作的后

起之秀，在《诗刊》《星星诗刊》等报刊发表诗

歌，出版有诗集《栽种春光》，被评为当代大学

生“十大校园诗人”。杨启刚出版《遥望家园》

《打马跑过高原》等诗集，《打马跑过高原》获

贵州省第二届尹珍诗歌奖。牧之在《十月》

《诗刊》《民族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出版《山

恋》《心灵的河流》《魂系高原》等诗集，是新时

代布依族代表诗人之一。阿诺阿布出版诗集

《水一直在岸上》，评论界给予较高评价。赵

卫峰著有诗集《过程：看见》《本地之旅》等，与

白族诗人黑黑、苗族诗人西楚被贵州诗坛称

为“贵州诗歌三剑客”。空空是新时代贵州白

族代表诗人之一，著有《人之高原》《不惑之

书》等诗集。姚瑶诗歌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

与童话特征，如《遥远乡村的黑色符号》《梦中

的瓦尔登湖》等。朱良德出版《稻草哲学》等

诗集，作品充满学理性思考。伍小华在《诗

刊》《民族文学》《星星》等报刊发表过作品，出

版有诗集《汉字经方》《低处》。弦河是近年来

比较有创作后劲的仡佬族青年诗人，在《诗

刊》《民族文学》等发表作品，唯美主义和理想

主义色彩浓郁。在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诗人

的创作中，民族是他们重要的母题，同时又具

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开放胸襟。

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除小说、

散文、诗歌文体外，在报告文学、戏剧、文学评

论方面也各有千秋。吴恩泽的报告文学集

《脊梁》《崛起的山城》等，赵剑平的长篇报告

文学《功勋》，王华的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

雀》，张国华的长篇报告文学《绝不言弃》，徐

必常的长篇纪实文学《爱心的河流》等，都产

生了地域性影响，特别是王华的《海雀、海雀》

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这是贵州少数民族纪实文学创作的重大

收获与突破。戏剧创作方面，苗族的伍略、林

亚军，土家族的何立高，侗族的林盛青等都颇

有建树，如林亚军与林盛青创作的话剧《严寅

亮》就曾引起不小轰动。贵州少数民族的中

青年评论家以龙潜、喻子涵、杨启刚、赵卫峰、

孙向阳等为代表，龙潜出版有《圣殿之廊——

新时期小说艺术论》《复兴之梦与花——新时

期诗歌艺术论》《飞翔的幻影——20世纪中

国文学的一份评语》等，喻子涵出版有《新世

纪文学群落与诗性前沿》《地域民族文化视野

下的贵州作家群研究》等，杨启刚出版有《文

学新浪潮》《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抒情》等，赵卫

峰出版有诗歌评论集《高处的暗语：贵州诗

歌》《变化：在本土道理与外地风水之间》等，

孙向阳出版有文学口述史《心灵的守望——

黔东作家访谈录》等。这些文学评论著作引

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纵观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

多数作家都属于跨文体写作，“跨界写作”的

“多栖作家”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创作的主力

军。无疑，这是新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贵州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另一种繁荣。

几年前，扬州女作家朱崇生不远千里来到

新疆伊犁采风，整个行程时间一个多月。这次新

疆之行让朱崇生收获巨大，她对这次伊犁之旅作

了详细的记录，进而创作出版了《伊犁日志》（作家

出版社2021年8月版）。我在阅读这本书时，特

别注意到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愿我们永远

走在多民族和融共生的大道上！”确实如此，朱崇

生的这本新作，生动地记录了她这一段跨越民族

文化、见证民族融合的旅途。

不同于许多人的新疆之旅，朱崇生的新疆

万里行并不仅仅是到新疆作走马观花式的旅游

观光，也不是到那里去寻胜猎奇，更不同于蜻蜓

点水式的采风，而是将自己融入到边疆少数民

族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去。朱崇生的这次新疆

之行，目的非常明确，她是为了撰写乌孙公主刘

细君的传记而前往细君公主远嫁的伊犁，通过

了解乌孙国后人即哈萨克人的生活环境，走进

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从而实现跨民族的心

灵对话。

朱崇生出生于扬州，是乌孙公主刘细君的

“娘家人”。西汉时期，刘细君受汉武帝之命远

嫁乌孙王。过了将近2000年，朱崇生从扬州出

发，追寻细君公主的足迹，跨越数千里来到西部

边陲。从扬州到伊犁，不只是空间上的遥远，更

有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差

异。扬州地处长江下游，虽然居于长江北岸，却

属于江南文化圈，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一年

四季分明，盛产稻米鱼虾，形成了以农耕为代表

的江南田园人文风貌。而地处大西北的伊犁则

在天山以北，地形以草原为主，生活着众多的游

牧民族，从而形成了迥异于扬州的游牧文化。

扬州与伊犁两地的人，不仅脸型轮廓不同、语言

文字各异、服装配饰有别，而且在生活形态、劳

作方式、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方面也都有很大

差别。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从空间到

精神上的阻隔。然而所有的阻隔都可以通过相

互交往、交流得到化解，朱崇生从扬州来到伊

犁，通过艰苦的努力，消除了不同民族与文化间

的阻隔。《伊犁日志》生动而细致地记载了这一

过程。

朱崇生在出发之前听到了“天山的神秘召

唤”，也就是说，她去新疆不仅仅是一次规划好

的采访行程，更是带着神秘和好奇，怀有一种

“天命感”去见天山。但当她来到天山的大草

原，首先感到的是生活上的不便，这是长期生活

在平原地区现代化城市的她从来没有遇到过

的。当她住进牧民毡房的时候，她不知道该怎

么解决内急问题，平日在家穿惯的鞋子不能适

应草原上的行走，草原上的卫生状况也需要她

渐渐适应，睡觉时不知道要生炉子而挨冻。融

入当地人的生活，首先要从同吃同住开始，要让

自己逐渐适应当地人的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

方式，同时需要进一步了解当地人的“民性”。

这就需要通过交往，在交谈和行动中加深对当

地人的了解，消除因文化和习俗的差异而引起

的误会。朱崇生与“草原小公主”的交往就很具

有戏剧性，两人从最初充满野性的互相敌视，发

展到彼此能够和平相处。在这过程当中，朱崇

生理解了她的“捍卫”和她“凛然不可侵犯”的尊

严。而她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哈萨克人的性

格。正是由于理解、包容和尊重，朱崇生将自己

融入到了阿依努尔、塞尔江、阿尔达克、古丽巴、

艾登江、别克波力等哈萨克人之中，彼此成为亲

人，从而初步跨越了民族文化的阻隔。

不仅如此，朱崇生还努力以自己的心走进

哈萨克的文化。许多人只记住了草原自然风光

的美，对于草原真正的魅力却知之甚少，甚至还

可能产生一定的误读。而认识草原和自然，正

是认识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民族的出发点，因为

草原的民族文化是由草原自然滋养出的。在朱

崇生眼中，天山那“一座连着一座的山体”，“像

游牧民族女人的巨乳”，表现出庄重而圣洁的

美。在伊犁，朱崇生拜谒了哈萨克族杰出的诗

人唐加勒克，唐加勒克的诗歌吐露的正是哈萨

克人的心声，表现出哈萨克人的草原精神，是哈

萨克民族文化极其重要的代表。更重要的是，

朱崇生对于刘细君西嫁以及从乌孙到今天哈萨

克文化的演化有着深刻体认和感悟，对于汉—

乌（哈萨克）文化的融合有着深刻解读。当朱崇

生来到赤谷城展开探秘、来到细君公主墓前沉

思和冥想，给西北草原带来扬州的江南文化时，

她已不是一个来到新疆的普通游客，也不是一

个普通的作家，而是一个勾连汉哈古今、促进民

族融合的文化使者。

在《伊犁日志》中我们还看到，朱崇生在这

次伊犁之行中，不仅深入到哈萨克的文化精神

之中，而且还广泛接触和了解了新疆的其他少

数民族。她走访了察布查尔县，追溯锡伯族先

人数百年前的移民史；她与维吾尔族兄弟由相

遇到相识，再到相知；她还结识了生活在伊犁的

蒙古族和克尔克孜等民族的人们。在短短的一

个多月时间里，她结识了所有能够接触到的新

疆各个民族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风土

人情。在新疆的生活和游历强化了她性格中的

豪爽和直率，哈萨克人的性情融入了她的血液

之中，她还从一些后辈身上深切感受到了民族

融合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生活在

祖国大家庭中，但是由于空间的巨大阻隔，各民

族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以各

种方式来努力消除这些阻隔，加强各民族间的沟

通与联系，加深彼此的理解和情谊。朱崇生的这

本《伊犁日志》，通过作者的自身经历和深刻感

受，展现了民族之间、地域之间以及古今之间文

化交流与精神交往的生动案例，为我们进一步促

进民族融合、建立民族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经

验，也为建立民族交流理论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

范本。

湖南西部又被称作“湘西”，是

一片神奇、神秘的土地。这里被人

戏称为“中国的盲肠”，盖因此地群

山纵横、交通闭塞、民风彪悍。但就

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在后世以其文

脉之悠久独特而享誉天下。仅仅一

个凤凰县，就有闻名全国的人文历

史，如民国总理熊希龄故居、陈氏

（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

等）旧居、沈从文故居与墓地、黄永

玉画馆等，这些近当代名人的行迹，

使凤凰成为中国在几千年封建王朝

结束后进入新文化时代的一个缩

影，或者说微观的“历史盆景”。熊

希龄、陈寅恪、沈从文、陈师曾（即陈

衡恪），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国政、国

学、国文、国画的代表性人物。一个

“荒蛮之地”，竟然有如此多彩的人

文风景，让人匪夷所思。

但真正能说明这个地方性格

的，其实是此地的“武脉”。有几个

历史之谜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明

朝嘉靖年间，朝廷征调湘西土兵赴

东南沿海讨伐泛滥成灾的倭寇，这

些土兵不负众望，以其骁勇善战，

立 下 彪 炳 史 册 的“ 东 南 第 一 战

功”。湘西土家族过“赶年”，就是

为了纪念这次出征来不及过年

的人。二、中央红军长征伊始，目

的地就非常明确地锚定湘西，计划

与红二、六军团在那里会师并再建

中央苏区根据地，而蒋介石不惜代

价、铁桶合围式地阻止红军挺进湘

西，以至于有了惨烈的湘江之战。

为什么蒋介石如此害怕中央红军

进入湘西？为什么当时的红军在

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还要坚持

前往湘西？三、抗日战争的最后一

战为什么是发生在大湘西的雪峰

山会战，并且这一战是日寇的最后

一次大败？日本战败投降和中国

军队对日受降地之一为什么会选

择湘西芷江？四、为什么在淞沪会

战中，会有湘西竿军的嘉善血战？

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的松骨峰战斗、

上甘岭战役中，会有万余湘西籍志

愿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功载史

册？这些历史之谜，就是湘西的

“武脉”在历史长河中的草蛇灰

线。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的书写，

如果没有触及这一条“武脉”，那么

湘西的“盲肠”之地如何成为中国历

史的“梗阻”、如何成为绕不过去的

历史节点，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所以，湘西籍作家岳立功充满

文学性、虚构性的湘西大历史书写

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最新长篇小说

《白祭坛》（海天出版社，2021年），

是他书写湘西“武脉”的重要突破和

收获，也是作家的一次有雄心的写

作。他把近现代的湘西置于一个宏

阔的历史时空中，在中国历史的大

背景下展开描写湘西男儿的铁血

柔情，描写湘西的历史纠葛。在小

说中，作者通过所设定的几个家

族、所描写的几代人的命运以及一

系列人物的爱恨情仇，塑造了若干

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又通过一系

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战争场

面、深厚的风俗民情、地域性的民

间性格、独特的地方经济状况，结

构出饱满的地方历史，揭橥出湘西

的历史密码。

湘西在多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

历史转折时期占据着关键的战略地

位，湘西武装骨子里有一种不畏外

敌的拼命气概。一方面，在红军时

代，它是武装割据的战略要地。贺

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

湘西建立根据地，并且具有很好的

群众基础；湘西地方军与何健部、黔

军及蒋介石中央军勾心斗角、巧与

周旋，暗中同情和资助红军。此地

山高林密，便于打游击和武装割据，

虽然地理封闭，但人文历史悠久、信

息交通并不闭塞，反而有着影响全

国的可能性。抗战时期，国民党政

府消极抗日、节节败退，最后偏安于

陪都重庆，湘西成为内地和战区通

往大西南的交通枢纽要道，也是大

后方的重要门户，雪峰山下的芷江

机场更是美空军飞虎队飞往陪都和

云南乃至缅甸战场的重要军事基

地。另一方面，湘西地方军人在抵

御外侮时展现出强烈的爱国血性，

兼有骁勇善战的勇猛、果敢、机智，

无论是嘉善之战、长沙会战还是雪

峰山会战，湘西竿军都迸发出同仇

敌忾的牺牲精神。作者在小说中写

到，嘉善之战后，沈从文在报纸上发

表了对参战湘西军人付出数千人性

命与日军鏖战的赞颂，令人深深感

动。中日决战，湘西终于成为止住

日军侵略步伐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

障。小说并没有回避湘西地方军队

的“匪性”，也深度描写了湘西地域

的匪争、内斗、世仇，真实呈现了地

域人格的复杂性、狭隘性和好斗争

胜性格，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又可以

抛弃前嫌、一致对敌，其性格发展具

有历史和道义的逻辑，也展示了民

族性格的可塑性。

小说以地方性视角和地域性书

写，既实现了对大历史的观照，也彰

显出鲜明生动的地方特色。整部小

说的语言充满湘西方言韵味，俗语、

俚语、谚语信手拈来，湘西风土人

情、民俗民歌满纸洋溢。即使写到

竿军远离乡土在外地征战，也是充

满湘西乡土民间意味，读来别致有

味。总之，这是一部韵味绵长又意

味深长的小说力作，是一部关于湘

西秘密的厚重、饱满、丰富、深刻、深

情的文学书写。

用虚构的文学用虚构的文学
书写真实的湘西书写真实的湘西““武脉武脉””

————读岳立功长篇小说读岳立功长篇小说《《白祭坛白祭坛》》 □□向云驹向云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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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民族文化跨越民族文化 促进民族融合促进民族融合
————评朱崇生评朱崇生《《伊犁日志伊犁日志》》 □□孙德喜孙德喜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新时代文学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