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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生活陈酿的一坛老酒
——读《我的诗和远方》 □丁晓原

■关 注

■短 评

黄蓓佳是中国作家当中鲜见的跨龄、跨界写作的作

家，所谓跨龄，是指描写的人物对象既有少年儿童，也有

成年人的。所谓跨界，是指其描写的文体，不仅仅有儿童

文学和成人文体的区别，而是泛指其创作涉及到小说、

散文和剧本改编。

童心未泯是一个作家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的表现，

而将童心转化成一种看取世界万事万物的人生视角，那

是感伤浪漫主义的创作情愫。小说《请与我同行》中的同

学S君在诗歌《我希望》中所表达的情感，足以概括、印证

黄蓓佳作品感伤浪漫的内涵：“我希望/人们常问我，应该

找什么样的伴侣呢？我说——/我希望她和我一样，/胸中

有血，心头有伤。/不要什么月圆花好，/不要什么笛短箫

长。/要穷，穷得像茶，/苦中一缕清香。/要傲，傲得像兰，/

高挂一脸秋霜。/我们一样/就敢暗夜里，/徘徊白色的坟

场，/去倾听鸱鸮的惨笑，/追逐那飘移的荧光。/我们一

样，就敢在森林里，/打下通往前程的标桩。/那管枯枝上，

猿伸长臂，/何惧石丛里蛇吐绿芒。/我们一样，就敢随着

大鲸，/划起一叶咿哑的扁舟，/去探索那遥远的海港，/任

凭风如丧钟，雾似飞网。/我们一样，就敢在泥沼里，/种下

松籽，让它成梁，/我们一样，就敢挽起朝晖，/踩着鲜花，

走向死亡。/虽然我只是一粒芝麻，/被风吹离了茎的故

乡。/远别云雀婉啭的歌喉，/远别玫瑰迷人的芬芳。/我坚

信也有另一颗芝麻，/躺在风风雨雨的大地上/我们虽未

相识，但我们终极乐观/因为我们欣赏的是同一轮太阳。/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粒闪烁的微光。/就

这样，在蔽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这才

是成熟的黄蓓佳的另一面，显然，这与她童心未泯的儿

童文学的创作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黄蓓佳与我相识四十年，我对她的作品认知是经历

过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的，限于篇幅，我只把这个审

美认识过程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括。这里要说明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以来，对于黄蓓佳林林总总的小说

创作，尤其是她的中长篇小说，我错失了许多评论她优

秀作品的最佳时间，换言之，虽然我长期关注她成人题

材的作品，评论的数量和深度却是远远不够的。

我曾经概括黄蓓佳小说的审美特质是那种感伤主

义的浪漫情愫表达，这个整体评价至今都没有改变，无

论是悲情主义、感伤主义的构思，还是充满着喜剧色彩

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营造，感伤浪漫主义的元素始终贯

穿在黄蓓佳所有的作品之中。浪漫诗意的审美在她青春期

的作品中就得到了完美阐释，小说集《雨巷同行》中的故事

意象得以朦胧而羞涩的呈现：《雨巷》《去年冬天在郊外》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阳台》《秋色宜人》和《请与我同行》

（我之所以把《考学记》排斥在外，就是因为它纪实性较

强，减弱了感伤浪漫的元素）。那时候我们读这些作品，

往往会发出年轻的会心一笑，从中引发阅读的青春冲动

而产生一种美好的爱情恋想与幻觉，无疑，这是那个时代

青年的阅读聚焦。而这种早期作品中的浪漫写作元素虽然

没有在黄蓓佳的写作中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但在下意识

当中，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写作风格是适合她的。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得到评论界的充

分关注，从《午夜鸡尾酒》这本长中短篇集子里便可见一

斑，黄蓓佳在“序言”中说出了她早期作品感伤浪漫主义

元素对她创作风格的影响：“《冬之旅》是我写得最短的

一个中篇，仅三万字，但是在我的作品中的位置非常重

要，是我的写作风格由抒情浪漫转向冷静现实的一个标

志。”但是，我并不认为她的浪漫主义元素在现实生活描

写中消逝了，被瓦解和遮蔽了，相反，她用成熟的哲思剔

除了青春期冲动的盲目浪漫激情，转而植入了冷静的浪

漫描写，带着“忧伤的浪漫”进入主题的深层模式表达之

中。这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忧伤的五月》《柔情似水》

《仲夏夜》《婚姻变奏》和《午夜鸡尾酒》中都有令人沉思

感伤主义浪漫元素的呈现。

毫无疑问，这种变形的感伤浪漫元素在历史题材作

品中更是有着阅读的魅力，《新乱世佳人》足以证明黄蓓

佳这类小说生命力所在，90年代末我看完这部长篇时，

产生了一股即时性的评论冲动，可惜被那时一个突如其

来的特殊事件耽搁了。

长篇《婚姻流程》虽然也是现实题材的作品，但是，

我认为这是一部黄蓓佳用变形的感伤浪漫枪杀生活中

的普泛廉价浪漫的一次阴谋，这就是用“冷静的忧伤浪

漫”的感伤主义呈现冷酷现实的一种回答。这让我想起

罗伯特·本顿执导的电影《克莱默夫妇》从消解浪漫到回

归现实感伤浪漫的主题表现。

这种深度模式的感伤浪漫主义充分地潜入了黄蓓

佳的中篇小说集《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之中，2008年当

我甫一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就是被书的封面装帧震撼

了——那个系在书名上心形铁丝像绞索一样锁住了“人”

的图案，以及一道横亘在书名中间的铁丝，划掉了人和自

由的字样，最后终于断裂了，这种意象具有逼真的立体感，

甚至用手摸上去的凹凸感，就像真的是一段铁丝嵌进去

的，其视觉的冲击力让我折服，美编设计者算是吃透了小

说的寓意，并深入其肌理之中，把作品的深层表现力发挥

得淋漓尽致。除了《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外，《爱情是脆弱

的》《玫瑰灰的毛衣》《逍遥梦》《眼球的雨刮器》和《枕上的

花朵》都是黄蓓佳深度思考生活和爱情的感伤罗曼蒂克之

抒写，堪称上品佳作，漏读可惜，弃评更是永远的遗憾。

无疑，从《派克式左轮》这部小说集开始，标志着黄

蓓佳对现实题材的转型描写，一直到新世纪以来，连续

几个长篇小说的出现，让评论界得出了她对现实生活题

材深度介入的结论，可是我始终以为那个潜在的感伤浪

漫主义幽灵，仍然弥漫在黄蓓佳的作品之中，从《目光一

样透明》到《所有的》，再到《家人们》，我们仍然看到了黄

蓓佳流泪的罗曼蒂克背影，我曾经写过一篇《家人们》的

评论，主要是从这部作品的风景画描写入手，那只是从

一个侧面来阐释作者感伤浪漫元素的植入。

让我充满着狐疑的是，黄蓓佳作为一个优秀的成人

题材的小说作家，其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和深度的人性

描写应该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序列中，但它们却被评

论界和文学史界所忽略和轻慢了，究其原因，更大的缘

由是她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遮蔽了她成人题

材作品的深度辉煌。

值得深刻检讨的是，由于我个人的审美偏见，历来

认为儿童文学创作不能入正史的谬论主宰着我的思维，

所以，当我被江苏作协邀请参加黄蓓佳长篇儿童小说

《童眸》研讨会的时候，如其说是对作品产生了阅读的兴

趣，还不如说是与黄蓓佳的友情驱使而至，我以为这是

我对儿童文学评论画上的一个休止符，谁知一次偶然性

的阅读摧毁了我的偏见，那就是在黄蓓佳新的长篇儿童

小说《太平洋，大西洋》出版之际，她告诉我这部长篇小

说不仅是给孩子们看的，而且也是给成年人看的。于是，

我一口气含着热泪看完了这部作品，从此，动摇和改变

了我几十年来固执己见的陋习，便立马动笔写了那篇

《谱写友情的复调悲怆交响诗》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仅分析了小说的复调艺术特

征，以及人性力量的强大震撼力，同时也强调了小说中

风景画描写对现代少年儿童的教育意义，更重要的是，

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小说中不断插入的风景画描写所

构成的恰恰就是衬托贝多芬“悲怆交响曲”“英雄”和“命

运”的“田园”，如果没有浪漫童趣的田园乐章为最终的

“悲怆交响曲”做出的反衬与烘托，感伤浪漫主义悲情的

描写就不会打动全年龄段的所有读者，小说也就缺乏了

人性的深度表达。

由此，我才真正认识到：“一部好小说的阅读群体是超

越年龄与国别的，《太平洋，大西洋》就是这样的好小说，当

我们这些垂垂老者在即将走向人生终点时，我们能够在这

部优秀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童年的面影”。这就是人性的悲

情感伤浪漫抒写所带来的交响诗的力量所在。

感谢这部好作品的浪漫感染力，也感谢黄蓓佳改变

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偏执。

浪漫不仅属于儿童文学，它也是成人文学不可或缺

的写作元素。

更要感谢悲情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不仅仅属于18

世纪，同样适应当今现实世界的描写；它也不仅仅是属

于浪漫主义的，同时它也属于现实主义的。

黄蓓佳跨界小说中的黄蓓佳跨界小说中的
感伤浪漫抒写风格感伤浪漫抒写风格

□□丁丁 帆帆

参加了2022年的“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

优工作，就文学类来说，一个明显感受是候选作品基数

扩大，新意提升，选题和论述的创新性在提高，文学视

野在扩大，文学评论的核心价值和精神高度在加强。

最终入选作品突出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整体价值、文学

的人民性与多样性融合发展及文学对社会进步的积极

促进作用。

对时代的重大社会主题文学创作的充分关注，是

入选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长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

的美学追求与反思》对有着强烈人民性的重大主题文

学创作给予充分关注，从文学对人的根本书写和小说

类型样式、话语结构等方面，对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创作

作出充分的文学性评析，反映了文学鲜明的时代性，体

现了文学评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坚持了艺术角度

的评论学理。

与此相关，文学化地评析提炼当下文学的主流价

值书写，是入选作品的重要贡献。长评《论新世纪小说

的轻逸化审美追求》富于发现地提出新世纪小说创作

在日常化书写中贯穿的轻逸化美学特色。文章看到了

日常化书写中平凡与意义、矛盾和理想的统一，从而总

结出文学在主流价值上体现的多样性、艺术性以及主

流价值与人民性的统一，开阔了文学表现主流价值的

艺术视野。而短评《学习鲁迅，切实树立文化自信》则

是在鲁迅经典的分析回顾中，提出什么是真正的文化

自信，应该树立的是“中国的脊梁”式的文化自信，培养

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自信。这既是对文学经典价值的

重新发掘，又是对一个普遍化的时代课题内涵的充实。

选题与论述的新意，是入选作品的一个突出特

点。代表性的如专著《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自信力》，该

书对新时期文学作出文化的新观察，把文学作为时代

的整体性力量来认识，有新意地提出“文学自信力”，

认为新时期文学分别体现了一种文学实力、文学引

力、文学张力、文学推力、文学锐力、文学韧力、文学定

力，在此框架下，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经

验作出崭新解读，并以中国文学的实绩为建设文化自

信贡献一方基石。选题和观点富有新意的又如短评

《构建动物叙事的崭新话语体系》，文章以新的文学视

角认识文学的前沿叙事，将文学的动物叙事分析延伸

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课题，人文内涵从生命物种平

等切入，扩大了文学视域，触发有关人性、文明、平等、

生态、良知等现代性话题的思考，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的积极

支持。

对文学历史和前辈耕耘的时代再认识，也是入选作品创作新意的一

个表现。长评《“人民”眼中的世界——1949-1965年间中国文学的世界

书写》以新中国十七年里一份报纸、一本刊物的世界书写为例，实证化地

说明了新中国建设世界关系的渐进过程，从文学的独特视角反映艰难然

而持续的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学对世界文明的积极借鉴，体现了充分

的历史观点和对新中国文学前辈的致敬。

入选作品整体体现了文学评论面向时代、面向文学实际的创造性和

对精神高度的追求，以对当代文学崭新的评价发现书写出中国文学发展

带来的、中国文化人接续创造的坚实的文化自信。作者有中青年评论名

家，也有长期勤奋耕耘的实力学者，反映了文学评论界的实力与进步。

应该指出的是，限于名额，一些作品未能入选，但其中有些作品仍然体现

了具有学术特点的创造性，反映了文学评论对新思考、独创性的努力，也

是“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日益丰厚的作品基础。相信今后一定

会有更多新的优秀评论家和优秀评论作品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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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和远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1月版）是资深文学“新人”王正宇的一

部散文新作。说他是资深文学“新人”，这里自

然有其“出典”。1978级中文系出身的王正

宇，早在1981年10月1日，就在上海《文学报》

发表了评论贾平凹散文创作的文章，随后又有

《试论当代抒情小说》等论文刊出。王正宇的

社会行路，没能让他成为职业的文学评论家，

而成了多个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但他一直

深藏着文学的初心，在退出工作岗位后，第一

时间就回到文学的场域，有规模地评文论艺，

写作散文，笔墨随着自己的“诗和远方”，俨然

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新人”。

散文基本上属于非虚构写作类型，是一种

最“我”的文体，因此有学者以为散文背后站着

一个人。在我看来，作者的人生行旅、精神格

局、情感取向等等，无不映照在文本之中。王

正宇的《我的诗和远方》大要也是这样。阅读

这部有“诗”命名的散文集，我深感“诗”是生活

陈酿的一坛老酒。这坛老酒味道醇厚，回味隽

永。在王正宇的散文中，所谓“诗和远方”就是

他过往岁月的一份馈赠，是他人生心路的一种

刻写，是浸润了他个体生命体悟的多质多味的

醇酿。

《我的诗和远方》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内

容丰富饱满，阅读作品颇多获得，作者的见闻、

自叙、感想等，增加我们的知识，延展我们的视

野，充盈我们的精神世界。25万字的篇幅，包

含了《风物素描》《坝口风情》《素日往事》《生活

浪花》《大地印痕》《絮语发微》等6个小辑，大

致是物事人景以及“絮语”类的随想等。《风物

素描》《大地印痕》可归为一类，摄取的是物事

和游踪投在作者心灵的印痕。风物一类的书

写细致写出风情物性的特质，表达“物”“我”之

间性灵的联通。《高邮双黄蛋》一篇很有物趣，

开篇以“未识高邮人，先知高邮蛋”起笔，显示

高邮蛋之于高邮的形象代言的意义。承接着

以北宋词家高邮人秦观、清代文学家美食家袁

枚和现代文学名家高邮人汪曾祺等与高邮蛋

的关联轶事，言说高邮蛋的文化小史。然后依

题言说，介绍高邮双黄蛋的美食之美和一蛋双

黄的成因。文章最后以“‘常吃双黄蛋，早生龙

凤胎’成为高邮人新婚祝福最常见的用语了”

收结，点染出俗世生活的别样意趣。《溱潼鱼

饼》则是关于家乡特色美味的深情记写。此物

相思，寄托着作者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另外更

重要的是“我的妻是从溱潼走出来的”。作者

以为，“溱潼人做鱼饼算得上真正的独门绝

技”，并将这“绝技”的“刀工”“攉工”“验工”“做

工”等一一作了具体的说明。这样的书写，只

有历练熟稔者才可得到。此外，篇中还导入夫

与妻的生活小叙事：“那年春节前，刚完婚的我

与妻自告奋勇承担起做鱼饼的重任”，“又是看

书，又是找老人讨教”，又是求助巷子里的大

厨。鱼饼至味，而这样的小叙事走过岁月，定

格成人生的大美。《我的诗和远方》中记游之作

有9篇，游历地国内外都有，给读者印象较深

的是《冲绳印象》《珀斯纪行》等。这些游记不

只是记游，之所对许多读者而言是陌生化的，

而且或能给出作者独特的感受，或描绘出物景

的别样之美。“踏上冲绳的土地，有心人能够感

受到它繁华、温情背后的悲情色彩。”作者就是

这样的“有心人”，他从眼前景读到冲绳过往

“悲情”的历史。《珀斯纪行》中有《印度洋海滩

观日落》一节，专门记写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

交汇点”看日落，日光晚霞、天幕云影、斑斓洋

面、金色海岸，交相辉映，现场感十足，给读者

物色并美的精神“晚宴”。

静读《我的诗和远方》，我更喜欢《坝口风

情》《素日往事》和《生活往事》中记事写人的篇

章。所记事情并无洪波大澜，大多为生活中的

寻常琐屑，所写人物也多街道小区的邻里百

姓。这些散文可谓记忆之文。长忆的人与事

驻守作者的心里，不被光阴淹没，更随生命而

绵长。岁月的长度丈量着记忆的情感深度。

这样的记“忆”散文，自然富含可以回甘的诗

意。《坝口》一篇写儿时生活的城镇中心，这里

汇聚着各色商业门店，学校、电影院、剧场、图

书馆、文化馆、店铺等等应有尽有，升腾起人间

烟火气，弥漫着市民嘈杂声，更是孩子们的乐

园。“坝口，等于北京的王府井，等于南京的新

街口。”但这些都渐渐隐入了历史的尘烟。借

助于作者细实的描写，留给读者一幅关于坝口

的“清明上河图”，也仿佛是一册映写着那一时

代光与影的连环画。《坝口的照相馆》可唤醒一

代人的集体记忆，其中的小故事让走过同时代

的读者产生共情，使年轻人难以理解而又忍俊

不禁。“我们几个小男孩正处于青春朦胧期，想

看美女照，又害怕被旁人看到，装着赶路的模

样，一天里在照相馆的橱窗旁边竟走过好几个

来回。”这是一代人青春心理的真实特写，也映

照出一个时代独特的风情。

《我的诗和远方》中有十多篇作品是写人

的。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级别”的，最大的万

局长也是“退休的”，而“隔壁老王”虽为企业

家，但作者的笔下只是一个公选出的业主委员

会主任，作者以一种日常生活的视角叙写菜鸟

便民店的小夫妻、景区的船娘、小区清洁工、理

发师傅、挑水工、居委会主任、摆摊贩的小生意

人等。作者以平实质朴的叙事、具有表现力的

细节提取等，讲述他们人生片段的故事和性格

品行，其中有的人物叙写形神兼备，给人留下

较深的印象。《九小》所写“姓甚名谁，无人知

晓”，所知道的他“身材有些矮短，脸上有些潮

红”，两腿有明显的粗细差别，以挑水营生。“准

时送水”“从不涨价”，“你钱凑不齐钱，他可以

赊账”，又爱助人，见义勇为。生活虽然辛苦，

却又不失自乐之趣，“他会唱起他自创的号

子”，“在水巷里还有嗡嗡的回声”。《区老儿》写

的是一位小摊贩主，他自有小生意人的小算

计、小抠门，但“也有侠义、心善的一面”。作者

以性格化的具体叙事，将人物性格的多面体给

凸显了出来。王正宇散文这种原色原真的人

物书写，写出的是生活中多质的原味。这是诗

意之酒的一种配方。

长 篇

李延国、王秀丽：《张桂梅》，《中国作家》纪实版2022年第3、4期，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

年3月

何建明：《万鸟归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

杨丽萍：《中国外卖》，《北京文学》2022年第4期，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4月

谭 楷：《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天地出版社，2022年4月

季栋梁：《西海固笔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黄 蓉：《讷河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

孙晶岩：《中国冬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

中短篇

郭 超：《共享单车：奔向美好生活》，《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2年第8期

李玉梅：《黄河岸边有我家》，《中国青年作家报》2022年5月16日

张子影：《另一种战场》，《解放军报》2022年4月1日

黄传会：《好一辆漂亮的火星车》，《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日

（上接第1版）要原原本本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同时要把学习报告同学习大会系列讲话和相关文

件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

精神结合起来，联系着学。学习不能仅停留在记

住一些概念和提法。要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联系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

凡的历程，联系我们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联系国际

环境深刻变化，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

文章指出，要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党的

二十大精神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政治上的高瞻远

瞩和理论上的深邃思考，也有目标上的科学设定

和工作上的战略部署，这些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

的。只有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

内相结合的办法，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

进行反复揣摩，才能全面掌握党的二十大精神，避

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比如，要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全

面把握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深刻内涵和重大

意义；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

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全面把握党的

二十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

文章指出，要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有计划、有部署，在把握总目

标、总方向、总要求的前提下，对各项目标和任务

进行细化，有针对性地拿出落实的具体方案，制定

明确的时间表、施工图，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要分

清轻重缓急，既要全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

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

事，防止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保持工作连续

性。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把党中央提

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

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做到既为一域增光、

又为全局添彩。

文章强调，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

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

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

要发扬斗争精神，勇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勇于

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

2022年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
（按得票多少排序，票数相同的，以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