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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的生动图景
——2018年河北散文扫描

揭示新农村的新变化
——评李延青《发小们的病》和《白头儿火柴》

有格局的
写作

——谈二月河的创作观

网络时代，散文所
内含的自由表达的特质
得到发扬，网上网下可
以归为散文的篇章浩如
烟海。这些文字将亿万
人的个体观念、情感和
情绪聚合在一起，摹画
出无限生动和鲜活的图
景。“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在改革开放 40 周
年 的 大 背 景 下 观 察 ，
2018 年的河北散文数
量众多、风格各异，凸显
了表征时代的功能。这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延
续了多视角、多层面的
观察方式，全方位观照
现实生活的表象和真
相，触摸社会跃动的节
律，探查个体的内心世
界，呈现出主流与多元
并置的精神景观；二是
对表达方式的选择，写
作者追求文体多样化的
意识不断增强，在坚持
传统体裁样式的同时又
有所变化，书信体、札记
体作品为散文写作吹来
新风。此外，注重拓展
新的表达路径，在文类、
语言、修辞等方面显示
出丰富性。

□桫 椤

知识的建构

现实的描绘

风物与性灵

2018河北文坛回眸（三）

□赵亦彭

写人物难，写历史人物尤其难。作家二月
河写了，留下了一份文学遗产，他自己也成了
历史人物。

一部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很私人，
是作者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集中
体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部文艺作品更
多的是社会性，要接受读者的审视甚至考问。
这些也恰恰是作品的价值所在。一部好的文
学作品，总能让读者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是读
者对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价值
观与人生观的认同。

二月河的作品正是如此。
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引起议论甚至

争论，是因为这些人物，更像是生活在我们身
边的普通人。这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读来让人
熟悉，仔细一想，却又似是而非。从他笔下的
人物身上，读者读出了最远也是最近的距离。
你知道他们都是历史中锦袍玉带的人物，但
几卷读来，你会发现这些人也有喜怒哀乐，他
们也会黯然神伤甚至顾影自怜，他们也会嬉
笑怒骂甚至家常八卦。在这群帝王将相的华服
之下，亦能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周遭各色普通
人的影子，真实得让人恍惚，这就是出色的文
学塑造，而这恰恰又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在《雍
正皇帝》一书中，雍正请方苞吃饭，怕方苞拘
束，自己吃完后，不但找借口先行回避，还嘱
咐方苞“能吃就多吃些”。而最后那句“糟蹋了
也是暴殄天物”，让读者觉得这位“冷面天
子”，脸虽冷，心却是热的。这些随时随处可见
的日常的琐屑，让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褪去了
神圣光环，从“画像”回归到人，而且是凡人。

凡人化的艺术形象，可以拉近读者与作
品之间的距离，但还不够。好的艺术作品，还
需要“沉浸”，以语言作为基本载体的文学作
品更是如此。这样的作品常常通过情境让读
者“沉浸”，而这种情境的表达主要靠故事。优
秀的作家往往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二月河也
不例外。他通过一个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建构
起跌宕起伏的故事，用故事将读者带到作品
中。很多时候他不是在写人物，而更像是在让
人物同读者对话，向读者表明心迹，让读者自
己有个判断。《雍正皇帝》中，十四阿哥胤禵从
西北奉旨回京给康熙奔丧一节，便是如此。路
上，胤禵夜宿古庙“脸上早已满是泪痕”。作者
笔锋一转，点出他的眼泪并不是为父亲而流，
而是为他争夺皇位失败而流。他怨“酒囊饭
袋”的盟友，怨奴才办事不力，然而他却忘了
夺位是他自己的事，旁人又如何能全心全意
替他做。这里没有卓尔不凡的王爷，也没有不
可一世的“大将军王”，更没有遭丧父之痛的
儿子，只有一个在竞争中落败的失意者。这样
的描写，让原本生存于纸面上的历史人物，立
体鲜活地走进读者的世界，融入读者心中。

二月河军旅出身，人民子弟兵骨子里那
种与人民的血脉联系，不只充分表现在作风
上，也可以诉诸笔端。他写的是帝王将相，却
都是百姓模样——有什么能比老百姓爱看、
爱聊这部作品，更能说明作品本身的成功呢？

每一份职业，都有自己的操守与尊严。如
果说“真实”是作家的操守，那么“格局”就是
作家的尊严。所谓格局，就是作家对世界的认
知；而对周遭环境的深刻认识，则可称之为

“有格局”。二月河的写作是有格局的写作。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观，作品集中体现
了对“人”的关怀。

他以王侯将相之名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在他笔下，皇帝只是穿着龙袍的普通人。这样
的身份转换，让二月河笔下的“天下”，更多的
是一个“人”眼中的世界，而非“神”眼中的世
界。他笔下的“天下”没有完美无瑕的圣人，有
的只是一个个明知现实残酷但仍奋然前行的
凡人。凡人的世界，注定是不完美的。正是这
种不完美，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了历史
的可能。“天下”是人的天下，天下的故事自然
都是人的故事，而人的不完美，决定了这些故
事必然会有一根追求完美的红线，尽管很多
时候并不尽如人意。在二月河笔下，即便是雍
正皇帝也常常被周围人哄骗，“就连下棋这点
小事，是赢，是输还是和，都全是假的”。正因
为“这日子过得太没意思”，让雍正皇帝更加
坚定了改革弊政的决心。

文艺作品是时代精神的使者，优秀的历
史文学尤其如此。

二月河早年投身红学研究，字里行间都
多少带有点儿“红楼”气：文白间杂，有天上宫
阙，更多的还是人间烟火。但如果只是注意到
他文本之中的这种自带的所谓“时代感”，未
免肤浅。二月河生于 1945 年，40 岁才开始写
作，然而并不算晚。一个时代，只有切身的经
历，才能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时代的变迁，对
二月河不仅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印记。这样
一种印记，让他笔下的康熙、雍正、乾隆，各有
不同的面貌，这些面貌又共同构成了一部以
三代人为线索的奋斗史。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
家应当引领时代的风气，即使是讲故事，也代
表着时代的风貌。二月河的写作，以作家的笔
触为历史写下注脚。这个注脚，为历史存正
气，为世人弘美德，有正能量、感染力，能够温
润心灵、启迪心智，也因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
喜爱和尊重。

纵观二月河的写作，最清晰之处就是他
明白自己的作品是写给谁看的，更明白自己
站在哪里。正是基于这两点，他作品中一切技
巧与视角所服务的核心就是读者，而读者正
是万千百姓，这种鲜明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正体现了文艺的人民性。

□封秋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新时代对作家提出了新要求，赋
予了作家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即
要认识新时代，反映新现实，坚持与
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改革开放40年，神州大地发生了举
世瞩目的变化。以农村为例，当今的
农村与农民，已经不再是我们曾经
熟悉的农村与农民了。无论是可见
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人际关系、
乡风民俗，还是看不见的思想、情
感、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新变化带来了发展
中的新矛盾。

李延青近期的小说《发小们的
病》（载《长城》2018 年第 6 期）和《白
头儿火柴》（载《中国作家》2017 年
第 10 期），以巧妙的构思和极具冀
西山区地方特色的人物和事件，反
映出当今农村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
改善的同时，理想缺失和价值迷茫
等日益成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亟
待解决的难题。

《发小们的病》描述了村支书逢

时和一些村民的理想缺失及其原
因。天民和逢时是一块长大的发小，
但如今的关系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曾经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变得陌
生和互不理解了。这种不理解突出
地表现在对村里地块最大、最适宜
种庄稼的“八亩地”的争夺上。

逢时在鲤鱼川当村支书多年。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八亩
地”买到手，盖一座自己的庄园。天
民多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村里，看
到一片片撂荒的土地，看到昔日的
绿水青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看
到村里人情淡漠、空空荡荡的样子，
心里非常难过，经常一个人坐在一
个地方默默发呆落泪。他想不透将
来农村会怎样发展，是什么样子，但
无论如何，他坚信农村不能不种庄
稼。他反问：没有庄稼的农村还是农
村吗？为此，他用全部积蓄买下了

“八亩地”其中的六亩，逢时想出高
价从他手里买过来，天民就是不
卖。最终，逢时因病去世，天民决定
竞选下一届村支书。

从表面上看，逢时死于疾病，实
则是被他过分膨胀了的“私欲”所

害。私欲导致了短视。所以，作为鲤
鱼川的当家人，面对光秃秃的荒山，
他考虑的不是如何恢复绿水青山，
而是想方设法要在“八亩地”盖私家
庄园，即便在弥留之际，仍托“我”做
天民的工作；因为私欲，他整天把自
己泡在酒里，以致得了肝癌。他不关
心鲤鱼川的未来，也不把乡亲们的
困难和请求放在心上，所以他不能
理解天民的痛苦。在他看来，天民是
反常的，得了“神经病”。而村里的舆
论更是出乎所料，受谴责的不是逢
时，反倒是天民，就连妻子也不理解
他。有的人认为天民买地得不偿失，
是犯傻，是疯了；甚至有人认为，天
民是故意和逢时作对，损人不利己。

逢时有病而不自知，反说没病
的人有病；而天民被某些舆论所谴
责，反映出一些村民和逢时一样，在
精神上存在着同样的“病态”，其病
根就是私欲和短视。

天民和逢时围绕“八亩地”的争
夺，实则是两种人生观、价值观、发
展观的矛盾和斗争。这样的争斗发
生在两个要好的发小之间，也意味
着旧有的人际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

化。最后，小说通过逢时之死，天民
即将接任村支书和他的愿景，预示
了鲤鱼川美好的未来。

《白头儿火柴》写扶贫。这类作
品不少，作者写得不落俗套，独出机
杼。扶贫干部了解到刚刚出狱回村
的邱月晨是个出色的石匠，便主动
为他联系好了一桩石匠活儿。邱月
晨刚开始非常高兴，但听说不是他
一个人干，而是计划建立石材厂，让
他带着大家一起干时，便不容分说
地予以拒绝，并表示：宁愿自己一个
人去养猪，也不和大伙一块干石匠
活儿。

原来，三年前邱月晨和同村的
几个人一起干活儿，往返都坐他的
三轮车，有一天因翻车造成一死二
伤。以前发生类似事故，经过中间人
说和，都是乡里乡亲的，赔死伤者几
千块钱也就完了。这一次，死伤者家
属依法维权，变得认钱不认人了，虽
经多次说和，死者家属仍坚持索赔
几十万。邱月晨无力赔偿而入狱，媳
妇带着小女儿改嫁他乡。因此，邱月
晨出狱回到村里，不想见人，只想离
群索居。

显然，这件事伤透了邱月晨的
心。这一方面表明，农民依法维权法
律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表明，昔
日重情重义的乡风民俗变得淡漠，
而化解新变化带来的新矛盾在依靠
法律手段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乡风
民俗又是多么重要和迫切。因此，对
于扶贫工作来说，就不是单纯的物
质脱贫，还要精神脱贫。或者说，物
质脱贫要建立在精神脱贫的基础
上。二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所谓“白头儿火柴”，是一种最
原始的火柴，它在任何光滑的硬物
上都能划出火来。因此，它不仅象征
着温暖、热情和光明，而且及时、迅
捷、不受限制，扶贫工作组长由此获
得了启发，寄托着作者对扶贫工作
和农村美好未来的渴望与期盼。

总之，这两篇小说尽管具体内
容不同，但都涉及当今中国农村普
遍存在的问题，即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平
衡，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建设美丽
乡村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精神
与物质，二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

在我们的常识中，“宏大叙事”
只是散文的一类，有关微小事物的
书写才最能体现散文的优势。

宁雨《细腰葫芦》（《湖南文
学》）用葫芦做引子和支撑，由葫芦
的“细腰”引出自己和母亲、父亲、
外祖母四人的腰疾，暗喻生活中的
艰辛。但这并未阻碍作者对生活
的美好向往，基于葫芦与“福禄”之
间的谐音关系而写出的一句“父亲
是一个大葫芦，驮着我们一群小葫
芦”，使文章旨意尽现。刘亚荣《鸣
虫三章》（《散文百家》）写北方常见

的蟋蟀、蝈蝈、知了三种鸣虫，白描
笔法藏于叙事中，鸣虫的形态、习
性和文化身份被置于对知识的钩
沉和对生活的回忆中，蕴藏着散淡
的心怀和诗意的韵味。与之异曲
同工的是虽然《五毒》（《当代人》），
写河北司空见惯的蝎子、蜈蚣、壁
虎、蟾蜍、蛇五种“毒物”，并附写蜘
蛛一章，作者将这些动物带给自己
的别样体验杂糅在对乡村生活的
回忆中，“毒物”的新奇性与个人的
体验性结合在一起，使叙述具有传
奇感。翟英琴《昨夜西风凋碧树》

（《中国校园文学》）通过描述伴随
自己成长的梧桐、白桦、槐树、杨
树，借树怀念逝去的青春岁月，也
怀念亲情和故乡，语言华美，情感
真挚，画面感强烈。

另一类作品通过具体事物展
开浪漫抒情，在日常生活中发现
美、讴歌美，表达出个性化审美的
情怀和趣味。陆旭辉《粉色布达
拉》（《当代人》）由自己惯常所见
的栖云山景色开始，联想到遥远
的布达拉宫、奇伟的梵高画作，向
往的是超拔俗世的灵魂飞越，透

出作者不凡的人生境界。海津
《阳光落到地上》（外一篇）（《散文
选刊》）以极尽唯美的语言歌咏阳
光、溪流，是传统的写景抒情笔
法。孙庆丰《北戴河老别墅》（《散
文百家》）用对比的手法写老别墅
的沧桑和新内涵，短句和小段落
形成错落有致的节奏，兼有散文
诗的形式美感。

综观 2018 年的河北散文，可
言说者众多，以上只希望能做“借
一斑而窥全豹”的例证。在文学诸
体裁中，散文与生活的关系最为直

接，堪称“文字照相机”，日常经验
和个人感受可以被直观表达，而不
一定像小说、诗歌那样创造出另外
的形象和境界再进入作品。被文
坛广泛讨论的现实主义和现实题
材写作的问题并非只对小说而言，
散文同样适用。如果说河北散文
有整体的风格，毫无疑问是现实主
义。但是，在强调和重视现实的同
时，我们也不应走向极端，“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同样重要，浪漫与
现实交融，叙事与抒情并重，才是
最自然的散文生态。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
源泉，我们很难找出“非现实主
义”的散文作品来，散文一定关
乎作者此时此刻的生活和情感，
即便是回忆性作品，也一定与现
实发生着精神的关联。在谈论现
实之前，其实我们不能忘却知识
在构成现实中的地位，我们所认
识到的“现实”不是突然发生
的，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精神活
动，都来自知识的建构。按照福
柯的观点，知识及其权威及定义
上的规定性，使人获得文化的身
份。也正因为如此，用知识搭建
起精神的脉络和谱系，以此审视
当下的情感和思想，一直是散文
创作的重要方向。2018 年这类
作品不乏佳构。

王力平 《在乎山水之间也》
（《当代人》） 爬梳古代典籍中
关于山水的书写，以之归纳出在
实用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

种“山水观”，逐一辨析不同观
念在历史人物身上的透射与反
映。借由这些分析，作者指出：

“从神祇崇拜到道德投射，再到
站上审美的立场，古人看山、看
水的方式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
程，但这个过程不是像狗熊掰棒
子那样，掰一个，丢一个，而是
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
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不断展开
的过程。”又由魏晋文人的“入
世”及“出世”延及“五四”以
来“启蒙”与“救亡”的争论，
将对历史人物的“虚谈”落实到
了现世的“实论”上来，关怀现
实的态度忠实恳切。文章从欧阳
修的 《醉翁亭记》 起笔，又以该
文笔意统摄全篇，且末尾又终于
此文，既可见作者的结构能力，
又见个人的襟怀和性情，也不啻
对传统的自然观做了一次巡览。
刘 江 滨 《每 一 页 都 写 着 乐 观》

（《中华读书报》） 以刘禹锡的
一生为主线，参以外放漂泊期间
的诗作，通过与白居易、欧阳修
等人的对比，向世人展示了一个

“越挫越勇，不减其志”的古代
“硬骨头”文人的形象，揭示了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

“刚劲、豪迈、乐观、进取，放
在今天也绝对是励志的典范。”
文章格调轻灵，格局疏朗。与此
相比，路军的 《春到燕山冰亦
消》（《四川文学》） 则以凝重
沉郁见长，该文以历史资料为依
据记述苏辙使辽这一事件，文章
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试图转换身
份，将自己代入历史情境中体味
主人公的心境，由此产生了“重
述历史”的冲动。

散文不仅从历史中选材，将
其当作文化的材料，当下文化现
场的资源也是散文关注的对象。
辛 泊 平 《〈龙 虾〉： 无 端 崖 之

辞》（《随笔》） 以散文笔法解
析希腊电影 《龙虾》 的意义，在
细细回味情节之后，作者总结电
影对现实的映照式批判：固化的
标准和法则无视个体差异，面对
违背生命本质的异化却习以为
常。通过一个具体的电影案例追
问社会的终极问题，带有深邃的
忧惧之感。唐棣 《“老而不死”
的温暖》（《南方周末》） 分别
从周大新、陈希我的小说以及电
影 《两生花》 中撷取关于老年人
的片段镜头，追问衰老引发的人
生体验和社会终极关怀问题。老
年人身上那种特殊的“腔调”有
可能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这一体会透射出“人生里代代呼
应的温暖，人心底对父辈深沉的
理解”，读来令人感动。与此相
类似的还有左志国 《王圆箓与张
老盘》（《散文百家》），表达的
是对中华文化遗产保护的忧思。

直面现实的作品在散文中的
数量是最多的，日常中的悲喜冷暖
更易激发写作者的热情和动力。
夏志清说：“我认为中国新文学的
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
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
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这在
散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无
论是何种题材和手法，最重要的是
每篇文字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大写
的人”，是人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和
对生命的审视催生了这些作品。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
年，作为重要的时代观念和现实语
境，改革开放的成就及其对人的影
响在散文中常常被感知、被记录。
王福利《故乡路》（《人民日报》）对
现实做文化地理学的观察，用一条

回乡的路连接起新旧时代，通过两
旁建筑物的变化写出城乡一体化
的新气象，生活的日新月异使“以
对外面世界认知的差别，来判断城
里人还是农村人”的常识失效了，
重新做一个乡下人的愿望表示出
个人对时代的热烈拥抱。冯小军
的生态散文《裁一片绿影送给你》

（《中国绿色时报》）用书信体的形
式反映甘肃民勤治沙的成果，一条
线索回溯沙漠的由来，另一条则描
写亲身所见的景象，新旧时代对比
的结论比治沙成果本身更有意义：

“那些依旧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已
经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不再盲目
地高喊人定胜天，而是学着顺应自
然行事，和沙漠和谐相处。”

着眼于客观世界的“外视角”

看到的是时代的画卷，尽管不同人
对此的观感略有差异，但描绘的无
疑是一种公共性的、表象化的生活
图景。而在“人的文学”里，人的自
觉和自省才是本义。个体的生命
意识和命运之路的无限走向，需要
散文写作者用反躬自省的“内视
角”予以确认和探求。绿窗《挖掘
者》（《民族文学》）探讨命运与现实
的紧张关系。大弟从幼年淘气到
青年逆反，从不肯向现实屈服，即
便去当“窑驴子”，去当挖煤工人，
都不肯改掉自己的个性，因为不肯
遵循“预设的路线”而导致成年后

“填不满自己的命运”，个中缘由令
人唏嘘。刘萌萌《消逝与存在》

（《四川文学》）通过家族史绘出人
征服现实和命运的“路线图”，使文

章产生毛茸茸质感的，表面上看是
细腻的文字，内里却是在历史长河
里摆荡着的绵密柔韧的生活本身，
作者把手伸进尚有余温的时间灰
烬里触摸到生命的温暖。刘云芳

《变形的血脉》（《散文百家》）写父
亲住院期间“我”的所见所感，父亲
的命运与腿上变形的血管产生某
种意象上的对应，“他大半生走过
的路，全部在腿部弯弯曲曲地复活
了，凝成了供血液通行的地图”。
作者探查到繁芜日常里生命的本
真状态。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孔淑
茵《豁口》（《当代人》）、徐广慧《我
的两个爹》（《散文百家》）等。

2018 年有几篇现实类作品在
河北散文中极有个人辨识度。连
亭《码头》（《民族文学》）因为所反

映的南方生活经验而使文本充满
异质性，码头成为生活变迁、文化
流动和命运流转的见证，跨地域
的文化表达使作品独树一帜。郭
桂杰的“下岗职工系列”（《参花》

《火花》）多侧面关注困难群体的
生存和生活状态，直面时代痛点，
不粉饰、不回避的态度显示出作
者的勇气和立场。庞永力《我们
的 爱 淡 成 了 过 日 子》（《散 文 百
家》）是一组札记式散文，正如斯
威夫特所言，“在恰当的地方使用
恰当的词，这就是文体的真正定
义”。作者没有拘泥于散文固有
的结构和形制，而将个人的感悟
凝结成短札连缀成篇。这些从日
常生活中来的文字，显现出作者
的反思意识和主体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