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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内涵
□桫椤 肖煜

隐蔽在日常叙事里的“城愁”——评王国华《街巷志》系列作品

□周思明

王国华的《街巷志》系列作品，彰
显了一种家园意识，堪称一种新家园
写作。而所谓家园意识，一是物质性
家园，二是社会性家园，三是精神性
家园。《街巷志》系列则凸显了这三种
特征。

深圳是置身其中的作者的新家
园。王国华自己也承认他现在致力
的母题就是“城愁”。我不知道这个
概念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说以前
就有，但是在王国华的认知理念
中，能把“城愁”当作自己的写作
方向，这是可贵的。读王国华 《街
巷志》 系列，让人联想到俄国美学
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

著名论断。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
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王国华具备
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双发现美
丽家园的眼睛。

王国华紧扣深圳街巷的写作，
与美国作家福克纳致力于家乡写作
有着相似之处。作家如果没有根据
地，很难把人事写深写透。王国华
以前是四面出击，现在专写深圳，
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来了就
是深圳人”已成为深圳人家园意识
标签性说法。在深圳两千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有太多外来者洒下自己
的汗水和泪水。第一代拓荒者非常
辛苦，不管他们在哪里工作，初来
乍到，一无所有，那种煎熬和痛
苦，外人难以体会。

王国华的新家园写作与中国现
当代作家的城市书写迥然不同，是
正面的、阳光的。许多人住在城市
里，城市给他们的命运和生活带来
诸多好处。但是有些作家，享受了
城市的好处，却掉过头来诅咒城
市，这种动辄贬低城市的文学模
式，未必合乎法理。现在，王国
华写城市美好、城市文明，当然他
也写到了城市的不足和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微妙，但是不激烈，用美学
的说法，是一种优美的和谐的写
法，不是崇高，也不是悲剧，甚至
连反讽都极少。他的 《街巷志》 系
列都是比较平和的，在日常叙事里
体现了寻美的理想。

在我看来，王国华 《街巷志》

系列的文风，与庄子、陶渊明、沈
从文、孙犁等中国文人有着某种美
学意义上的联系，是着重于求真、
向善、寻美的写作。与此同时，他
的风格与新写实文学的零度叙事也
有些黏连，情感上有些稍嫌冷静。
恩格斯说过，作家的倾向隐蔽得越
深越好，但是并不代表不要倾向，
作品里没有爱恨情仇，没有痛感也
不行，这样的作品不大能引起读者
的共情。读者看作品，如果看不到
能让他们伤心落泪或欢欣鼓舞的东
西，纵使你的文笔再好，恐怕也很
难调动他的阅读兴趣。为艺术的艺
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者谁更能打
动人心，是不难知晓的。鲁迅的

《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郭

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
夜》《白 杨 礼 赞》， 巴 金 的 《家》

《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二
马》，曹禺的 《雷雨》《日出》《原
野》 以及当代作家陈忠实、史铁
生、迟子建等，之所以产生极大的
影响，道理就在于此。

文学有时候可以隐蔽一些或者
平和一些，但是真正能够触动人心、
扣人心弦的文本更有冲击力，更有穿
透力。好像一个人走进一条胡同，刚
走进去却停了下来，本来应该走得更
深一点，才能看清里面有什么东西或
者背后有什么东西，这样才能打动读
者。一个作家，还是要为人民发出他
们想要的声音，当然，这声音应当是
审美化、艺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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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点透人生 ——评刘震云《一日三秋》

进入新时代，如何呈现和表达
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上的精神风貌，书写恢弘壮丽的时
代史诗，是文学面临的新使命和新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
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
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
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
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
广阔的创作天地。从中可以看出，
创新被提到了决定文艺事业发展的
新高度。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
的源泉，王国维讲“一代有一代之
文学”，尽管不一定完全对应，但文
学与时代是有同构关系的。中国社
会带动中国文学迈入新时代，必然
要革新，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新时代文学的“五新”目标，即
新担当、新作为、新风貌、新气
象、新辉煌。“新”，成为时代和文
学的共有面貌，创新是新时代文学
的重要内涵。

文学要有新内容和新主题。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
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文学所面临的
基本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文学创作
中的选材和立意都不应该忽视这一
点。文学可以表现人类丰富多彩的内
心世界，表达人在社会生活中多样化
的生命体验。但总体上看，文学应当
呼应时代精神的需求，起到净化心
灵、提振人心的作用。“五四”运动以
来，我们十分推崇现代主义、后现代
主义所倡导的人文价值，对中国社会
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
西方产生这些思潮的社会现实与中
国完全不同，更与迈入新时代后的
中国社会不同，颓废、失败、无意义
等显然不能成为主题方面的主导性
追求。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审美方
式观察当下的时代生活，难免就有
刻舟求剑的不足。文学需要跳出原
来的审美框架，从时代生活现场发
现题材和主题，创造与时代精神相
一致的审美价值。

文学要有新气韵。中国文学的主
体是中国人民，是用中国人习惯的审

美方式反映人民的心灵境界和精神
追求，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中华
文化的精神品质和诗学意蕴。因此，
无论是审美取向还是道德追求，都应
该坚持中国立场。俗话说“只有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但不得不说，过去我
们过于强调追求“世界的”，却忽视了

“民族的”，导致很多文学作品一副
“翻译腔”，照猫画虎可能连猫也画
不好，就更难成虎了。我们讲求博
采众长，但是不能放弃自我而试图
成为别人。做好这一点，归根结底
就是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外国的
东西要“化用”，而不是“挪用”，
只有这样才能推陈出新。文学中不
应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和公
式，这种机械的方式是不可能产生
优秀作品的。中国文学表情达意的方
式，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民族
性。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
了独特而又复杂的审美内涵，文学要
在这其中寻找新的审美方法和所要
呈现的美学意蕴。

文学要有新视野。现在占据主导
地位的文学审美，是在印刷媒介时代

产生的；文学对人类情感的表达和对
意义的生产，依靠作家个人化的情
感、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来实现。进
入网络时代，大众媒介在文学中的作
用凸显出来，并引发了文学场的裂变
和重组，网络传播打破了由期刊发表
和出版构成的文学生产链条，产生了
网络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形态和生产
方式。互联网的交互功能鼓励了大众
参与文学生产的热情，网络文学现场
众声喧哗。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文学价
值的衰落，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
了传统文学的写法正在丧失吸引力。
面对读者和作者数量都极为庞大的
网上文学现场，文学要有新视野，不
应只认为在纸刊上发表和出版的严
肃文学作品才是文学，也不应只认为
写传统文学的人才是作家，那些在文
学网站上动辄数以百万计点击量、在
手机客户端上轻松赚得“10万+”的作
品和作者，也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人民满意是检验艺术的最高标
准，当读者和作者都转移到网上后，
网络与现实生活空间一样，都是文学
的重要版图。因此，走出“茧房”，实现

“破圈”和跨界，这是新时代文学题中

应有之义。
文学工作要创新方法。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
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战线。这意味着文学工作极为重
要。看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文学发展
水平，就看是否创作出了群众满意的
作品，这是文学工作的核心目标。创
作作品要靠作家，因此“做人的工作”
就成为文学工作的主要内容。一方
面，我们应当检视过去的工作态度、
制度和方法，真正用心从情感上尊重
作家、鼓励作家，从制度上扶持作家、
奖励作家，激发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尊重文学规律，用真正
对文学创作有益的方法做文学工作。
文学不是工业化生产，作家不是生产
线上的工人，要鼓励作家自主创作。
我们倡导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但要注意避免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
的采风。作品是作家的生命和立身之
本，好的作品来源于人民，只有真正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了解到生活的
真相，才能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
代，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陈华文

《在群山之间》（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1年7月出版）由“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陈涛撰写，记录了他在担任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
关镇池沟村第一书记期间的点点滴
滴，也为读者从另外一个维度了解驻
村扶贫干部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别样
的视角。

作为中国作家网总编辑、文学
博士，陈涛这位一直与文学打交道
的人，在 2015 年 7 月离开繁华的北
京，奔赴甘肃池沟村，开始为期两
年的驻村第一书记生活。2017 年结
束扶贫工作后，陈涛回溯扶贫往
事，出版了《在群山之间》。作者在
该书封面上写道：“很庆幸在自己的
生命中，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时
光。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有无
数个决定，但总会有那么几个决

定，将你引向难以预知却又充满独
特魅力的旅途。”

书中，陈涛回忆了扶贫工作中的
难忘经历，总结人生历练之心得。作
为驻村第一书记，首先要熟悉地方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风俗习惯，
还要精准掌握扶贫人口数量、导致人
口贫困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照
上级扶贫工作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扶贫工作方
案。驻村扶贫是一项千头万绪的工
作，这终归是一项与人打交道的工
作，扶贫考验着驻村干部的工作能
力。日常工作中，陈涛以高度的责任
心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出色完成了扶
贫 的“ 规 定 动 作”和“ 自 选 动 作”。
2021 年 2 月，他获评“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奖
不仅是给我个人，更多是对作协人扶
贫工作的肯定。”

《在群山之间》分为“回望”“当

时”“世风”“青年”四个部分，由 19篇
非虚构作品组成，书名取自书中同名
文章。扶贫的两年中，在上级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下，他开展教育扶贫，积
极为地方小学建图书室；为了给村民
在夜间带来光明，他联系有关部门，
为村道安装路灯；为了异地搬迁和拓
展公共设施用地，他和镇干部在村里

开展土地测量；为了村里的孩子们穿
上保暖的冲锋衣，他积极联系商家寻
求赞助……扶贫工作琐碎细致，需要
耐心、诚心和用心，即便如此，工作中
有时不免遭到误解而满腹委屈；有时
工作繁忙，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为
了听懂村民的方言，他曾经花费七个
月时间学习。可以这么说，作为驻村
第一书记，没有哪一天神经是不紧绷
的。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扶贫工作中，陈涛充分意识到教
育扶贫的重要性，毕竟乡村教育是整
个国民教育的基石。对村小学拿着
低廉薪水、几十年坚守教书育人岗位
的民办教师，他深感钦佩。在当地小
学，他发现学校图书室里空空如也，
于是发动北京的同事和朋友们捐书，
不久，一千多册书籍的图书室建了起
来。他深知，孩子们唯有读书，才能
认识外面更大的世界；唯有读书，才

有未来和希望。
《在群山之间》讲述的扶贫往事，

也许琐碎而平凡，但是关乎人民利益
的事情都不是小事，每件事都要认真
对待、尽心办理，方能彰显第一书记
的责任和担当。通读本书，有三个方
面的特色：一是从细微处讲好扶贫故
事。全书并没有进行宏大叙事，而是
从细微处、于具体的扶贫工作中彰显
这项工作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二是
叙事与思考相结合。书中讲述扶贫
工作经历时，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
将扶贫工作有代表性的、难忘的事情
进行重点描述，同时每一个扶贫故事
背后都有思考，如为什么要做，如何
做，如何克服困难，想达到怎样的工
作效果等。三是富有感染力的温情
叙述。本书语言平实朴素，用温情的
文字记录了一个扶贫干部的喜怒哀
乐，将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在读
者眼前。

群山之间的扶贫往事 ——评陈涛《在群山之间》

□白羽洁

作家刘震云擅长用冷静客观的
叙事笔调，书写琐碎乏味的日常生
活，其笔下故事的背景，也常常是以
故乡延津为主。从《一地鸡毛》到《一
句顶一万句》，再到《一日三秋》（花城
出版社 2021 年 7 月出版），刘震云的
小说读起来回味悠长，细细品味，像
是在沙滩捡贝壳，过程或许繁琐，找
到了却再难以放下。

《一日三秋》是一本充满黑色幽
默的作品，以六叔关于延津众生的画
为线索。六叔生前画了很多关于延津
的作品，有众生百态，也有神话传说，

但随着他的去世，这些珍贵的画作也
灰飞烟灭。“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
带着好奇与想象探究画作的细节，围
绕县城中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小人物，
勾勒出许许多多小故事，最后领悟：
有些人和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虽
不能再来，但其珍贵永远铭记。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出自《诗
经》，将其延展到小说中，作者展现的
是人对自己在乎的人和意象的感情。
有的人生下来便被命运推来搡去，亲
人不亲、故乡不再，所以要去找那个
人、那个地方。和他在一起一天，抵过
和别人在一起三年，在此处一天，抵
过在别处三年，此为其一。人对自己
厌恶、不甚在意的人和事，接触一天，
就仿佛过了三年那样乏味漫长，此为
其二。但不论想见或不想见，究其缘
由都是“执念”二字。花二娘的执念是
她自己，这么多年看似为了花二郎而
找笑话，实则她才是那个活在过去走
不出去的可怜人；樱桃的执念是白娘

子，最后造化弄人，还是许仙帮她去
完成她魂魄的执念；明亮的执念是故
乡、朋友和枣树，点点滴滴拼凑在一
起，构成他人生中无数的瞬间。

故事编织出如此多执念，到底算
不算一个好故事，还得看能不能逗笑
花二娘。“笑话”这个词语正是全书的
核心，不仅是叙事核心，更是思想核
心。总体而言，本书是“笑话”一词在
不同时空、不同人事间的生动演绎。

从叙事层面分析，“笑话”这个词
衔接文本，使文本成为一个既有各自
的小主题又总体以“笑话”为核心的
有机整体。前言关于花二娘和花二郎
的两幅画已经蕴含了丰富的信息，
小说中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是对六
叔画作的梳理、细说或深层想象，凡
此种种，围绕的核心就是“笑话”。

《樱桃篇》的笑话由《白蛇传》开启，
樱桃由生到死，联结李延生、陈长杰
夫妻……每个人都把生活活成了笑
话；《明亮篇》篇幅最长，跨度也最大，

从武汉到延津到西安，从当下到二十
年又二十年，结尾偏偏花二娘在梦中
出现，伴随着明亮讲笑话读者也觉得
好笑，“笑话”的地位再次凸显。

从思想层面体悟，其实从刘震云
这样“奇巧”的构思中，感觉他真正想
表达的是一种人生态度——“笑话”
点透人生，把人生荒诞看作笑话，不必
过度介怀。这部书是笑书，但是小说中
的笑话真的好笑吗？答案是否定的。延
津人之所以幽默到随时都能讲几个
笑话，是被花二娘逼着赶着，因为讲不
好笑话会要命，从这个设定开始，笑话
已经不是单纯的笑话了。比如明亮在
无奈之时拿自己妻子的隐痛逗笑花
二娘，读者玩味一笑过后，余下的只剩
辛酸。明亮用自己家人的经历作为逗
笑花二娘的筹码，这其实也是刘震云
独有的幽默风格的一种体现。他给笑
话添加了很多佐料：无奈、糟心、忧愁、
恼怒……这些笑话在荒诞不经、冷嘲
热讽中暗含眼泪和苦楚、心酸和无奈。

尽管如此，读者还是能笑得出来，只不
过笑中带泪，笑话背后多了一分沉思。

生活中的许多事宛如过眼云烟，
刚刚发生时，人们还满腹情感想要发
泄，日子一久，都不算什么了，个中心
酸，旁人不会在意。因此，笑话能点透
人生，哭着讲完，你的执念仍旧束缚你
一辈子；笑着讲完，则证明真正放下
了。那人究竟要怎样活？看看明亮，陈
长杰为了新生活带他离开延津，兜兜
转转怀揣着乡愁，他又回到了延津。这
何尝不是明亮版本的“出延津记”和

“回延津记”？最后明亮做了很长的一
场梦，梦到了故乡的种种，还立下了不
回延津的誓言。他放下了自己的执念，
也印证了一句话：生活过的是以后，不
是从前。所以人更不能停留在过去，一
日三秋苦昼短，当学会把发生的事情
当成一个笑话，摊手同唱：“奈何，奈
何？咋办，咋办？”过后，慢慢也就释然
了，不论是笑还是哭、血还是泪，人总
是要向前看的，这就是生活。

□王 永

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
的 《河北当代诗品百家》
是苗雨时诗歌研究的又一
成果。邢建昌为这本书所
作的序中说，退休后苗老
师进入了一个但求耕耘、
不问收获，从心所欲不逾
矩的境界。活跃的思考、
自 由 的 探 索 、 勤 奋 的 写
作，构成了他这一时期生
命存在的最好说明。确乎
如此，而今苗老师虽已年
过八旬，却向晚愈明，思
敏笔健。这本著作荦荦大
端，但绝无高头讲章状，
而是充满诗意和真诚，读
来如闻謦欬。

苗雨时不摆架子，不以
年长者自居，不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将疲惫和沧桑写在脸
上，“这是一种美学意味的
人际关系，因为没有计较，
没有俗世的关怀”，邢建昌
在序中对苗老师的描述极为
准确。我与苗老师相识二十
余年，在多次的接触中，熟
悉了他那中气十足又有磁性
的声音和爽朗无忌的笑声，
同时，也愈加领受到他的睿
智与达观，感受到他的人格
魅力，更深切地体会到他对
于诗歌矢志不渝的热爱。的
确，对于苗老师而言，读
诗、写诗、评诗不是外在的
手段，而是深入灵魂的生命
活动本身。

《河北当代诗品百家》
受到钟嵘 《诗品》 的影响
和启发，共评点了河北当
代诗人 116 位，每人选诗 1
至 5 首。绝大部分河北实
力诗人都被囊括其中，因
此可以视作河北诗坛的雷
达扫描图。书中对于年轻
诗人和女性诗人的关注与
观照，体现了苗老师视野
的宏阔与阅读的广博，也
体现了他对于诗歌多样化
的尊重——他有着强健的

“诗歌之胃”。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 《文
史通义》 中，把钟嵘的 《诗品》 和刘勰的

《文心雕龙》 视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
“双璧”，并视 《诗品》 为“诗话之源”。苗
老师这本书就是当代诗话，诗话虽短，但却
讲求“会心”，非有极广博的诗歌史视野和极
深厚的诗歌理论修养所不能为也。

苗老师和老中青诗人多有过从，因此在品
评中常有“知人论世”之语，这无疑具有史料
价值。比如，写戴砚田曾任 《诗神》（现为

《诗选刊》） 第一任主编，致力于河北诗歌发
展与繁荣，任期内在涿州举办了“芒种诗
会”；写1984年，在时任省作协副主席尧山壁
的倡议下，省作协和廊坊师专联合举办了作家
班，领全国风气之先；还写到大解曾创办民刊

《幼苗》，在封闭但富有传说的山野长大，这无
形中浸润了他的心灵，使得他个性独立，思想
自由。

当然，书中更令人称道的还是对于诗歌
的精准判断力和对于诗人的知人之论。比
如，说姚振函，令人心驰神往的全身心的通
感联觉，使诗人“飞入灵性”，以自由超越
的心态，在满足而平静的“美的瞬间”的把
握中，获致人生的喜悦和人性的升华，让生
命的本质从沉沦抵达澄明，这些诗的艺术气
象是空灵的、氤氲的，如同平原上荡动的一
缕飘逸之气。说石英杰，易水之畔的乡土，
不仅是地理版图，也是历史版图，更是精神
版图，它的坚硬、棱角、光芒和质感，以及
古道热肠、侠义情怀，内化为诗人的灵魂，
孕生了他诗歌的燕赵风骨！说晴朗李寒，先
天禀赋中有一种沉郁进击的气质，他一方面
安于现世幸福，满足于日常生活，另一方面
又不断质疑和叩问，流年催逼，但仍然热血
气足。说辛泊平，他的书写有一种传统知识
分子式的关怀与疼痛，他的诗风沉着而有锋
棱。以上所举的样例，足以见出苗老师对于
诗 歌 的 卓 越 理 解 能 力 和 对 于 诗 歌 现 场 的
熟稔。

这本诗话还选配了诗人的诗歌，虽然每人
只有两三个页码，但所选的基本上是诗人的名
篇佳作。这些诗歌是有着苗老师的甄别和考量
的，它们对应着诗话中的评点，甚至对应着诗
人的形象。比如，为陈超所配就是《我看见转
世的桃花五种》，这首诗虽然是陈超年轻时的
作品，但也体现了他一生的追求，甚至最终的
结局。霍俊明为陈超所作的评传也以“转世的
桃花”为题。

对河北诗坛，苗雨时一直倾注着深情，
邢建昌称他是“河北诗人的护航者”，诚哉
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