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时代，我们该追什么样的“星”？收视、口碑

双丰收的“现象级”主旋律电视剧《功勋》就是一本优

秀的“追星指南”。

该剧向观众展现了首批 8 位“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在共和国创基立业、爬坡过坎时的奋斗历程。叙

事笔触之深刻，让每一位功勋人物的高光时刻尽显

荧屏，平凡之中蕴藏着伟大：为国家造底气的“中国

氢弹之父”于敏，深藏功与名、扎根基层的张富清，为

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 30 年的黄旭华，“让姐妹们活

出人样来”并首倡“男女同工同酬”的申纪兰，用一株

小草改变世界的屠呦呦，一生永为“稻粱谋”的袁隆

平……

在该剧总导演郑晓龙看来，这是一次极具挑战

的主题性创作。在有限的篇幅里，如何浓墨重彩地

将 8 位功勋人物厚重的事迹表现出来？怎样把握真

实与虚构的关系？8 个单元的故事如何做到既有整

体性又有各自的风格？面对重重挑战，剧组以匠心

诚意表达对功勋人物的崇敬之情。

讲好功勋故事，必然要准确把握、理解国家以最

高规格、最高荣誉褒奖英雄模范的深意：耸立爱国主

义和家国情怀的精神灯塔，为大众树立榜样！理解

了这点，就不难思考重点讲什么。该剧大胆摒弃了

人物传记的惯用叙事手法，聚焦功勋们取得成就时

的高光时刻，力求主题突出、结构精致、人物性格鲜

明。演员的挑选也格外慎重，要德艺双馨、形神兼

备、演技高超、功勋本人同意。演员们为了更好地演

绎角色，努力了解原型人物的心路历程。比如，李延

年扮演者王雷拍摄时，在战壕里工作或者休息，只为

跨越时空，揣摩、还原当年的情境和细节；于敏扮演

者雷佳音在准备《功勋》期间，先跟于敏老师的学生

们进行了交流，后来也见了他的孩子们，还读了于敏

老师的同事们所写的关于他生平的传记。他还要了

于敏老师生前使用过的手绢，拍戏的时候，放到衣服

兜里，时刻提醒着自己完成好这个角色。

为了避免将功勋人物事迹符号化、模式化，该剧

以大量生动的、生活化的细节，呈现功勋人物“烟火

气”的一面，可敬可爱。比如，氢弹研制成功，于敏说

买只烤鸭庆祝一下，可妻子孙玉芹不同意，因为每月

要往老家寄钱，家里的生活开支不够；屠呦呦给小女

儿买了一双鞋子，可孩子穿上后说不舒服，原来两只

鞋子都是右脚的……同时，该剧在服化道上也极力

追求真实，最大限度还原年代质感：拍摄《能文能武

李延年》，剧组历时一个多月，在吉林延吉完整“再

造”了朝鲜战场上的 346.6 高地；拍摄《申纪兰的提

案》，剧组精心“刷新”了山西省平顺县双射泉村，为

新屋子重新糊上黄泥墙，在水泥路上铺上黄土，红瓦

换黑瓦等。

以往极易被观众跳过的片头，也是别出心裁。

不长的片头，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有效地拉近了

剧集与真实人物的关系。许多观众直言，“真的是神

还原！这是近几年唯一一个不想跳过片头的电视

剧”。在巨大的“共和国勋章”背景下，每个单元的主

演分别以剧中形象，面带微笑徐徐走来。意气风发

的面孔，历经岁月的洗礼，渐渐变老，最后变成了功

勋人物现实生活中的模样。从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

饱经沧桑的老人，这样的“变脸”，让我们更加深刻地

感受到功勋们无悔将人生最美丽的青春年华献给祖

国；这样的“变脸”，也让我们意识到他们是英雄，亦

是有血有肉的凡人。

江河知道你，人民知道你。忠诚、执着、朴实的

他们就是我们要追的“星”！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

没有英雄。铭记英雄，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这部现

实主义作品所折射的宏大历史观，循循引导着观众

着力思考个人命运和时代命题的潜在关联，回答个

人在历史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等严肃而深刻的问

题。48 集看下来，跟随着功勋们的铿锵足迹，这些问

题迎刃而解：只有把个体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浪花虽小，但朵朵簇拥，亦能成澎湃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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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场景中
表现丰硕的诗意
——漆宇勤诗歌印象

□ 何建洋

漆宇勤的诗歌多写的是身边的人和事及其感
受，诸如故乡、儿时的回忆、地域风俗、田垅土地、族
人邻里等。也就是说，他写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场
景、小故事。甚至诸如《抱一本书进山》等很多诗歌
标题看过去便知他写的是一些生活细节。这是他
题材上的特点。

但在这些平常的题材中，诗人让读者在充满各
种意象的文字背后感受到了一种书写张力。他的
诗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充满哲理、情思，有深刻
的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对人的本性的终极思
考。这使他的诗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如《住
不下》等作品，写“这人间太挤/住不下那么多云”，透
过这些景物和气候表征，诗人表现的是对人类过度
消费大自然的担心和忧虑，是对生命生存哲学的一
种深刻反思。《追杀》这首诗更是写得令人“惊悚”：
因曾从海边获取过海螺、小鱼这些生物，诗人感到
这是一场“犯罪”，担心“隔着两千里陆地和三年时

间/大海还会追杀过来”对人进行报复。还有另外一
些诗，如《物流园》写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不易，引
发读者对生活本质和真谛的思考；《暗藏》通过“黑
衣人”“草木”“虫蚁”等暗藏的意象，反映的是“这个

世界上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没有看见的地方/它们却

在看着我们”的哲理；在《我曾有过很多的时间》中，
诗人看到墙上的挂钟恐慌于自己对时间生命的难
以把握。漆宇勤善于激发自己的灵思，善于捕捉生
活的细节，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这
可以说是他作品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一种很宝贵
的亮色。

我还惊讶于漆宇勤在表现手法上的丰富多
样。他善于用多种手法表现灵思、情感、哲理和纵
深感。很多时候，他用最简单的直白叙事方式就能
把诗的意境和特殊的感受和盘托出。如《还有另外
的灯陪我一起亮着》，完全以叙述的语言，写深夜周
边一片黑暗，唯有对面小区有一个窗户亮着，这使
诗人“ 感 到 安 心 和 温 暖 ”，因为“ 在 漆 黑 处 陪 我 一

起”，使“我”不再感到深夜的孤独与寂寞，表达了诗
人一种人生嘤鸣求友的温暖情绪。漆宇勤往往能
用这些很形象的、活脱的语言将诗思指向幽远，而
且能选取独特的视角加以表现。如《低处》中写道：

“世间的山水从高处俯瞰都是残缺的花瓣/留出花蕊

的间隙供人居住/供村庄发芽”。《天井》写一个少年
走出古宅到外面世界去闯荡，从此“青葱的山上少

了一个摘野果的人”，而在“遥远的地方”则“马蹄与

硝烟覆盖”。这种“闯荡”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作
者从古宅天井里一只乌龟的感知视角去对这“少年
玩伴”进行“牵挂”，因那个“出远门”的少年的未来
命运是那么捉摸不定和讳莫如深。这些都是诗人
进行直接叙事和找到独特的视角造成的效果。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和西方现代诗歌流派包括
先锋诗歌影响的诗人，漆宇勤在表现上大量运用了
现代诗歌诸如象征、隐喻、拟人、夸张、变形、蒙太
奇、闪接、直觉、通感等种种手法，用以表现他的诗
情哲思。有时候他运用充分的映衬对比来突出所
要表现的诗意形象特征，如“古老建筑已成文物，等

待还不够古老的年轻人去拜访”，这是对比；写“海

峡边浪花的堆叠多么白”，其浪花本已够美了，但作
者又以“像江南的十二月飘落的一层层雪”加以映
衬。还有的时候，漆宇勤甚至通过吊诡、悖论、互
否、反讽来表现他的思考，如“青草深处潮湿阴冷的

巢穴里/它们并不叫它杂草”。这些非理性逻辑的、
神秘性的、超现实的表现方法使语言产生了一种张
力，增添了诗歌的深度和厚度。也正是这些特殊的
语言表达，使漆宇勤的诗不光有现场感、当下性和
及它性，同时还使我们看到了他对人类生存命运的
拷问和时代的追索，有一种对世界和宇宙永恒价值
趋向的努力揭示。诗人常是“神”与“物”游的，将

“物”与人格生命进行复合、异质同构，从而使作品
有了质量的升华。

熠熠闪耀的精神坐标
□ 齐美煜

不久前，江西省散文学会举办了一场新书创作

分享会。30 余位作家、评论家、出版人齐聚一堂，围

绕我省作家周文《河远近 水深浅》、朱法元《天脉》

《山魂》、彭文斌《绽放》等作品集进行了交流，并就近

年来江西散文创作的现状、成果及挺进路径展开了

研讨——

在多领域频传佳音

分享会上，集中展示了我省近期散文创作的一批

新成果：

周文《河远近 水深浅》，共 34 万字，收录文章

55 篇，题材广泛，书写洒脱，“有当下生活的感悟、

过往岁月的追记、外出游历的见闻和思考、对名家

耆宿的记述与缅怀、饱含深情的家庭叙事以及富于

传奇色彩的家族历史等”，语言质朴，韵味悠长，是

“我手写我心，我歌传我情”的真挚之作。可贵的

是，全书近三分之一篇幅是“绿色行走”之作。作者

从赣江源头出发，跋山涉水，用脚步丈量山河，用笔

墨记录行迹，从行中知，从知中悟，探索了赣地母亲

河的基因密码。

朱法元《天脉》《山魂》将写作地标牢牢圈于湘鄂赣

三省交界的幕阜山脉。《天脉》潜入这座名山的时空深

处，细致梳理、精心勾连——大禹治水，“三苗”“九黎”

起源立国，三闾大夫魂归汨罗，惠南禅师开宗立派，秋

收起义枪声响彻……一阕婉转的历史长歌后，迎来了

《山魂》复沓的时代短歌，那些鲜活的山乡百姓、绚丽的

山乡风情，一一化作文字，流淌出浓浓乡情。

彭文斌是作家中的“劳模”，高产、优质。作为今

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纪录小康工程”项目和江西

《“红土圣地脱贫大决战”丛书》之一，《绽放》全书共

14 篇、22 万字，书写了红土地上 15 位牺牲在岗位上

的扶贫干部的感人事迹。信仰之美，打动人心，作者

的勤奋创作，同样令人钦佩。50 多天，利用节假日

“见缝插针”，深入修水、瑞金、会昌等 10 个县（区），

探访扶贫干部工作的帮扶点，与村民促膝长谈，饱含

热泪，真诚地去还原、记录。

新世纪以来，江西散文激荡成势，一群群散文家

强势崛起，一部部力作实力“出圈”，构建了令文坛瞩

目的“江西散文现象”。如今，江西散文从“现象”中

再出发——

近两年，除了《河远近 水深浅》《天脉》《山魂》

《绽放》，江西散文在出版园地收获的沉甸甸果实，还

有李晓君的《暂居漫记》，范晓波的《夜晚的微光》，傅

菲的《鸟的盟约》，陈蔚文的《若有光》，简心的《客路

赣南》，安然的《独坐羊狮慕》，朝颜的《陪审员手记》，

罗张琴的《鄱湖生灵》等。

令人目不暇接的作品出版之外，江西散文作家

还不断在各大名刊和权威专业选刊上攻城拔寨。以

近两年《人民文学》为例，发表了刘上洋《一座围屋的

回响》，李晓君《县城记》，范晓波《成千上万种春天》，

詹文格《青青秧苗》，王芸《纸上万物浮现如初》，傅菲

《画师》，朝颜《古陂的舞者》《匾事》等。一个省的散

文在《人民文学》如此高频率亮相，十分罕见；今年的

《天涯》第四期专门策划了江西散文小辑，发表了 6
位江西作家的散文新作；《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

是散文行业的两个专业选刊，仅今年以来就有 27 篇

江西散文作品入选，其数量之多、密度之频，再次引

发了全国散文界的关注。

作家们还捧回了一个个奖项，来证明江西散文

的实力：朝颜散文集《陪审员手记》获第十二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奖，傅菲散文集《故

物永生》、朝颜散文《逃离》、谢宝光散文集《捡影子

的人》获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李晓君《只手之声》、范

晓波《成千上万种春天》、傅菲《山顶上有什么》、樊

健军《毛家窝纪事》获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傅菲散

文《每一种植物都有神的面孔》获第十八届百花文

学奖……

在攀登中各美其美

一地文学兴盛与否，与涵养它的文学生态密不

可分。

江西散文，有深厚而优秀的文学传统。唐宋八

大家中，有三家在此写就千古文章，《滕王阁序》等美

文在此巍然矗立……璀璨的历史文脉、清秀的赣山

鄱水，欣欣向荣的现实生活，一一化作养料，滋养了

这里的人，也滋养了这里的文学。

“当前，像经济学上的转型升级，江西散文正在

出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新景观。”专家们一致认

为，江西散文与时代同频共振，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首先，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热烈的才情和饱满

的创作激情，开掘了江西散文的多种可能。李晓君、

江子、范晓波、傅菲、樊建军、詹文格、彭文斌、陈离、

朱强……他们以时尚的语言和充满现代气息的叙

述，写山、写水、写历史、写人生，文学介入现实、介入

生活的几乎所有表达可能，都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窥

探到精髓和要义。而且，这群庞大的散文主力军，不

跟风、不扎堆，他们风格独具，各美其美，如一颗颗投

石，在文坛溅起一串串水花，水花漾开，折射出五彩

斑斓的光。

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支蓬蓬勃勃的散文赣军中，

有一大批女性作家，柔美歌吟，美丽绽放。王晓莉、

温艳霞、郑云云、王芸、简心、朝颜、安然、罗张琴、武

向春……她们“在随意而优雅的书写中，道出生活或

从容、或美丽、或沧桑、或无奈等诸种况味”。

其次，以刘上洋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深入开掘了文

化散文的言说边界和表达高度，以《天下第一家——义

门陈轶事》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江西散文的高度。

他们创作成熟，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

敏锐深邃的洞察，多方优势合力锻造出厚重的文章

质地。

《天下第一家——义门陈轶事》是江西散文的又

一“爆款”。全文 1.3 万字，纵横捭阖，从德安义门陈

遗址出发，思接千载，拨开历史烟云，呈现了那个在

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历时 332 年、传

承 15 代、3900 余人聚族而居，财产共有，平等相待。

这个人类社会的奇迹，缘何兴起，又缘何沉寂？文章

浸润了作者渊博的学识、老辣的笔墨、独到的见地，

贯通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呈现

出大气势、大格局，广受读者好评。

用文学守望精神原乡

“我信奉文以载道，反对游戏文学。我写作，是

因为时代和生活给了我胜于春风的抚爱，是因为有

许许多多的感动，支撑着我的行与吟。”

“幕阜山是生我养我之地，离开几十年，那里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始终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我

的创作动机，首先就在于回归。”

“每个人都要有路标，每个时代都要有英雄。我

愈来愈认识到，记录那些扶贫干部生前的动人故事，

是为时代书写群英谱。”

…………

会上，作家们深情地诉说着对红土地的眷恋。

而他们的吟唱，最终汇入了江西散文的大合唱，高

亢、嘹亮：为人民而歌，为时代泼墨。把身体和灵魂

都置身于脚下的这片土地，用精品力作，去守望精神

原乡，成为江西散文作家的共识。

近年来江西散文在传承中创新，进一步丰富了

题材，乡村、成长、历史、现实、自然生态等都有力作；

创新了技法，叙事、写人、言物、议论等，自由灵活、操

作自如；百变了风格，斯文、舒缓、明亮、低声、润泽、

细腻等，透出浓浓的南方文化气息……然而，形散神

聚，江西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行千里，走万里，还在江

西的怀抱里。他们创作的题材大多来自本土，在赣

鄱山水间，在江西老表中，用心书写，字里行间，有历

史的袅袅余音，也有时代的铿锵回响，越来越呈现出

与江西这块土地一脉相承的气质。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专家从创作实际入手，指

出了江西散文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高原无高峰，整

体水平齐整，但还缺乏巅峰作家与作品；数量众多，

但精品较少；写法百花齐放，但鲜明体现江西特色

写作风格的不多；作家有创作热情，但选题选择尚

欠功夫……

“创作中，处理好出发点、选题、结构、思想、合作

与交流等问题”“把文学当作灵魂的呼吸口”“精诚创

作，开创江西散文新篇章”……专家们的殷殷寄语，

是与会者的共同理想，也会是江西散文未来的行进

姿态。

锐力·
文学江西

江西散文：
从“现象”中开创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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