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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论
文 艺 现 场

从地理学上说，枫林村是南方普通意义上的河边小
村，坐落在江西广信区郑坊镇，处于信江支流饶北河的
上游，2600余人口，我在此生活到 16岁，前往外地读书
并工作至今。事实上，枫林村是我精神坐标上的中轴原
点——我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它不仅仅是故
园，心灵栖息之地，更多的是我眺望或审视这个世俗世
界的井眼。

中国是一个乡村密布的国度，河汊、炊烟、静谧的黄
昏、低矮飘忽的雾岚，都是散文家钟爱或倾诉衷肠的对
象。从 2002 年始，我致力于对我故土枫林村进行勘
探。我像一个找矿的地质队员，扛着测量仪，打眼钻探，
取土样，分析水文，观云识天气。我每年在枫林村生活
的时间在一个月以上。我要回到生活的本源。我对诊
所、理发店、旧小学、古树、老屋，都做过详细的记录。我
去多个残疾人和各种手艺人的家里闲聊，一坐就是半
天。我于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农人的家里，把烟发
给他们，只为看看他们餐桌上每天的菜肴。我曾写道：

“但我能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看到生活战车碾过的痕
迹，或者说，他们是战车的本身。手是他们赤膊战的惟
一武器。”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执著又强烈。

我并不急于匆匆忙忙把我认知的枫林村了了完
结。我持续地挖掘，持续地写。我分系列去写，一直写，
不知不觉写了20年。

2015 年开始，我加大了对故土的勘探力度和纬
度。我怀有野心，我想写下百年历史视野之下的饶北河
上游乡村变迁史和自然演变史。我像一个四方僧，披一
件破烂的袈裟，行走在广袤而幽闭的乡野之间。我以田
野调查的方式直接搜取我的素材。边走边记录，草叶的
露水浸透了文字。我去看古戏台、祠堂、大屋，看山川地
貌，看乡村的文艺表演，和乡村文化人座谈。

有作家坦言：故乡已无法返回。而我并不这样认
为。旧乡村确实已不存在。土墙、青砖墙和瓦构建的木
质房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水泥楼房，这是乡村美学去古典化和工业时
代格式化的重要表现。美学是文化的最高形式。随之
而来消失的，便是传统的手工艺人，如染布师、做纸师、
画师、乐师、箍桶匠、篾匠、木雕匠等。乡村的部分文化
艺术，也淹没于滚滚红尘中。如地域性舞蹈戏曲、宗教
仪式活动、大型祭祀活动、庆丰收活动等。

但乡村不会死亡。乡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情
感表达方式、艺术表现方式、耕种方式，一直都在。固态
的东西在改变，耕牛换作了耕田机，自行车换作了电瓶
车，木桶换作了塑料桶，解放鞋换作了球鞋；液态的东西
在演变，在社庙唱赣剧换作去歌厅唱流行歌曲，游花灯
换作板桥灯。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的40余年，枫林村在急速变迁，也只
有在河边长大的人才有更深切的体悟。关于熟悉的乡
野、农人，以及近年来的沧桑巨变，我有很多想法要表
达。我把视角放在被遮蔽的乡村伦理。我的视线不曾
离开他们和她们。

我写“草民简史”。
这就是一个村子的生命史。
在写系列乡村散文时，我在篇幅的体例上，可分为

两种：长叙事，短叙述。我提倡有难度的写作，而非惯性
写作。惯性写作是死胡同。

《元灯长歌》《木与刀》《河边生起炊烟》《灵兽之语》
等系列作品，我均以长卷式写作，努力探索散文的边
界。所以叙述视角和方式，大多属于“一反常态”，多以

“多线叙述、人物群雕式刻写、扇形结构”展开，注入新元
素。我把话剧、口述历史、志怪、诗歌、新闻、歌词融进了
散文的样式里，引入小说的笔法和诗歌的简白，以捕捉
人物来带动感情的暗流，以小说的写法来完成人物的厚
度感和时间感，专注于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即使写两
百字的人物，我也极力写出生活的骨骼。我希望我捕捉
的对象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而不是悬浮在空气中。

《风过溪野》《草木：古老的民谣》《故物永生》等系列
作品，我则以短叙述为主，辅以精细的描写。我回归到
传统散文，以古典美学为根本，向散文经典化靠拢。我
也深切感受到，越短的散文越需要功力。

一篇文章乃至一部书，它的品质好坏，与写作者的
血液在墨水中所含的比重有关。比重越高，品质越好。
我赋予血液以诗意。所谓诗意，就是深入人心，抵达人
性，从水底往上捞起来，包括淤泥和残渣，而不是水面美
丽的波纹。

枫林村和饶北河是我写作的两个符号。既是地理
符号，也是文化符号，更是我情感的符号。河流是我们
的心灵教堂。河流哺育了我们的身体，也滋养了我们的
心灵。

枫林村是我的散文根据地，我长期在勘探，在开
采。枫林村是一个巴掌大的小村，于我而言，是辽阔的，
埋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我有强烈的愿望——以枫林村
为叙述背景，写我自己的“清明上河图”。在大地努力生
活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赞美诗。我塑造他
们。这是我对自己生命的交代。

女性文学，有两个层面的言说。一

个是哲学层面的，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

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女性为经验主

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

学。还有一个是现实层面的，女性文学

一般指具有女性特质或由女性创作的文

学作品，体现了独特的女性魅力，并挖掘

出女性灵魂最深处的独白。当代江西女

性作家群体的写作，有着迥异于男性作

家的风格、风采，也有着别样的能量与成

就。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出生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小说家在江西崛

起，如胡辛、朱如月、张聚宁、邱国珍、王

海玲、周洪等。她们创作成果丰硕，成就

灿然，影响力深远。

胡辛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荣获 1983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惊艳

了文坛。这篇小说以四个中年女性复杂

而坎坷的经历，展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

悲欢离合，引起了大众的共鸣。这部小

说改编成电视剧后，获 1984 年电视剧飞

天奖。胡辛创作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有数

十部之多，千余万字，有的还被翻译成英

文、日文等输出海外。她还蝉联第一、

二、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奖。退休之

后，胡辛回到了少年生活成长的故地景

德镇，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朱如月，曾担任《星火》杂志编辑，与

丈夫金雨时联袂，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

上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

《循着爱的踪迹》《铜帆》《情爱梦幻》，中

短篇小说集《折光》，报告文学集《红壤

上，未来世纪的构架》等。

周洪，曾担任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馆 长 。 她 的 长 篇 小 说《蓝 月 亮》《月 亮

河》，以亲身经历描写了知青一代的坎坷

成长和求学经历。

以上几位女作家均已退休，但有的

还宝刀不老，仍在坚持文学创作。她们

之后，江西女性小说家代有其人，生生不

息，如雨后春笋，展现繁花似锦的烂漫春

色。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中，温燕

霞的长篇小说和广播剧、电视剧曾 10 次

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长篇小说《红翻天》获第七届中国人

民解放军优秀图书奖。她的长篇小说

《琵琶围》，以赣南原中央苏区贫困山村

琵琶围为蓝本，用一座围屋的前世今生，

艺术再现了老区独具特色的脱贫奇迹。

温燕霞用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才情和张

力，把目光聚焦在脱贫攻坚最艰苦的“最

后一公里”上，“绣花般传神地塑造了一

个可亲可敬的人物群像，栩栩如生地演

绎着可歌可泣的脱贫故事……演绎着红

土地上的大时间大空间大变化”。2021
年，温燕霞的新著《虎犊》出版，这是一部

红色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赣州红色

苏区少共国际师的成立、成长为线索，讲

述了一段青春、热血、战火、奋争的故事，

读来感人肺腑。

彭学军 26 岁开始发表作品，3 次荣

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她的第一本书

成长小说系列《长发飘零的日子》就引起

了 较 大 反 响 。 她 的 小 长 篇《你 是 我 的

妹》，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

书系。该作描述了两个家庭中几个女孩

在苗家山寨中发生的故事。这里，有蘑

菇、茶泡、山泉、清风、黛青的山野、灼艳

的桃花；有“我”、阿桃、妹、老扁等几个女

孩之间至深的亲情；还有阿桃爸爸和妈

妈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恋爱故事……“小

说弥漫着清澈、纯洁、幽婉、忧伤的情感

氛围，也不时爆发出悲壮惨烈、感人肺腑

的情感力量。”《你是我的妹》曾获宋庆龄

儿童文学奖；她的另一部作品《油纸伞》

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阿袁，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网络

上评论她是一位典型的“学院作家”。她

2001 年开始小说创作，出手不凡，处女

作《长门赋》被评为 2002 年中国最佳短

篇小说，列入中国最佳文学排行榜第 6
名。在 2008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她

的《郑袖的梨园》位列中篇小说第 3 名。

她的作品，文字华美，“独具张爱玲式的

神韵”，“能把当下的人和事，与《诗经》，

与唐诗宋词，与京剧昆曲打成一片，从而

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喻说方式。阿袁

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属于汉语的雅

正的叙述语言”。阿袁曾谈到自己的创

作体会：“女人犹如百褶裙，一褶之后，又

是一褶。面上是一种颜色，暗里又一种

颜色。明里暗里的东西，不一样。有些

复杂的百褶裙，里面还会描红贴绿镶花

绣朵。于是一移一动之间，一摇一摆之

间，那乍一现的姹紫嫣红，让人蓦然惊

艳。”确实，阿袁的小说，均以女性为主人

公，或柔情婉转，或千娇百媚，或梨花带

雨，或衣香鬓影。她的作品中，最为读者

熟悉的是中篇小说《鱼肠剑》，描绘了一

众情商超拔的女子斗智斗勇，让生活活

色生香。

优秀的女性小说作家还有王芸、陈

蔚文、欧阳娟、慕容湮儿、阿彩等。王芸

的特点是小说、散文并举。她著有长篇

小说《对花》《江风烈》等。她的作品曾获

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小说奖）大奖、第

三届湖北文学奖、第五届湖北文学新锐

奖 等 等 。 同 为 70 后 的 杨 帆 ，长 篇 小 说

《锦绣的城》入选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

工程，其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作家》《十

月》等名刊。80 后的欧阳娟，当过农民、

教师，创作成果丰富，出版了长篇小说

《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交易》

《手腕》等，她写青春的甜蜜与苦涩，也写

反腐，她的每本书都获得较好的销量。

陈蔚文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打，兼写散

文、随笔，都取得不俗成果。她的小说

《锦衣》通过灵肉离合的叙事，揭示了“锦

衣 ”背 后 的 社 会 层 级 与 属 性 ，入 选 了

2020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更于次年获得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

1990 年出生的慕容湮儿（本名吴静

玉），初二起就痴迷言情小说创作，她初

试锋芒的作品被同学争相传看。后来，

她连续创作了大量网路小说，如《倾世皇

妃》《眸倾天下》等，其中不少作品被改编

为电视剧。网上评价她的小说创作“华

美、洪亮且细腻……那些伫立在故事里

的女子，美好而令人怜惜”。

而同为网络作家的阿彩，创作高峰

迭起，她的《盛世天骄》曾获 2018 年度十

大作品奖，在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

评选中位列百强大神。

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的女性作家，

还有刘建华、朱仁凤……以及不少发表

过中、短篇小说的女作家。她们的写作，

各具风格特色。

前段时间，受疫情倾影响，《云南映象》和陶身体

宣告解散，映射出当下演绎市场的低迷和困境。与

此同时，江西的舞蹈创作也受到疫情冲击，一些展演

被迫延迟甚至取消。

但疫情期间，全省舞蹈工作者静极思动，创作出

大量作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舞蹈作品《许你一

生》《苏区母亲》等入围中国舞蹈“荷花奖”，《那一抹

红》在中南六省舞蹈展演中斩获佳绩。此外，还有歌

颂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的《铁血军魂》《跟你到天

边》，反映时代巨变、讴歌时代精神的《扶贫路上你最

美》《故事里的“春天”》，展示地域特色、弘扬江西文化

的《瑶光赋》《傩·祓》等，这些舞蹈作品借助现代的传播

手段，在抗疫的日子里，鼓舞了士气，温暖了人心。

当我们自豪于江西舞蹈事业的蓬勃发展时，也

应对其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深思：

舞蹈作品不断涌现，文艺精品有待提量
疫情期间，我省的舞蹈工作者的创作热情被激

发，一大批 80 后、90 后的年轻编导创作出许多有想

法、有潜质的作品。在江西“抗疫”主题舞蹈创作活

动中，省舞协共收到了 96 家单位的 233 件作品。这

些作品数量众多，反应迅速，题材广泛，较全面地反

映了我省的舞蹈创作力量，但其中能够反映伟大时

代、深入人心的佳作较少。

近些年，我省《双重》《刘二寻花》《许你一生》《苏

区母亲》4 部作品分别在 2016、2017、2021 年入围了中

国舞蹈“荷花奖”专业评奖，我省舞蹈作品还 3 次入围

全国舞蹈展演，可惜的是最后都与大奖擦肩而过。

江西舞蹈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依然存在。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深加工”“再加工”能力

不足，致使作品无法在质量上更进一步，锤炼成精

品。创作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创作人员要有敏锐

的观察力和苦心钻研的定力，不仅要有扎实的舞蹈

功底，具备音乐、灯光、舞美、服装等艺术学科知识，

还要学习一些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

科知识。当前，文艺评论对舞蹈创作的助推作用没

有得到充分体现，一些舞蹈评论者或学术素养和理

论水平欠缺，或只评名家名作，对青年文艺人才不关

注、不热情。“短平快”、有实质内涵的评论较为缺乏。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拔尖人才有待扩军
近些年，我省文艺事业蓬勃发展，文艺人才队伍不

断壮大，走出了郭磊、刘震、谢欣、朱晗、曾明、朱瑾慧等

一批“明星”级舞蹈工作者，但因为我省专业舞蹈团队稀

缺，留在本土的顶尖人才少之又少，本土培养的人才也

因为高校和专业舞蹈团体的吸纳能力有限，很大一部分

投身舞蹈培训或其他行业。一方面是舞蹈工作者创作

成本高、展示机会少，另一方面一些作品常常因为缺少

优秀演员，更改甚至是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

“江西培青”是我省一项专注于舞蹈人才培养的

重要工程，自 2020 年启动以来已经举办了两届。首

届以“舞蹈创作人才培养”为主题，授课专家还对重

点学员进行了 12 个月的一对一指导，指导创作的《扶

贫路上你最美》《傩·祓》《希望的田野》《初心》《请战

书》等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第二届由北京舞蹈

学院担任学术指导，以“赣南采茶舞蹈人才培养”为

主题，邀请了冯双白、郭磊等一批知名专家针对江西

本土舞蹈人才进行深度培养。

拓展传播渠道，提升社会效益
传统舞台艺术受众较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

播空间和传播渠道有限造成的。互联网技术可以打

破时间和空间的壁垒，拉近文艺与受众的距离，使艺

术有机会走入寻常百姓家。在线欣赏，固然会一定

程度上削弱审美体验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却为艺术

提供了更多走近大众的机会，让艺术变得触手可及、

平易近人，从而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2022 年 4 月，由国家大剧院、中国舞蹈家协会联

合打造的“中国顶尖舞者之夜”，通过国家大剧院、人

民 日 报 等 新 媒 体 平 台 进 行 了 联 合 在 线 播 出 ，全 网

5035.7 万人次观看了直播。与此同时，江西“抗疫”主

题舞蹈作品展演、“党的光辉照我心”江西党史题材

原创舞蹈展演、江西优秀原创舞蹈作品展播等一系

列线上直播活动，也受到网友的欢迎。随着视频时

代到来，结合 VR、AR 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文艺

网络化以及线上二次创作将是传统舞台艺术互补、

拓展以及融合发展的重要探索方向，但创作出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仍是江西舞蹈

人不变的使命。

辞采缤纷系伊人辞采缤纷系伊人辞采缤纷系伊人
——江西女性作家小说创作观察

□ 褚 兢
抒写一个村庄的抒写一个村庄的

生命生命史史
□□ 傅傅 菲菲

期待不一样的精彩期待不一样的精彩
——浅看江西舞蹈创作现状

□ 夏 鹏

文艺观察

网剧《对决》：正义从未缺席

□ 刘效仁

《对决》是第一部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网络剧片

发行许可证的剧集。

剧中陆阳、武剑一老一少，一个内敛低调，一

个热血孤勇，性格特点和行事风格对比鲜明。他

们由互相猜忌到相互信任，终于联手与犯罪团伙

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在密不透风的悬疑气氛和

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中，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的刑侦智慧，以及破案间歇偶尔为之的幽默诙谐，

使《对决》更多了一些泪点和笑点。

《对决》真实呈现了“正义从未缺席”这一鲜明

主题。让观众感受到人民警察在与黑恶势力对决

的过程中，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对法律尊

严权威的真诚呵护。

当然，该剧还有提升空间，如一些反面人物的

塑造存在脸谱化倾向等。

电影《侏罗纪世界3》：
戏不够情怀来凑

□ 王 珉

近日，北京上海等票仓城市影院陆续恢复营

业，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单日大盘终于破亿。其间

上映的《侏罗纪世界 3》主打情怀，被网友们频频刷

到。然而，该片和前作一样，没能摆脱每况愈下的

状态。

1993 年上映的《侏罗纪公园》由斯皮尔伯格执

导，在当年收割全球 9.78 亿美元的票房，更重要的

是，《侏罗纪公园》系列横跨了近 30 年，6 部电影，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科学、考古爱好者

的小众狂欢，到流行文化元素文化 IP 传承，后来环

球影城侏罗纪公园的实景娱乐也被开发。

作为这个系列的收官之作，该片故事格局骤

减，为让各路人马快速相遇，只能依靠转角遇到恐

龙的巧合推进叙事。该片大多数时候恐龙的魅力

不足，体型缩水，露面时间缩水，导致无法为观众

打开更有意义的格局。而那些昔日角色的回归，

虽能制造噱头增添情怀，但没有利用好角色，人物

在有限时间多线并行，最终导致一团乱麻。侏罗

纪系列拍到当下，并没有深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

系，走的依然是“爆米花路线”。

扫
码
看
视
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