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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现 场

《野庙碑》写完初稿那天，我在手机上找到一个旧
友的电话。多年以前，我与他们的喜怒哀乐有着紧密
的交集，并写下过十余万字的札记。我打通了这个电
话，想印证人物的命运是不是像我小说中想象的那样
发展变化。在交流中，我不时把小说的名字和真实的
姓名弄混，弄得对方不断纠正。我过于依赖现实的素
材进行小说的推演，为此也为往事留下了可资寻找的
线索。

可以肯定，我头脑中的人物，是一群真实的面孔，
但小说中的故事，已经是另外一番模样。为此，任何一
个读者，他的阅读想象与作者脑中的无法重合。事实
上，在小说中保存的不仅是往事，还有即将变成往事的
当下。从开始动笔起，每一天的现实生活都像菜市场，
有各种可资取用的材料供我参考。情节与细节互相唤
醒，虚构与真实互相唤醒，小说与生活互相唤醒。小说
是一个奇怪的时间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可以打通。
我感谢生活每一天给我坚实的依托，让小说不会因为
虚构而变得虚脱。

我写的是一个拆分和重组的故事。刚好主人公进
行了一项协调工作。人往往固守着一些东西，而又由
于外力不断改变自己。固守和改变都未必不好，但拆
分的过程才是最关键的。这里充满着悬念、未知，就像
写作本身，这些人物的命运你给定了空间，但具体的悲
欢等待着你去定型。你的写作逻辑，决定了他们的生
死。当我完成了一次小说写作，就像玩完了一次魔方，
玩完了一次拆分和重组。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包括自
己的日常生活。

长篇小说对时间成本的要求是不容易满足的。放
下笔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逃离的愿望，松了一口气的同
时，庆幸把自己成功地拆分出来，从浓重的虚拟世界到
坚实的生活底座。还有那些一起陪着涌动的泪水。

内部固守和外界拆分，哪一股力量更容易占上
风？这是人生的一道谜题。主人公跟男友雷雷相爱八
年，终因父辈的封建观念拆分。她为此疯狂地投入报
社工作，却意外地被外派，由此见证了一条老街的悲欢
离合：自闭症青年难忘初恋，古稀寡妇精心保管着结婚
证，逝者遗嘱在左右着家族离散，婚外之情不得不忍痛
割爱……每个人都束缚在一个狭隘的空间，或一个生
活的观念中，等待外力的拆分和拯救。

拆分是必要的。拆分才能进一步走出混沌之境。
而把这些人物归置于一个文本，我仿佛为他们找到了
新的家园，仿佛他们真的有一个“不散的筵席”。

但文稿搁置多年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小说人物仍
然没有走出混沌。原因在于，我过于依赖那本笔记，而
且第一人称更是局限了故事的延展。我为此推倒重
来，把野庙作为小说的核心，同时改用第三人称，把人
物各自解放出来，并对人物的命运作了更丰富曲折的
安排：菜农为患自闭症儿子热心参加庙会，杨萍因为父
母的迷茫而孤身带着孩子，素姑为早年的人间恩仇流
落野庙……这样，人物不再是以青年记者王燕的见证
为视角，而是让他们在时代风云中有着各自的走向，只
是村庄改造把他们召唤到了一起。

而现实中，金瑞湾公园已经建成，我不止一次来到
这个小城最新的公园里流连。为此，我在小说中以金
瑞湾公园为背景，虚构了一座当年成为游击队隐秘联
络站的野庙，围绕推倒与保护的冲突，以及捐建人、守
庙人、信众相互纠缠而又无奈的曲折，赞颂客家人重情
重义、守望相助、深明大义、开拓进取等品质，表现小城
在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诸种努力，以及干部群众
为改变城乡面貌付出的巨大劳绩，阐述小城现实发展
与历史血脉互相勾连、互相成全的真实风貌，呈现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

重写之前，我反复研读了陆龟蒙《野庙碑》，以及小
城有关庙会的资料。于是，我在小说中以青年学者受
邀为野庙撰写碑记起始，通过新时代的社会现实来刷
新陆龟蒙《野庙碑》反讽的文化形象，给出了野庙不野、
凡人不凡、信守包容、干部群众共济的文化新解，去除
迷信成分，揭示精神回归。而菜农杨杭最后变成守庙
人，是由于他在小区外看到有人竟然把街区的一间店
铺开辟成小庙，这是我在小城真实所见的转借。

我惊讶地发现，近年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写的都
是河湾的村落。村落里，都有一栋人物赖以生存发展
的老房子，而这些来源独特的客家建筑都与苏区历史
有关，同时都有一位身世独特的客家老人——《灯花
辞》中的小脚祖母，《水车简史》中的退伍老兵，《野庙
碑》中的看庙老妪。这三个村庄，所处地域也各不相
同，有的是梅江边的河村，有的是群山中的高寨，而有
的是城中村。除了空间的变化，还有时间的延续，都写
到了客家人百年岁月中的命运。

我突然发现，我在创作中不经意形成了“河湾三部
曲”系列。这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我无意中为小说里
的乡亲们找到了更大的族群，让他们拥有共同的时空
和更大的力量，去冲出黑暗走出混沌。

江子的“回乡记”系列，写的是故乡、故人和故

事。经由记忆之路，我们随他来到赣江边上，吉安市

吉水县枫江镇，一个名为下陇洲村的地方。那些沉重

的和轻盈的，凡俗的与贵重的，真实的和隐喻的，看似

矛盾对立的事物同时出现在这位作家的笔下，使他的

故乡书写有了尖利的锐度，抵达纵深，臻于“致广大而

尽精微”的美学境界。

江子的文字里有散文作品稀缺的辽阔山河之气，

也有与这种气息相伴的中国式美学，他笔下的乡民身

上有特别积极向上的东西，正如评论者所言——蕴藏

着“一个精神性的旷野”。他善于在自己身处的群体

中观察，有如“钻探”一般，撷取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再

经由它们直抵历史的深处——这让他能够逃离“真

实”的拘囿而抵达一种象征或者隐喻，那就是“故乡魂

的重要部分——故乡凡俗的日常中最为隐秘、贵重、

势大力沉的那部分”。江子为赣江以西的传统画骨、

画魂，他写故乡的武术衰亡，将它作为人与世界交会

的一个界面，作为串联肉体和世道的现实文化符号，

当武术精神被消费主义篡改时，世道也“因缺少了必

要的力道与硬度，而变得软塌与虚弱”。值得注意的

是，书写不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也不仅限于为大历

史中的“小人物”重塑肉身，而是关乎一个当代写作者

如何于历史深处理解文明推进的难度，正如作者在前

言中写道：“同中国几乎所有的乡土一样，这片南方的

乡土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裹挟，经受了发展的

阵痛，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与新生。”

“田园将芜”是江子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动机和主

题，当他心无旁骛地建设他纸面上的村庄时，他的村

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村庄，而是江西文明史上的一

个精神坐标，他把我们忽略的、熟视无睹的人、事一点

点拾到他的文字里，淬炼成了属于他的金光闪闪的东

西。

家园的垒砌离不开意象的土石，江子在写作中正

是凭借着以“家园”为核心的一系列意象，铸入他“纯

种乡村后裔”的生命体验，在“遵循传统”的怀旧面纱

之下，还有不为人所了解的后现代特征。通过江子的

诗性写作，赣江以西的农村展现出了两种面貌：一是

衰败的母体，一是诗意的梦土，前者唤起的是对历史

辉煌的感慨赞叹，后者则引发朴素的牧歌吟唱，他将

传统中国式意象植入他的乡愁里，并由此召唤出一种

强烈的情绪张力。

《不系之舟》里写发展大潮中小人物的迁徙，非常

直接、干脆地切入时代的命题，进行了关于“每个人都

有自己命运里的鄱阳湖”这样哲理性命题的探讨：“这

个世界从未有过的动荡不羁，那些乡土中的人们都被

押解着离开故乡踏上命定的旅途……有一些小舟被

命运湍急的水流仓促推入了令人不安的深水之域，他

们都是古籍中所说的不系之舟，是这个世界属于阴影

的那部分——是这乡土中国向工业化城镇化艰难转

型过程中被损耗的那部分。”《临渊记》则是以想象的

方式探讨了古代离开故乡的官员邓汉黻和刘时显与

原乡的关系，将他们眼中的故乡抽象为尼采式的“深

渊”，“那深渊的圆形之弧，对他们的灵魂构成了永远

的包抄与围剿之势……他们的守望之姿，仿佛星空中

银河旁边光芒微弱的星子，与银河看似彼此孤立，实

际上处于相互吸引又永恒对峙的特殊态势之中”。

从当下的语境思考，“守望之姿”也暗合了全球化

的今天所推崇的一种泛时空、泛空间的情感，一种新

的乡愁观。在后现代话语中，杰姆逊提出的“对当下

的怀旧”成为“怀旧”的新近补充，“后现代文化时尚的

迅速发展，使人在目不暇给的变迁过程中，感觉每几年

的时间就仿佛超越了一个世代、一个世纪，怀旧感产生

的时间量正日益缩短”。新乡愁观强调人的体验感，暂

行暂息，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吾心

安处是故乡”。它认为乡愁的对象并不一定是具体而

微的家乡，而应该突破地理空间界限，蔓延至更广远

的地方、更广远的时代：童年、梦幻、田园的诗意或更

为缓慢的生活节奏。

对于江子来说，他的文化乡愁是寄托在一个作为

历史、精神和文化共同体的“故乡”基础上的，不受地

理空间限制，其对象是“文化江西”，一种从地理江西

升华出来的价值和情感。当他沉醉于从故乡中寻找

文学语言的源泉时，并没有陷于保守主义的泥沼之

中，而是从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中寻找灵感源泉，使

语言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腾挪和哲学思考空间。然而，

他的语言又是向具体的生命本身敞开的，他内心还汹

涌着不安分的热力，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道总是要从文

字中喷涌出来。对于江子来说，故乡书写的虚实之外

是存在主义的，从“出走”到返回再到永远“在路上”的

生命体验，在用文字抵达历史文化纵深之处的同时，

他也概括了自己大半生的悲喜剧：一个回不去故乡的

异乡人，在史诗的洪流中打造了自己的抒情之岛。

走出混沌
□ 范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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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文艺观察吾心安处是故乡
——评江子《回乡记》

□ 黄小郦

8月 24日至 26日，“中国最美乡村”婺源迎来了一

场关于“美”的大讨论：由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广

西壮族自治区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映山红文艺论坛召开，来自北京及

五省（区）的四十多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围绕“红色文艺的美学追求”展开了研讨——

风华正茂，红色文艺激荡百年

回望百年征程，气象万千。在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红色无疑是主色调。论

坛上，专家们纷纷走进红色文艺现场，或以体裁为切

片，以宏阔的视野观照红色文艺发展史，及厚蓄其中

的国人精神史，或解码红色文艺经典，关注当代主流

文艺特别是现实主义文艺的蓬勃发展。

百年来，舞台上红色戏剧层出不穷，以强烈的在

场性和互动性，影响了一代代国人：话剧《从湘江到遵

义》《香山之夜》、京剧《红军故事》《李大钊》、豫剧《焦

裕禄》、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评剧《革命家

庭》、歌剧《红船》《江姐》……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

究所所长宋宝珍把视野投向了红色戏剧：“红色戏剧

不是简单地将一段历史用真人搬上舞台，其创作方法

推陈出新，站在当代文化立场，追寻红色历史的人文

精神和美学价值，努力寻找革命历史与当代观众的精

神契合点。”

百年来，中华民族舞之蹈之传递情感的文艺传

统，得到了弘扬：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当兵就要当

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吴晓邦《义勇军进行曲》、戴爱莲

《空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表现海军舰艇生活的《轮

机兵舞》，以及当下礼赞白衣卫士抗击疫情的《逆风飞

翔》，红色舞蹈之美，实现了瞬时的个人抒怀与广阔的

历史语境的联结。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茅

慧看来：“百年练就的红色舞蹈美学，植根于几千年的

中华乐舞文化传统，其枝干延伸到世界舞蹈之林，经

暴风骤雨磨砺，受阳光雨露滋润，总是坚定地立足现

实，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开放

包容的美学气象，具有鲜明的美学辨识度和文化唯一

性。”

百年来，技术革新让银幕越来越多姿多彩，变的

是声音、色彩、气味、体感，不变的是真诚与热血：战争

年代，红色电影《狂流》《风云儿女》《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直接介入生活，让彼时的人们看见真相，奋起反

抗。和平年代，红色电影《南征北战》《大决战》《建国

大业》等，让我们缅怀先烈、奋发有为。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苏勇提出：“红色电影的美学实践并不

外在于特定的或特殊的历史语境，而是在血与火的斗

争中熔炼出来的。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崇高美学的

内在品格、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使得红色电影始终

作为一种主流电影吸引着无数国人的目光，也为世界

银幕提供了一份独特而又醒目的艺术范式。”

百年来，红色诗歌在炮火和硝烟中诞生，在激情

燃烧的岁月中一步步壮大。论坛上，湖北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李遇春带来了他的新作《红色经典诗歌概

论》。在他看来，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陈毅《梅岭

三章》等旧体格律诗，冯雪峰《灵山歌》、艾青《我爱这

土地》等新体自由诗，以及田汉《义勇军进行曲》、光未

然《黄河大合唱》等新旧交融的红色歌词，皆属红色诗

歌范畴。“当下诗歌教学中，十分重视现代性的美学，

而忽视了人民性的美学。以人民性为主要美学标准

的红色诗歌数量众多，影响巨大，却往往被人忽略。”

百年来，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红色美术作品

不断涌现，还原了历史、讴歌了英雄，赓续了精神。“关

于庐山的历代名人诗词有 16000 多首，诗画艺术作品

有上万幅。”九江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张甘霖认为，庐

山红色诗画实现了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有着意境之美、色彩共赏之美，成为思想性与艺术性

相结合的范例；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系主任梁冬华

则分享了中国画百米长卷《八桂百年征程图》的创作

经验，“百余名师生集体创作，以时间为线索，用现实

主义手法艺术讲述八桂大地的红色记忆”……

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多方位展示了红色文艺的精

彩、红色文艺的力量。专家们一致认为，红色文艺记

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承载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赓续着革命文化的精神

血脉，蕴涵着巨大的精神力量。红色文艺作为红色文

化的一个载体，在社会主义文艺长廊中拉起了一道独

特而壮丽的风景线，百年如此，蓬勃向上，佳作不断，

在多元文化中奏响了主旋律之歌。

奉献人民，攀登新时代文艺高峰

红色文艺穿越时光百载、跨越空间万里，有着宏

阔的视野，既是一个中国现当代文艺史研究的课题，

也是一个当下正在延续着的文艺现象。红色文艺走

过百年，如何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带给当代观众更多

美的享受，尤其是那些青春面孔，是摆在红色文艺面

前的新课题。

“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革命

历史题材如何跨越‘五老峰’？”“红色文艺是一口老

井，不增不减，如何化解当代困境，让其不断喷涌？”

“队伍青黄不接，艺术手法因循守旧，作家创作视野狭

隘局促，怎么去破局？”

…………

一个个疑问的背后，是深刻的洞察与全面的思

考。专家们或立足本土，对地方红色文艺进行切片式

的展示，从中提炼红色文艺健康发展的密钥，或从理

论高度，找准红色文艺继续攀登的路径。而探讨中，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高频次出现。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震对中国红色文

化的审美基因作了分析。他认为，诞生于 20 世纪的

中国红色文化是由多种审美基因组合而成的复杂序

列，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审美意

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土壤中生长的审美趣味，也有

来自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

部分审美元素。“文艺的人民立场，在延安有着扎实的

文艺实践基础，‘民众剧团’便是文人文艺与民间文艺

相结合的产物，以民众容易接受的秦腔、眉户等形式

宣传抗战与生产，在陕甘宁边区演出 1400余场。”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80 周年，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俊虎同样把目光投向了

80 多年前的延安。“因地域原因，陕西文学‘近水楼台

先得月’，在对延安文学的传承和发展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第

一代陕西作家，他们的文学殉道精神、文学的现实主

义写法、关注基层人群的生存状态等优良质朴作风，

深深影响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第二代作家，

以及叶广芩、杨争光、红柯等风格多样化的陕西第三

代作家。”

湘江，是生死之江、血色之江，是勇士无畏、鱼水

相依。80多年前，一场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役

在湘江打响。“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革

命的悲壮以另一种形式，写下结语。在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教授陈爱中看来，湘江，已成为广西文艺的发力

点：报告文学《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非虚构叙事《湘

江，为你守候》，“湘江红遍”三部曲，《李作家和他的乡

村朋友》……“继宏大主流叙事之后，对湘江战役中民

间记忆的挖掘和呈现，成为广西作家的创作新路。”

“红色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在于其批判性。”

在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李晶看来，文艺除了

是艺术家个人艺术才能的体现，更体现出他对社会的

责任。“从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

实主义，再到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再到当

下吸纳了意识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思潮的新现

实主义，红色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从发端起，就深深

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此外，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汉宁提出，

在倡导文艺创作的同时，要加强红色文艺评论的建

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陈国

和认为，高加林、孙少平等“农村新人”是文学经典形

象，而随着乡土中国逐渐转向城镇中国，文学创作应

加强对进城农人形象的关注和塑造，去书写他们的奋

斗与生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崇昱认为，红

色文艺在坚持主流叙事的同时，回应受众的多元认知

诉求，“守史实之正，创内容之新。守观念之正，创叙

事之新。守立场之正，创视角之新”；广西百色学院文

学与传媒学院教师欧妙提出，“呈现革命先辈对后辈

的影响，采访亲历者或后人的真实感受等，会让红色

文艺的审美扩大范围”……

“文艺创作只有上升到审美的高度，才能于理性

与感性中具备直通人心的感染力。建党百年，本身就

是一个内涵丰厚的美的宝藏，有前赴后继、浴血前行、

坚定沉毅的凝重之美；有追求真理、九死不悔、从容就

义的信仰之美；有心系国难、不畏艰险、慷慨悲壮的崇

高之美；有立足实际、求真应变、险中谋胜的智慧之

美；有同仇敌忾、气吞山河、无坚不摧的勇力之美；有

五湖四海、同心同德、军民鱼水的和谐之美，等等。探

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挖掘出鲜活真实的场景，唤醒他

们烛照千秋的精神世界，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方向，也是文艺评论的重要维

度。”

如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秘书长袁正领所言，新时代需要红色文化的

精神滋养，新时代更能够发挥红色文艺的精神力量。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书写大时代的中国故事，推动新

时代红色文艺创作繁荣，是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高

峰之路。

为红色文艺注入时代审美为红色文艺注入时代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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