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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远方出版社出
版了路远的小说集《色的
诱惑》，这部小说集里，题
材都是写草原、写蒙古族、
写蒙古族历史的中短篇小
说。很显然，路远是被草原
上那些“乱花迷人眼”的色
彩给诱惑住了，他醉心于
各种色彩之中，来用文字
编织自己的梦幻。粗读这
几篇小说，感觉路远一如
既往地在编织草原上的那
些理想的梦幻，但仔细研
读，却会发现他的风格已
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无
论从语言上还是叙述风格
以及结构方面，都与之前
他写草原的小说全然不同
了。下面我就逐一对一些
作品进行解读。

《白罂粟》是发表于
《人民文学》上的一部中篇
小说，发表后反响颇佳。首
先它突破了传统的写草原
的套路。很显然，小说写的
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恨
被爱情化解却终究被恨又
摧毁的故事。在叙述中，作

者没有采用那种前因后果
的交代方式，而是采用跳
跃式的方式。你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文
本，也可以从许多层面对
这个故事进行伸延想象。

相对来说，《红马鞍》
在时空中的跳跃性要大得
多。它将两个（或者更多）
不同的历史时空交叉进来
叙述，过去的老故事是今
天故事的补充，今天的爱
情悲剧是过去故事的延
续。寻找成为这篇小说的
一个突出的主题。主人公
不但是在寻找丢失的爱
人，更是在寻找人生的真

谛。象征意味是那样的明
显，犹如一潭清澈的泉水
一眼就能望到底。

同样是寻找的主题，
《黑森林》显然就隐晦得
多。那片神秘的黑森林究
竟象征着什么？从地种古
老的丧葬仪式来看，作者
显然是在寻找民族文化的
根。

那么在另外一篇《银
鹫谷》，主人公独自进入险
境，他所寻找的却是一种
实实在在的东西———忏
悔。

相对来说，《灰眼珠》
在整体上就要明朗得多，
它在气势上有股子史诗般
的恢宏，结构上采用的是
传统的“线性结构”。它的
主题是那样的明确：一个
古老的民族正在走出封闭
的山谷，走向现代化的文
明时代。

与其说作者被草原上
的这些色彩所诱惑，不如
说其实他是在这迷乱的色
彩中寻找着突破点。大家

都在写草原文学，但只有
寻找到自己的突围之路，
才会有生存；若无创新，必
是死路一条。于是作者便
在万花筒般的色彩中寻找
突围之路，终于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便
用这一部部色彩来铺路，
便有了“白、红、黑、灰、蓝、
青……”等等由浓重色彩
构架起来的小说。

而文学的生命力，正
是作家在突围中，找到了
自己独特的最佳的表达方
式。 文／李 悦

《色的诱惑》作者简介

路远，原名杜远，1957

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硕士，现担任内蒙古电

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曾获得青年文学奖、萌芽

奖、草原文学奖、当代文学

奖、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

创作“索伦嘎”奖等。

进入耄耋之年，回忆
往往多于前瞻。

正如《当你老了》那首
歌中所唱：“睡意昏沉，回忆
青春”。也难怪！不仅“走不
动了”，而且“手也抖了”。再
无法延续笔墨生涯了。似
也只能一脑子糨糊，整日窝
在沙发里，只靠一份《北方
新报》消磨时光。

只不该当看到了“悦
评”时又乱了神儿……

莫名其妙，竟又恍然
又回到了将近五十年前。
当时尚且年轻，却作下了
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时
代背景记不清了，只记得似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长
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初
稿后，又应约到中国少年儿
童出版社去写一部长篇。其
时，少儿社与中国青年出版
社就在一个大院儿里，只不
过大门口挂着两块牌子。故
而有幸在其中结识了许多
位大作家，如正在续写《创
业史》的柳青，正在续写《李
自成》的姚雪垠。而同与一
处写作的北京青年作家陶
正与小田却对我说：你若早
几天搬过来住该多好啊！这
里还曾住过一位高人，学贯
中西，谈吐不凡，与其神聊
一个晚上，肯定会使你有一
种“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

书”之感。
当时尚且年轻，故对

这位高人充满了好奇……
好奇心促使我四处打

听这位文学前辈的讯息。
终于有了个大体的了解：
原来这位高人就是李克异
先生———即解放前左翼作
家群体中知名的青年作家
袁犀，作品《贝壳》曾获亚
洲文学大奖。总之，只因迟
来几日，便与一位文学高
人失之交臂。惋惜之余，才
知道这位李克异先生原来
是受中青社王维玲总编之
约，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历史的回声》。谁料半道
竟被八一电影厂给“截”走
了，去改他的电影剧本《归
心似箭》……这时我这个
进京写作的小人物，也只
能追悔莫及了。

没缘分，似也只能渐
渐淡忘了……

但越想淡忘，就越难
从脑海中抹去，即使我完
成写作任务回到八百里河
套米粮川之后，谁料李克
异先生竟仿佛也“如影随
形”伴之而来了。他的作品
正如“雨后春笋”般登上了
各大刊物。比如说，长篇小
说《历史的回声》就在巴老
主编的《收获》分两期连
载，紧接又由中国青年出

版社集成出版。影响之大，
颇为深广，就连我这个远
在巴盟文联的小创作员也
被深深震撼了。再比如说
由先生一再改就的文学剧
本《归心似箭》，一经著名
导演李骏拍摄成电影之后
便“火”遍全国，至今仍可
称为经典之作，而蒙古族
演员斯琴高娃也是因此一
举成名，从而成为誉满全
国之女影星。

好在时光能洗涤一
切，身在基层似也只有带
着惋惜的遗忘了。直到
1982年我调到内蒙古作家
协会任专业作家后，李克
异先生的大名竟又突然出
现在我的耳边。只不过并
不是有李先生本人的讯
息，而是有人告诉我说李
克异尚有两个儿子一直就
生活在内蒙古：即长子李
瑞和次子李悦。这时，我颇
感惊讶！同在内蒙古生活
了这么多年，我竟不知道
自己所敬仰的老作家还有
两个后代均成长于少数民
族地区。这个家族有点怪，
祖先先闯完关东儿孙又转
而走西口。

先说说老大李瑞先
生……

应当说，我知道这个
名字是在北京群众出版社

的一次笔会上。有一天该
社主办的《啄木鸟》杂志编
辑室主任王永红对我说：
你认识吗？你们内蒙古包
头市还有一位知名作家，
国学功力扎实，又极具现代
意识，笔锋潇洒飘逸，又极
其犀利，现正有一部新小说
即将由我社出版……她说
的正是李瑞先生，即将出版
的小说便是《罪恶的遗产》。
而且出版后很快便被西安
电影厂改编拍摄为电影，影
响更为广泛……但当我去
包头和李瑞先生相识后。
却发现与其文之潇洒飘逸
大相径庭。虽说他也算得
包头文联的一位领导，却
在众文人夸夸其谈中略显
木讷迟钝。绝不谈自己和
自己的作品。只任在场的
文人们高谈阔论甚至自我
吹嘘。即使我主动籍同在群
众出版社出过书套近乎，他
也未曾吐露一丝他和老作家
李克异先生之关系。看得出，
他似乎对“文人相轻”这潭浑
水早就厌倦了，果然再去包
头时便发现他早已离开了文
学艺术界了。后来他在包头
人大副主任位置上退休。

颇具父风，不愧为一
位谦谦君子……李瑞还出
版过短篇小说集《北方的
故事》，他父亲李克异的朋

友老作家萧军在小说集前
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
是“故人有子继斯文”。

说过李瑞先生似乎该
聊聊“二爷”李悦了。说实
在话，我从未将这位“公
子”列入文学评论圈内。总
觉得他年纪小，在传统文
化上，肯定是没有得到过
父亲的“真传”，没想到他
在十年前于丹最火时写了
一本书《批评于丹》。我一
经拜读之后，竟颇感惊讶。
须此，如不自幼熟读四书
五经是很难完成此篇批驳
文章的。看来李老爷子对
小儿子家教也是颇严的。
随后，李悦有关文学的评
论文章，便不断见诸报章
杂志。就连我区发行量颇
大的《北方新报》也专门为
他开辟了“悦评”和《李悦
批评》专栏。而且影响越来
越大，甚至有许多我区知
名作家均愿与其切磋作
品。比如说著名蒙古族作
家力克登，其作品早就誉
于区内外及国外，但在上
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长篇
小说《夜班》后。却专门找
我介绍与李悦相识。据这
位著名内蒙古作家说，现
如今内蒙古文学评论圈
内，他认为李悦的评论文
章，令人信服，急于相识，

只为了一部作品而进行切
磋……绝没想到在我退休
后糊里糊涂养老过程中。
李悦却早已雄登文坛了。
广州的《羊城晚报》还为李
悦开了影评专栏：钓娱台。
能在这张报上开专栏的内
蒙古评论家，唯有李悦一
人。他的许多影评刊出后，
国内各大媒体竞相转载，
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的知名
媒体。我以为许多年之后，
也难找出在《羊城晚报》上
开专栏的内蒙古评论家
了。

往事悠悠，典型的中
国式文化传承。

为此，四五十年前未
见到的文学老前辈的遗憾
彻底消失了，因为我从李
瑞和李悦身上已依稀看到
了李克异先生的身影……
老眼昏花写作此文，除了
为感谢《北方新报》助我安
度晚年外，只想写好一个
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

写到结尾处，又想到
李悦的女儿“小鹿姐姐”在
中央电视台主持少儿节
目，可见李家后继有人，李
悦和他哥一样低调，从来
不张扬家里的名人。我女
儿和李悦女儿同名，也叫
小鹿，所以我想起李家的
第三代名人。 文/冯苓植

蒋一谈：新童谣从这里开始
5月19日，题为“新童谣，从这里开始”的作家蒋一谈

新书《童谣》首发式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蒋一谈与豆瓣
副总裁文坛，资深出版人覃田甜一起畅谈儿童读物，大朋
友与小朋友汇聚一堂，童音稚嫩、童趣盎然、诗意美好。

“当下孩子们读的传统童谣，其实是成年人运用
韵律，用复句，叠句，语言的修辞学写的，而不是使用
孩子们的自然语言，以至于孩子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理
解传统童谣。”蒋一谈在阐述《童谣》的创作初衷时，表
达了对当下中国童谣的失当之忧。据他统计，中国传
统童谣依次偏重于这几个方面：美好品德、学习、幸福
生活、游戏、亲情、友情、自然；西方童谣依次偏重于这
几个方面：自然、游戏、亲情、友情、美好品德，关注幸
福生活和学习的西方童谣非常少。

“中国童谣把自然放在了末席，西方童谣把自然
放在了首位。我们都是传统的孩子，我们没有能力改
变中国教育的大环境，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改变一下自
己。这就是我创作《童谣》的初衷。”《童谣》是蒋一谈给
孩子的原创截句绘本，他以截句的形式创作，“截句”
的概念由蒋一谈最早提出，是指没有诗歌题目，作品
在四行之内完成的现代诗歌。

他表示，《童
谣》正是通过孩子
们自己的语言，让
他们感受诗心，得
到诗性启蒙，营造
专属于孩子的诗
意空间。
（据《南方都市报》）

为“悦评”补白：从老子说到儿子

《色的诱惑》：被诱惑者的突围

《色的诱惑》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