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棉一样，火焰一样，萨日朗在草原上，花开
正红。像树木的年轮，记载着从孱弱幼苗而濯濯
浓绿、茁壮成长的过程。萨日朗有自己的个性，那
就是，她经历每一年的风雨，都要多结一朵妖娆的
花儿。当花满枝头时，萨日朗的丰盈与妖娆，让整
个草原都醉了。

试想，40 年的萨日朗，一棵 40 朵的花开，该是
一种多么葳蕤乃至旖旎的盛大？

春涌花妍，草原沉醉。
40 年改革开放春风化雨，内蒙古自治区小小

说创作的发展，有如如火如荼的萨日朗，傲岸奇
崛，迎风怒放，扮靓草原。

嬗变：作家星罗棋布作品色彩斑斓

内蒙古小小说的成长，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
强音，沐浴和吟诵时代的风雨，从星星之火到星火
燎原，是跨越式发展的过程。

这些，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内蒙古幅员辽阔，地势狭长，草原，湖泊，沙

漠，森林，峰峦，矿藏一应俱全，是一片发生抑或窖
藏小小说素材的热土；整个内蒙古，多民族集聚，
民族语言与文化交融、碰撞，加之独具特色的草原
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积淀与底蕴，构成了独具魅
力的地域特色。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蒙元文
化、契丹辽文化，悠长缠绵，色彩纷呈，为小小说斑
驳缤纷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当然，小小说是时
代的产物，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跟随社
会飞速发展的步伐，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分分钟
阅读，快餐式文化成为趋势与必然。这就让小小
说有了生存的土壤与环境。如此，以《草原》和《内
蒙古日报》北国风光文学副刊为引领，诸如《鹿鸣》

《鄂尔多斯》《百柳》《骏马》等文学期刊紧随其后，
各个盟市的报纸副刊，诸如《赤峰日报》《通辽日
报》《包头日报》《锡林郭勒日报》《红山晚报》《呼和
浩特晚报》等等，乃至各个旗县万花筒般的报纸、
内刊，纷纷开辟小小说园地或专栏，营造了小小说
浓郁的发展氛围与契机。

同时，《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等刊物在内蒙
古的发行与影响，也为波澜壮阔的小小说发展势
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激励作用。

山川河流涌神韵，一批活跃在各行各业小小
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而他们发表在报刊等媒体
的小小说，亦如雨后春笋，纷至沓来。小小说创
作，形成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良好局面。

在内蒙古，引领小小说风气之先的地域，发端
于两个地方。一个是包头市，一个是赤峰市。而
异常活跃的小小说作家，当属申平、伊德尔夫、马
宝山等人。可以说，他们是内蒙古小小说队伍当
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笔耕不辍的开拓者。

2009 年，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长江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60 年小小说精选》。此书
囊括全国小小说作家名人名作，具有权威性。内
蒙古仅有申平的《头羊》、伊德尔夫的《民意》入
选；而 且 ，就 小 小 说 的 标 志 性 奖 项 全 国“ 小 小 说
金 麻 雀 奖 ”而 言 ，惟 有 申 平、马 宝 山 二 位 夺 得 此
项殊荣。

可以说，就内蒙古小小说的发展与繁荣而言，
申平、伊德尔夫、马宝山等作家，功不可没。申平
的作品激励和影响了一大批小小说作家，伊德尔
夫和马宝山在保持旺盛创作态势的同时，前期的
主要贡献是办了小小说作家杂志，在《鹿鸣》开辟
了小小说专栏，让小小说作品有了一席之地。

在这些小小说大家的示范、引领下，内蒙古的
小小说创作呈现了逐步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在
包头市、赤峰市日趋活跃的同时，呼和浩特地区和
通辽市的小小说事业，也如春风拂柳，风生水起。
纵览内蒙古，尤其近些年来，小小说队伍老中青作
家人才济济，各种风格、题材的作品姹紫嫣红，小
小说事业有声有色、气象万千。包头市以伊德尔
夫、马宝山为首，近年陈立群、王兵、雁子等小小说
作家令人刮目相看；赤峰市以申平为首，后来申平
去往广东省，依然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小小说作
家，包括刘泷、田夫、鞠志杰、周东明、徐站夫、吕
斌、刘贵赓、杜景礼、高占江、史雁飞等等，他们呈
整体崛起的态势，跃动在小小说文坛；呼和浩特地
区以贺鹏、李元岁等人为首，王殿方、高尚儒等小
小说作家均可圈可点；近年来，通辽市的小小说作
家队伍中，何君华表现优异，佳作迭出，曾凭借小
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斩获首届武陵小小说奖年
度优秀作品奖。其余刘会民、甲丁、李丽等人的作
品，很是夺人眼球；呼伦贝尔市顾长虹、晓立、阿
宇，鄂尔多斯的冯春生、乌兰察布的于勇等小小说
作家，均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创作势头。

内蒙古小小说在 40 年的时间里，经过有识之
士的倡导示范，经过报刊编辑的悉心培育，经过数
以几百计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经过广大读者的阅
读认可，小小说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新品
种，终于从弱小到健壮，从幼稚到成熟，以自己独特
的身姿跻身于中国小小说的百花园中，使之成为草
原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符号或文学现象。

品鉴：小小说名家名作魅力不凡

滴水藏海，缩龙成寸，小小说是聚焦的艺术；
一叶知秋，一斑全豹，小小说是放大的艺术；四两
千斤，举重若轻，小小说是智慧的艺术。前不久，
冯骥才小小说《俗世奇人》（足本）折桂鲁奖，其“精
金碎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标志出小小说创作的

‘绝句’境界”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了小小说跻入文
学圣殿的曙光。

内蒙古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不绝于缕，我们
仅仅以斑窥豹，按照年龄次序侧重介绍以下 3 位
作家和作品。

伊 德 尔 夫 ，原 名 于 富 ，国 家 一 级 作 家 ，蒙 古
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一发跳弹》、
中短篇小说集《谁之过》、散文集《瑞草集》《覃思

集》、小小说集《公开的内参》、短篇小说选《伊德尔
夫小说选》、电视文学剧本《错、错、错》、话剧小品

《吗丁啉问题》。主编《奋斗者之歌》《银杏文学丛
书》等 5 种文学作品集、丛书。伊德尔夫在文学创
作上勇于探索、不断创异求新，已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创作风格与艺术个性。他善于使用荒诞的表现
形式和艺术手段，塑造与众不同的艺术形象。他
的小说多有批判陈腐、呼唤改革之作。其作品有
思想，有力度。

伊德尔夫的那些荒诞品格的小小说，可谓“讽
人警世之作”，文体短小精粹，知微见著，语言凝
炼，笔锋犀利，寓意深远，情趣隽永，具有较强的可
读性。如《酵母滞销》是篇谐趣讥讽的妙作。一个
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忽然间出现了名目繁多的
各类检查团，涌进医药公司疯狂地抢购酵母，以致
有关部门申请调进万吨酵母，以帮检查团人员助
消化的奇闻怪事。此事也着实荒唐、反常。包市
长微服私访查明原委，原来那些五花八门的检查
团实为解馋团，他们到处吃宴请，以至弄得肠胃积
食过剩，不得不抢购酵母以助消化。市府遂下令
解散这些大揩国家油水的解馋团，这样便出现酵
母滞销的问题了。小说构思奇想，妙趣横生，笔墨
辛辣锐利，鞭辟入里，让人吃惊、发笑，又久久回味
不已。

《迷途知返》则用散文诗的笔触，抒写了具有
现代意识的一代新人，解放思想，勇敢地与陈腐观
念诀别抗争。那位富有象征意味的老人，带领儿
孙们“沿着凸凹不平、弯弯曲曲、布满荆棘荨麻的
羊肠小路，艰难地跋涉”。对那不远的平坦、宽阔、
笔直的康庄大道视而不见，飞奔的汽车、摩托、火
车、歌声、笑语他不屑一顾，猎人劝他遭到冷笑，儿
孙们都纷纷发难：“老祖宗走过的路，必然是条幸
福的路吗?”“我们选择了错误之路，难道也不能离
经叛道吗?”他们从迟疑困惑中觉醒过来，毅然走
出那条羊肠小路，走上金光灿灿的现代化大道。
其中，一两句话就能勾画出生动形象的画面，表明
作家的艺术造诣、功力非同小可。

《考核》是一篇令人啼笑皆非又陷入沉思之
作 ，与《伯 乐 赐 教 杜 书 记》内 容 近 似 ，可 称 姊 妹
篇。求全责备，严厉苛刻的“伯乐”们，总是看不
出、找不到“千里马”，真是良骥难觅，即使骏马良
驹在眼前接受考核，他们把大眼、小眼、白眼、斜
眼、冷眼、昏眼一齐扫射过来，“有的似画家给裸
体模特儿画像般细心描绘；有的似泰山岳翁相看
女婿般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有的似医生诊病般地
观其舌相、切其脉。更有甚者，手持放大镜，寻其
面部的创伤疤痕”。他们百般挑剔，瞎子摸象似
的以偏概全，均不符规格标准遭淘汰。作品讽刺
那些窃踞官位的不称职的“伯乐”们，实际是妒贤
嫉能的鼠目寸光的官僚主义者。《安斯丽玛的两封
信》也是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荒诞色彩的佳作。
草原牧人生活富裕了，人的意识自然相应变化。
安斯丽玛的丈夫穿戴讲究起来，西装革履，谈笑风
生，还学会跳舞，社交活动也多了，使她担心丈夫
会不会因此变懒、变坏，把她甩了怎么办。她就设
法让丈夫吃一种能变得安分守己、不思娱乐的“灵
丹妙药”。果然马上奏效，丈夫十分老实，象个榆
木疙瘩，“好像成了没血没肉、没有语言、没有感
情、没有欲望，只会劳动的‘机器人’。”可想而知，
这么一来她的生活成了另一番情景，伴之而来的
是冷清、孤独、寂寞而又百无聊赖的单调乏味的生
活，使她后悔莫及。也只有这时，安斯丽玛才幡然
醒悟：“人光有物质的需求，没有精神娱乐是不行
的”。于是，她又苦苦寻找一种能使丈夫复原的

“灵丹妙药”⋯⋯小说构思奇特，内涵深刻，给读者
留下大量想象的思维空间，引发人们对人生、生活
的无尽思考。

马 宝 山 ，做 为 包 头 本 土 作 家 ，获 2015——
2017 年度全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尽管已经 70
岁，他更加勤奋地深耕细作。“我认为小说一定要
好看，要讲好故事，有意思的故事。小说家讲述的
故事与民间讲故事不一样，要把故事讲的感人，讲
的理性，讲的机巧，讲的智慧。让你的故事闪烁出
生活的多彩和思想的光焰”，他这样说，也这样做，
并且总结出了小小说写作的“秘诀”：“铺平、垫稳、
三翻四折”。

2016 至 2017 年 ，他 潜 心 创 作《唐 朝 诗 人 系
列》。这两年间，他写作了 64 篇，近 16 万字。他
从唐代 3000 多名知名诗人中，选出七八十位，把
他们的经历、交游、品格、性格写在小说里。“小小
说金麻雀奖”申报作品中的《沉香佛珠》《相府的
客人》就是其中的两篇。这两篇都被选刊选用，
并选进年度选本里。“我以短小简洁的小小说的
形式，讲述诗人们的故事，力争将 1000 多年前的
诗人活化到今天读者面前，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他说。

1991 年，他在包头市发表的小小说《我不会
哭了》被《小小说选刊》选载，1993 年，《马宝小小
说小辑》发表于《小小说选刊》9 期上。

《亲家》《佛灯》《牌坊》《姻缘》《沈万三与徐先
生》《周庄冉记商号》《沉香佛珠》《一剑飞天梦》《相
府的客人》《手艺人》成为他的著名篇什，让他在草
原小小说有了自己独到的创作符号。一直以来，
马宝山善于利用史料和传说，提取、转换出文学作
品，将传统文化在人物灵魂中内化，由“行为”显现
其独特性。作品语言朴素，自然流畅而富有节奏
感，以传统的笔法，编织出有意思的故事，给人以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阅读惊喜和快感。所携
带的文化信息含量和生活理念，赋予了作品张力，
读来震撼人心。

春涌花妍草原上
——内蒙古小小说 40 年发展概述(上）

◎边远

◎聚焦文学艺术界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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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著名作家二月河离世。这位一生以如
椽巨笔描绘历史风云的作家，写完了他辉煌人生的
最后一笔。二月河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落霞三部
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以清代“帝
王系列”历史小说的突出成就，以史诗般的规模，打
造了当代文坛的高峰。

近几年，二月河又先后撰写、出版了大量的散文
随笔，并结集为《二月河语》《密云不语》《佛像前的沉
吟》《禅心禅语》等。其中，很多散文作品，书写普通
百姓的生活，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充满着浓烈的平
民情怀。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把帝王当成普通人来写，对
这些历史人物既写其帝王气象，又把他们放在日常
生活中去表达，使得高高在上的帝王，悄然闯进读者
心间、留下烙印。

二月河笔下的帝王，具有普通人的色彩，而在生
活里，二月河也是很平民化的。二月河说，雍正皇帝
能够把掉在桌上的米粒用筷子夹起来吃，皇帝尚能
如此，平民百姓还讲究什么？

他住在南阳一个农家小院，喜欢过平常人的生
活。他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在自己红砖小院内
晒晒太阳，院子里养着鸡，每天为了这些鸡他还会走
到街上，看到有卖菜车时就悄悄挤过去，捡拾人们买
菜丢下的青菜叶子回家喂鸡。他本人喜欢喝粥，穿
布鞋，在家里干粗活，生活低调朴素。

二月河创作成就斐然，作品热播并热卖，外人把

他当作一个“大富豪”，但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平民老
百姓。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他时常为百姓民生
鼓与呼，他关注作家免税、全面降低书价、老龄化社
会、推广普通话、空气治理、水污染治理等大大小小
的民生议题。

关注底层社会，是作家民生意识、平民意识的鲜
明体现。二月河最关心社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弱
势群体的幸福感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前途，决定着社
会发展进程。”“尽管我自己不算是弱势群体，但是我
的眼光始终是跟随着他们的，和他们站在一起。”

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二月河的生活状态、情感
状态，是与人民群众、百姓大众交融在一起的，这使
他能够更多地接触生活，放眼更广大的世界。他的
作品十分接地气，拥有巨大的读者群。他的历史文
学作品，从煌煌漫漫的历史而来，更扎根于平民百
姓之间。《雍正皇帝》这本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
剧《雍正王朝》，曾轰动海内外，读者的认可是对二
月河这位文学大家以及他执著的文学精神最好的
褒奖。

二月河的平民情怀
◎杜浩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到原创音乐人、蒙古族歌
唱家吐嘎先生清唱自己作词作曲的《又是一年梨花
开》被深深打动，遂讨歌词来品味，文字间许久未遇
的清新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待配曲的试唱小样出
来后，听了很多遍，虽值隆冬，但伴着歌声已若春风
带着梨花吹动心怀，令人陶醉其间。

又是一年梨花开，大地已从梦醒来，风儿吹动树
摇摆，花如烟雨飘下来，梨花开香雪海，万物复苏表
心怀。

自然界会给人类无数默默的预示和启发，而善
于发现自然的人则从中领悟其间的美和真谛。当我
们细致观察梨花开落的过程会惊诧地发现，梨花是
在早春还料峭的风里，是在经历了冬天貌似干枯的
枝条上，率先顽强结出花蕾竞相绽放，花开又落尽之
后才生出绿色的枝叶来，荫绿夏秋结出硕果。作者
也正是细致感悟到了这一点，写出了“又是一年梨花
开，大地已从梦醒来”“万物复苏表心怀”这样的句
子。梨花是“经冬复历春”的化身，是春天到来、大地
复苏的使者，和其他在早春开出的花朵一样，经历了
多少风寒，才有着独特的风骨和品格。

又是一年梨花开，春天悄悄等你来，寄语春风莫
吹尽，春天有你才可爱。

“又是一年梨花开，春天悄悄等你来”。梨花经
冬而来，是如约相约的到来，一句貌似平淡的“春天
悄悄等你来”，竟如此美妙动人。梨花冰清玉洁，一
身洁白浅着暗香淡粉，是最纯洁质朴的美。“花如烟
雨飘下来，梨花开香雪海”，我们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在尚无绿意的早春，更期望这种难得的生机和美多
驻留一段时间，以致作者发自心底的轻声呼唤“寄语
春风莫吹尽，春天有你才可爱”。来自心底的声音无
需过多的渲染，也正如梨花一样质朴。

来自心底的声音，总是有着来自生活的体味和
感染，才会更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催生作者创作这
首歌曲，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作者既是专业歌唱
家，不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广为流传，同时也在文
化领域工作多年，对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倾心关
注、满含情怀。他感言，我们要写自己的东西，要写
自己生活的土地、生活的环境中熟悉的东西，这样才
能有感悟，才能接地气，才能不生拉硬套、牵强附
会。就如同作物生长一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
淮北则为枳”，不合时令地域的必不能很好地生长，
不接地域风气的作品也不可能传得开、留得下。

世间有很多事物因饱含大爱而不显现，天地不
言，而我们生活在其间；阳光空气最为珍贵，却无私
奉献。在姹紫嫣红中，在百花丛中，梨花或因其广泛
而显普通，因其单纯质朴而不被过多关注。而善于
体味自然、生命的人，能发现其中的美。梨花在春天
里最早开放，“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梨花美丽

了春天，而其短暂开谢的过程，似乎又不是为刻意显
现美丽而来的，是要在夏秋结出累累硕果。其果多
汁而能解渴、还能止咳，滋养人类，何其不是大美的
奉献。梨花开放的背后有着抗御风寒、高洁傲骨的
品格，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梨花凋谢之后绿叶满枝
结出硕果，是春华秋实、回馈自然、默默奉献的象
征。我们当欣赏这种美、讴歌这种美、学习这种美。
真正的好歌不仅仅是愉悦视听，更是能陶冶性情、滋
养心灵、启迪人生。我们相信《又是一年梨花开》能
够广为流传，因为这首歌就如梨花一样清新质朴，源
于自然，动人心弦。

飘自心底撩动心怀
——歌曲《又是一年梨花开》赏析

◎元夫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