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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刊

五

新世纪民族儿童文学，一直处于上升、
上进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明显标志是，民族儿童文
学作品近年在全国性大奖中连连获奖：满族
王立春的童诗集、回族白冰的幼儿童话、蒙
古族韩静慧、维吾尔族帕尔哈提·伊力亚斯
的幻想小说、回族郑春华的幼儿小说集、蒙
古族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长篇动物小说、
中短篇动物小说集、满族胡冬林的科幻小
说，都一次或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面对百里挑一
的儿童文学赛场，人口少、作家更少的少数
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竟能屡屡圆梦，绝不是一
种偶然、运气，而是国家改革开放、民族平
等、作家思想解放、文艺百花齐放的结果。

可以看到，民族作家们更加充分地利
用自己独有的本民族生活积淀，开掘埋藏
其中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揭示包涵其间
的民族的、地域的意蕴，使题材优势发挥到
极致，使语言特色渲染出韵味，从而使儿童
文学民族性呈现得多姿多彩、丰富丰厚。

民族儿童文学的题材优势，最明显地
体现在写动物、写大自然的作品上。蒙古
族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创作最具代表
性。新世纪开始，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冰
湖》《睡床垫的熊》，出版了动物小说集《重
返草原》，并接连写了长篇动物小说《黑
焰》、中篇小说《美丽世界的孤儿》、短篇小
说《静静的白桦林》《住在窗子里的麻雀》。

《黑焰》中，作家赋予一只黑獒以灵性和情
性，写出它像一团黑色火焰似的生命活力
和生活热情，既开创了写动物的鲜明习性
和鲜活情感相统一的独特风格，又开拓了
刻画动物形象的审美视野，使动物小说创
作的意义超越了自身，也超越了儿童文学
领域。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鬼狗》、中
短篇小说集《狼獾河》、长篇散文《罗杰、阿
雅我的狗》《高加索牧羊犬 哈拉和扁头》，
并在新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时，继续出版
长篇小说《黑狗哈拉诺亥》、中短篇集《狼谷
的孩子》、系列中篇小说《狼谷炊烟》《狼血》

《狮童》，以及长篇散文《生命的季节》《王者
的血脉》。与此同时，还发表短篇小说《冰
层之下》《从狼谷来》等。他，一次次饱含深
情地描述那些凶悍无敌、坚韧无比的蒙古
牧羊犬，描写那些与草地相依存、与巨犬共
朝夕的蒙古族少年，描绘那些旷远而神奥、
幽深而神秘的与异国相连的大草原和大森
林，切实地、深层地揭示草原文化的意蕴、
意义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气势、气概。

蒙古族许廷旺近几年连续出版了《马
王》《头羊》《草原犬》《狼犬赤那》《罕山雪狼》

《狼道》《火狐》《绝境马王》《怒雪苍狼》《烈火
灵狍》《黄羊北归》等作品。读这些作品，除
了记住种种动物和动物的种种，也会由此
想到草原上民族儿童特有的情感、情趣，想
到儿童与草原犬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并产
生内心的共鸣。

这时，民族老作家们也写了不同题材
的动物小说。如重庆市土家族孙因写一只
令日本鬼子胆战心惊的中国军犬的中篇

《雪虎》、青海省蒙古族察森敖拉写老牧人达
尔吉的孙子把狼崽当作狗崽来驯养的长篇

《天敌》、云南省彝族张昆华写一只犹如洁白
浪花的小鸽子的生命状态，折射出当下社
会中的真假善恶的长篇《白浪鸽》等。吉林
省满族胡冬林，扎根长白山，写出长篇科幻
小说《巨虫公园》，使大自然中的昆虫都有了
一种有价值、有尊严的生命状态，独具一格。

其他长篇如白族杨保中的《何处家园》
《野猪囚徒》、短篇如柯尔克孜族阿依别尔
地·阿克骄勒的《三条腿的野山羊》、侗族龙
章辉的《绝版牛王》、哈萨克族加海·阿合买
提的《瘸腿鹿的故事》、拉祜族李梦薇的《闯
入者》、鄂温克族德柯丽的《小驯鹿的故
事》、回族泾河的《宰牲节》，都写了民族儿
童与动物相处、相依的感人故事，并由此探
索民族生活的底蕴。

也有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培育民族儿
童的想象力创造力为己任，潜心于写探险、
冒险、惊险的儿童文学作品，最早写这类作
品并不断探索、开拓的是土家族的“80后”
彭绪洛。

近年间，彭绪洛连续出版“少年冒险
王”系列、“少年奇幻冒险”系列、“时光定位
钟”系列、“兵马俑复活”系列等少儿探险文
学作品30余部，如《追踪丛林魅影》《天山天
池水怪》《寻宝西安古城》《奇探高昌王陵》

《惊魂险走珠峰》⋯⋯作家不是客观地记游
和探幽，而是书写民族人们的现实生活与
内心情感，追寻先人所创造、所遗存的历代
古迹与民族文化，表现当代民族儿童身上
所透露的新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气质，作品
因此而具有了深远的审美价值。

云南省哈尼族存文学的长篇小说《黑
蟒桥》、新疆维吾尔族穆罕默德·巴格拉西
的中篇小说《心山》，是另一种少年探险文
学。前者写南疆山寨里两个男孩和从省城
来的女孩带着一条猎狗，闯进了荒芜人烟、
野兽出没的峡谷，奇与险都在一刹那间。
后者写三个年龄相仿、性格相殊的维吾尔
族少年，因为被“心山”的传说所吸引，自作
主张去探寻那座天天被日头映照得像是刚
被掏出来的心一样鲜红的“心山”，将“险”
凸显到极点，将悲剧凸现到极度。这样的
作品，明显地超越了以往的游历小说和惊
悚故事。

这时，不同民族作家们也常以不同视
角、从不同层面展现本乡本土民族儿童的
生活现实，使乡土气息、民族气质、时代气
氛在作品中相互洇渗、洇透，艺术方式也会
延伸到各种各样的体裁。长篇如云南省回
族白山的《戴勋章的八公》、彝族吕翼的《岭
上的阳光》，前者写一个大名叫姜石头、小
名叫八公的云南山地少年，在抗日洪流中
与云南各族人民一道，几个月内修筑出一
条跨越崇山峻岭、直达仰光出海口的汽车
路——滇缅路，工地头儿把一只家乡人用
家乡树木制成的勋章轻轻地戴在八公的胸
前；后者写西南乡村少年怎样活跃在当下
正进行着的“脱贫攻坚”之中，都震响着时
代主旋律。短篇如云南省藏族永基卓玛的

《九眼天珠》、甘肃省东乡族了一容的《揭
瓦》、内蒙古蒙古族阿云嘎的短篇小说《第
九个牧户》、宁夏回族马金莲的《柳叶哨》、
拉祜族李梦薇的《扎拉木》、蒙古族郭雪波
的《琥珀色的弯月石》等。

乡野散文如吉林省蒙古族陈晓雷的
散文集《我的兴安 我的草原》，以淳真的笔
调描述内蒙古大小兴安岭原生态的山林风
光及居住在这里的蒙古族、汉族、鄂温克族
的小孩子们日常生活的点滴情趣；云南省
回族阮殿文则写回族少年心中珍藏的乡
情、亲情，充满了穆斯林生活气息，如《父亲
挑书》《母亲的菜花》《大地和她的守卫者》

《像头顶的星光喂养着夜空》《两只小麻雀》
《河堤上的少年》《火把》《小街少年》。还有
如辽宁省满族佟希仁，以东北山地满族少
年的独特视角，使抒写乡野自然与描述民
族人文相融合，如《祖母》《泥火盆》《鞋子》

《放爬犁》《家乡的火炕》《放鹰》等；裕固族阿
拉坦·淖尔的《从冬窝子到夏牧场》《红石
窝》，也浸渍了浓郁的裕固族味儿。其他如
东乡族钟翔的《包谷·麻雀·村庄里的路》、
回族杨汉立的《我的山寨》、蒙古族唐新运
的《一棵柳树》、达斡尔族安菁罳的《莫力达
瓦的原野》等等，也都充满了独特而美妙的
民族生活情味，体现着少数民族人民在历史
进程中形成的朴实纯厚的民族文化心理。

也有一些民族作家、诗人认为儿童更
喜爱一种奇异、奇谲的幻想境界。辽宁省
满族王立春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骑扁
马的扁人》《乡下老鼠》《写给老菜园子的
信》《偷蛋贼》《光着脚丫的小路》《贪吃的月
光》等诗集，都奇巧地运用儿童视角，把带
有满族生活特色的氛围奇谲地渲染出来，
从而使日常与奇异同在，哲理与奇妙共
生。瑶族诗人唐德亮的诗集《住进小木屋
的梦里》，那些饱含民族儿童情愫的诗歌中
的奇异幻想，是能让人想到很多的。而维
吾尔族艾尔西丁·塔提勒克却写了《聪明的
母鸡》，在奇妙幻想中，以往被人认定蠢笨
的母鸡聪明了、机灵了。在土族诗人张怀
存写大自然的诗中，激情在奇异幻想中燃
烧，诗意在奇丽幻想中升华。

回族女作家白山则用奇幻的艺术手
段写了一部长篇《猩猩语录》，写一只有着
丰富生存经验还会思考问题的黑猩猩，对
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进行了亲身体验，并表
达了它的看法和见解，有一种无可比拟的
艺术魅力。短篇奇幻小说中，哈萨克族合
尔巴克·努尔阿肯的《灵羊》、布依族作家梦
亦非的《布布和他的寨》、瑶族冯昱的《拔草
的女孩》也颇具代表性。

民族童话创作有所变化，满族肇夕的
短篇童话集《绕树一小圈儿》、幼儿童话《小
东西简史》，均以幼儿视角，从人们常见事
物中生发出奇异幻想并编织成故事，又把
一个个美妙的、玄妙的哲学命题，藏进每一
则小童话中。

2011年夏天，回族作家白冰出版了幼
儿童话《小老鼠稀里哗啦》系列，虽然每一
本每一页都洇漫了魔幻色彩，却每一篇每
一处都表露着现代意味，极奇幻，极现实。

另有一些民族作家从新的时代高度
来关注、关怀已经在城市里的民族儿童的
思想、情感，并在这方面创作中做出探索和
努力。蒙古族韩静慧的校园长篇小说《M4
青春事》，写北方某城市一所私立学校里几
个新入学的蒙、汉族富家子女的性格碰撞
与思想变化。作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
入，力图探索民族传统文化在新一代心灵
上留下的痕迹，深刻地透示着新时代中民
族儿童文学新的民族特色。之后，出版了

“神秘女生”系列中篇《咱不和女生斗气》
《拯救懒女泡泡》《外国来的小女生》、《罗比
这样长大》系列中篇《罗比这样长大》《父子
较量》《不该知道的秘密》）等。之后写出的
长篇《一树幽兰花落尽》，又从校园中不同
民族不同家庭少男少女的生活、思想、情
感，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思考、思辨社
会伦理和道德问题，表现民族性格的现代
发展。用蒙文创作的蒙古族力格登，译成
汉文出版了长篇《馒头巴特尔历险记》，写
牧区儿童巴特尔失学、外出、被骗、得救的
经历，犀利而又智慧地揭示民族儿童问
题。短篇小说大都在普通不过的民族儿童
生活里，显示出民族作家们锐利、锋芒的艺
术个性。瑶族陶永灿的《陀螺转溜溜》让人
们触摸到了似曾经历却未曾注意的人性的
隐蔽处，以及被濡染、被遮挡的童心的背
面。其他如维吾尔族青年女作家阿依努
尔·多里坤的中篇《伊尔法的日记》、藏族意
西泽仁的中篇《白云行动》，都反映出民族
少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表现出一种
天然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怀。

诗歌方面，回族作家王俊康的校园朗

诵诗集《向雷锋叔叔学习》，把孩子们学雷
锋的日常生活诗意化，使孩子们参与其中
的学雷锋行动重新以艺术的方式活泛起
来。还有如满族佟希仁的《那个夜晚——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羊肠小道》、回
族马克的《故乡人物》《共产党员》等。校园
抒情诗多种多样，活泼泼地反映出当下小
学生的思想情感，如满族王立春的《蜗牛咏
叹调》、匡文留的《孩子与鸟巢》、高若虹的

《领树苗上山的少年》、布依族王家鸿的《把
一群羊赶到天上》、普米族鲁若迪基的《最
后一课》、蒙古族娜仁琪琪格的《我相信是
这样》等等。

彝族普飞坚持为幼儿写作，他写的《甜
甜的课本》《金子换哨子》等故事中充满美
妙的民族生活情趣与崭新的时代精神，使
儿童文学民族性凸显出来。而回族女作家
郑春华，则写了都市幼儿生活故事《奇妙学
校》系列，对于至今还住在乡野林地、沙漠
草原的民族儿童来说，也起到开阔视野、树
立大志的导引作用。

不少民族作家的视线投向那些至今居
住在僻远、贫困的小村里、盼望着上学读书
的本民族贫穷儿童的身上，土家族苦金的
短篇小说《六千娃》《听夕阳》，尖锐地揭示出
民族地区最需要关注的教育问题。还有如
彝族黄玲的短篇小说《鹤影》、回族石舒清的

《小学教师》、哈尼族朗确的《永远的恋歌》，
也都是令人深深感动的少数民族儿童求学
的故事，深刻地反映出新的时代潮流对于
长期居住在大山里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
观念的冲击，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之
间悠久而深长的情谊。这些儿童小说，题
材内容不约而同，艺术表现却各各不同，作
品的独特和真实，使其更具一种艺术性。

有的民族作家写出了民族地区“留守
儿童”题材的作品，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
响。毛南族孟学祥散文集《守望》中专写

“留守儿童”的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
品。这样的作品，不仅是民族儿童文学题
材上的一种拓展，而且在对民族儿童少年
人物的描述手法上、在艺术陌生化的布局
方式上都有新的呈现和表现。如《家长》

《无法兑现的承诺》《山路难行》，写的都是
爸妈外出打工、小孩子撑着家的凄凉情景，
有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一种沉沉的社
会责任感。还有如藏族觉乃·云才让的短
篇小说《森林沟的阳光》，是另一种留守儿
童的作品，作家从正面来写，把成年人犯罪
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隐匿其间。

显然，写民族儿童成长的小说呈多元
化趋势，思想更显深沉，艺术更觉灵动。如
哈萨克族小七的《淘气的小别克》、回族马
金莲的《数星星的孩子》、景颇族玛波的《背
孩子的女孩》、拉祜族李梦薇的《阳光无
界》、纳西族和晓梅的《东巴妹妹吉佩儿》、
仡佬族肖勤的《外婆的月亮田》、苗族杨彩
艳的《我们的童年谣》、蒙古族韩静慧的《赛
罕萨尔河边的女孩》、达斡尔族晶达的《塔
斯格有一只小狍子》等等。而由此我们又
发现了一个“秘密 ”：在新世纪民族儿童文
学中，女作家群悄然形成，这是少数民族儿
童文学发展中的巨大收获，也是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新发展的良好趋势。

在近年民族儿童文学中，显现光彩而
又十分精彩的，是少数民族作家不仅参与
了红遍当下网络、火遍当代世界的绘本创
作，而且以在新时代被唤醒的民族自觉、民
族自信，创作出反映不同民族儿童现实生
活的独特而美妙的精致绘本，其中的代表
性作家是回族保冬妮。近年，保冬妮以散
文的方式写民族儿童的生活“绘本”，如写
维吾尔男孩沙迪克代替生病的阿爸及时给
全村人送去信件的《小邮递员》、写哈萨克
女孩玛依拉向爷爷学驯鹰、到远方去求学
的《玛依拉的鹰》、写乌孜别克女孩再娜普
一家喜气洋洋的冬季迁移的《冬季牧歌》、
写在草原牧羊旳蒙古族男孩巴图带着枣红
色小马驹和羊群走进彩虹谷的《巴图和小
马》、写已在城里上学的蒙古族男孩巴特尔
来胡杨林深处接不想进城的爷爷的《老人
湖》等等，都营造出“绘本”世界中民族儿童
的一次次奇遇、一个个奇观、一种种奇迹，
都体现着本民族人民心理状态在历史前
行、时代进步中的新发展、新变化。

显然，无论世界潮流如何变化得奇，各
民族一代代人的优秀品质是永恒的真。70
年间，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就在于从
民族儿童真实的生活世界和内心情感中，
探寻到他们最初的熠闪着的心智之光和最
神秘的隐约着的心灵之美。因其熠闪，作
家就以美文靓图使其辉耀；因其隐约，作家
就以诗情画意使其明朗。民族生活现实之
美与民族儿童心灵之美，在民族儿童文学
中相殊相异，却映衬映照，在妙趣和生趣
中，折射着社会大格局、时代大氛围、历史
大变迁。

民族作家的独具匠心，就在于使民族
传统美德漫进现在的各民族的生活，使奇
巧的想象发生于眼前的实际的生活。

民族作家热忱的哲学思考就在真忱
的艺术构思之中。

民族儿童生活中严肃的人生真谛就
在美妙的艺术境界之中。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70年
◎张锦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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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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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这个民族，曾在中国舞台上演绎200多年
的灿烂历史，但最后神秘地消失了，很难让后人找
到踪迹。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却创造了中国历史的
辉煌，给全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进入20世纪后，契丹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进
入正轨，大体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整理研究论著目
录或索引；二是校勘、整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包
括辑补史料，出版资料汇编等；三是对以往的研究成
果进行综述与评价。辽金史研究专家、赤峰学院教
授孙国军说，百余年来契丹辽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
现，显现了新的研究特点，一方面，从传统的文献辑
佚考据，到政治制度、人物事件，再到经济文化研究，
已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研究
逐渐深入，学界围绕具体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学术争
鸣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赤峰学院历史学教授任爱君主编了首部契丹
学研究辑刊《契丹学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
辑。应该说，这是一部研究辽契丹的窗口，是十分
难得的了解辽文化最新研究进展的好途径。让历
史告诉未来，让未来回眸历史，在历史和未来之间，
开凿出一道时空隧道，沟通古人和来者，《契丹学研
究》的出版，是世界契丹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它是契
丹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契丹学研究》确定了契丹学研究的范围和方
向，构建了契丹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一.以契
丹客观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契丹历史学；二.以
契丹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契丹考古学；
三.以契丹历史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契丹历史地
理学；四.以契丹学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契丹史
料文献学；五.以契丹学本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契
丹理论学；六.以契丹大、小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契
丹语言文字学；七.以契丹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主要
研究对象的契丹应用学等。

契丹是中古时代生活于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其
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多彩的契丹历史文化，留下了丰
富的文献、文物、遗址，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远影响。

《契丹学研究》是旨在为契丹学研究开辟学术
交流渠道的学术辑刊。第一辑分为“历史与文化”

“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献资料研究”“语言文字”“学

术动态”等栏目，收录的论文涵盖历史学、考古学、
文献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论文
从多种专题或视角，运用丰富的史料，探讨契丹学
领域中的多种问题，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展示了契
丹学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前景。

任爱君在《契丹、沙子里、托克马克与怒江》一
文里，对历史上的契丹及契丹人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契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
老民族，它是古代北方民族历史发展序列中一的重
要一员，契丹人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刷新了古代北方
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华历史文化汇
蓄凝聚与融合再造的新阶段，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发
展历程的关键阶段。

在《契丹学研究》中，《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
通过对契丹高句丽之间关系的研究，让读者对彼时
东亚局势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辽代“道”制
辨析》《辽代选官制度刍议》《辽朝官员谥号赠赐初
探》等篇章，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辽朝的城“坊”
与城市管理》《从契丹一元朝故地图画雕塑文物看
元上都等地的黑人》《辽太祖“私城”龙化州城址位
置基本确定》等篇章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角度，对
辽契丹进行再认识。在文献资料研究和语言文字
研究中，推出了《辽金女真的“家”与家庭形态》《辽代
的语言状况》等精品力作。

有专家称，《契丹学研究》是目前首部以专门研
究契丹辽文化及其资源转化为主的学术集刊，是辽
史学界及辽代考古与契丹文字研究的一块亮丽园
地，是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轫之作。《契丹
学研究》秉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这在《<科
举与辽代社会>评议》和《辽朝农业研究综述》《一个
契丹化的辽代汉人家族——翟文化幢考释》等诸篇
章里得到了体现。

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时空隧道
——首部契丹学研究辑刊《契丹学研究（第一辑）》评述

◎犁夫

有些人，他们永远行走在人群之外，永远是和
现实不合拍的。如天地间那棵突然冒出来的树，或
者不挺拔，或者不成材，可是在旷野中，却那样骄傲
地生长着，生命力极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呈现
出一种金属光泽⋯⋯这是我们在阅读长篇小说《石
来运转》后对主人公白涛最直接最质朴的理解。

用心生活就是对生命最美的交待。《石来运转》
是作家张彩凤潜心6年创作、打磨的长篇小说，是一
部表现下岗企业经理白涛和农民刘金等人，以改革
开放为契机，在波诡云谲的商海中，瞄准商机，让巴
林鸡血石走出草原、走进城市、走入有识之士视野
的创业故事。同时，作家渲染了张文静、张晶莹等
一群年轻人在艰苦创业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勇于
拼搏、胸怀大义的感人形象。纵观通篇，人物性格
突出，有血有肉，故事情节张弛有度、波澜起伏，文
笔从容恬淡、情深意长。

读罢小说，掩卷深思，我认为，作家俨然深情的
渔夫，迷恋巴林石的波涌，耕海牧溪。作品中，往事
不断被提及，偶尔有伤疤展示，很快云淡风轻。都
是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的人，那些波澜壮阔与逼
仄疼痛都同时属于草原，属于这个时代。可以说，

《石来运转》是赤峰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在长篇小
说创作领域的又一有益尝试。

开卷有益，如读春山。阅读是愉悦的，碎片化
的阅读连起来就会浩如烟海。时间久了，七尺绸缎
也能织成万里彩虹。在书中，我们跟随作家的笔
触，一路前行，或浅吟低唱，或慨然欢歌，或小桥流
水，或鸟语花香。总之，读者的心中必有一段春风、
一朵清淡之莲、一截阔气豁朗、一份澄澈的清丽。

石不能言最可人。巴林石诞生在草原，是对赤
峰——这座草原上美丽城池的眷顾，是对赤峰人的
挚爱与青睐。在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中，巴林石
便脱颖而出，接受先民的琢磨和雕刻。我去过巴林
石矿，有时不禁想，阅读《石来运转》小说，与在巴林
石产地雅玛吐徜徉，有异曲同工之妙。草原，似一
片硕大的荷叶，在漠风的抚弄下，碧绿如海，摇曳起
伏，载歌载舞；查干沐沦河，如一串玲珑的项链，自
北向南，潺潺而去，洒一路清幽，拥一腔炽热，纵情
放歌；雅玛吐，就如水之畔的一位纯情少女，让人心

动，令人神往，使人遐思畅想！赤峰，是一片钟灵毓
秀之地，她像母亲，孕育了五彩缤纷、玲珑剔透的巴
林石。而草原，则像旖旎、妖娆的云海，骄傲地炫耀
着巴林石的长卷。试想，大红大紫的鸡血石不像彩
霞吗？瑰丽迷人的彩石、图案石不像彩虹吗？纯洁
凝脂的白玉白、羊脂冻不像白云吗？端庄富贵的福
黄石不像晨曦吗？清澈妩媚的翡红冻不像蓝天
吗？即使是深沉凝重的牛角冻、墨玉冻也如同气势
逼人、滚滚而来的乌云啊！

无疑，瑰丽的石头给作家以灵感，而小说《石来
运转》，又给了读者以巴林石感性的认知。于是，仿
佛一把钥匙，一个索引，我们携手迷人的巴林石，走
进小说中神奇的世界。

大板小城，是生活的舞台。小城的悲欢，日日
上演，在每个人心中都会不同。就如同小城的风，
千百年吹来，带着淡淡青色，夹缠着一些植物的气
息和北方的凛冽，许多人记得，许多人忘了，许多人
离开再也没回来，而许多人却从未离开。人世间多
是辜负。白涛这个人，虽然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但
缺少了一些谦谦君子的温度，在滚滚红尘中，他更
功利一些，更世俗一些，从而构成了一连串的错过
或辜负。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甚至，一度滑下四面
楚歌的低谷。这时候，当然需要救赎。他自己的忏
悔与救赎之外，如同红梅照雪，映衬出另外一些人
的高洁。那是一抹干净，是生命最真的底色，也是
岁月中最美的留白。这些人，就是张文静、许红梅
等几个不同凡响的女子。她们像巴林石一样温婉，
在竭力做好自己的同时，或台前或幕后，不遗余力
帮助白涛，去完美事业、完善人格。从她们身上，我
们悟出，干净的人，如素色的荷莲，出淤泥而不染，
见过世间黑暗，内心依然澄澈；遍历风雨坎坷，也依
旧保持初心与善良。

石不能言最可人
——评张彩凤长篇小说《石来运转》

◎刘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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