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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斌的长篇小说《狼甸子》为新中国成立到
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印记，
为读者呈现了一幅20世纪70年代初期农村经
济文化发展的壮阔画卷，为读者“剪影”了农村发
展的史实性原貌。通过今夕对比反思，更能让读
者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大
意义。

主人公“我”作为村里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
中的优秀学员，演绎了“回归——离别”的命运变
奏曲。那时，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要回
乡劳动两年经群众推荐才能上大学。高中毕业
后，“我”回到了故乡狼甸子劳动，这是满怀抱负与
激情的回归，“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给家庭带来了
曙光。“我”干过很多农活，割地、打场、送粪……
还负责过试验田的技术管理工作，“我”体验了劳
动的沉重，感受了困苦的滋味，也历练了信心和
勇气。“我”本想在村子里谋一个位置一展才华，
但不谙世故到处碰壁；后来“我”又想通过当兵寻
求发展，最终还是被挡回了农村。正当“我”选择
面对现实时，1977年恢复高考的改革春风徐徐
吹来，“我”积极备考，最终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黑
土地，但“我”的内心仍深深地爱着生“我”养“我”
的狼甸子。

吕斌从小在农村长大并通过高考走出农村，
他对农村生活有切身的体会和敏锐细致的观
察。《狼甸子》文风朴实无华，大量应用插叙手法
娓娓道来，情节一波三折，通过细腻的心理、语言
描写，刻画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我”的母亲
是一位勤劳能干、持家有方的农村妇女，母亲迫
于生计趋利避害的形象鲜活而又真实可感。她
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但
看到“我”没有向别的高中毕业生那样“优秀”，就
刻薄地挖苦“我”，想激发“我”的斗志。为了让

“我”说上一个好媳妇，她用拙笨可笑的方法讨好
李芳红，但当“我”考上大学时，她又觉得李芳红
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了，极力劝阻“我”不要再联系
李芳红。这样的农村母亲可以说有千千万万，作
者没有把母亲形象塑造的高尚无暇，但这并不影

响母爱的伟大，因为母亲也是人，是普普通通的
凡人，她的处世方式深受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现实
的影响，也受自身经历的影响。李芳红是真心喜
欢“我”的聪明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我”人生低谷
时，她愿意和“我”一起割谷子，帮助“我”、鼓励

“我”，她未屈服于书记的权利去当他的儿媳妇。
在“我”去当兵和考大学时，她一直默默支持

“我”，但当我成功地考上大学时，她却没有尽力
讨好“我”，而是很敏感地察觉到了“我”的思想波
动，并保持了高贵的自尊矜持。大队书记于贵德
是一个文化不高但精于算计、玩权弄势之人，他
通过“运作”让自己儿子当上了兵，又通过威逼利
诱选拔儿媳、物色女婿……

小说《狼甸子》描写主人公成长的同时，突出
展示了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吃苦耐劳、积极进取
的奋斗精神，也反映了农村既缺人才、又排斥人
才的问题，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缺乏深度融入农村
建设的实际能力等问题，从整体上说，反映了当
时农村治理体制机制中亟需改进的问题。

作者以凝重朴实的笔调、审视的眼光、观照
的态度，绘就了一幅农村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
让人深思。反观当今时代，“离别——回归”已在
广大农村频繁上演，回归已不单指回乡就业或创
业，还包括精神上的回归。很多学业有成、事业
腾达的家乡人，都没有忘记家乡，都在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回报家乡。那么，新的时代如何深入推
进农村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如何做好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如何调动服务基层的大学
生志愿者、驻村工作队等力量的积极性，长篇小
说《狼甸子》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黑土地上的离别与回归
——评吕斌长篇小说《狼甸子》

◎雷金

◎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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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过
去一些日子了，但其中那则名叫《走过场》的小品

（编剧林炳宝、导演沈腾）还不断在我脑海里返
场，令人回味。

《走过场》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说的是某县造
林造假，把靠近县医院的一座秃山用绿漆粉饰。
不料一场山火，神话般将这座假绿山变成了揭露
形式主义的活标本。这仅仅是小品的一个沉重
而又可笑的背景，接下来的故事，更让人啼笑皆
非。

因“绿山”而甲醛中毒住进医院的农民工王
铁牛，本来已经完全恢复健康，时值秋收，老母亲
急盼他早早回村，但只因领导还未留下到场慰问
的音像记录，迟迟不让他出院。他的监护人马主
任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领导还没来看你，你怎么
能出院呢？”马主任不仅照看“病人”，还不断调教

“病人”，教他如何接受领导探视，就连与领导握
手的姿势她都做出示范：“肩带肘，肘带腕，腕带
手！”

领导终于带着摄影者光临医院，但他的心全
然不在病人，而是摆着各种与王铁牛在一起的姿
态欣欣然拍照，引得观众哄笑不止。接下来，小
品又异峰兀起，原来，现在探望王铁牛的郝科长
还不是正式的领导。郝科长一番折腾后，打电话
告诉领导不用来了，说拍照时他已给领导留出了
显著的位置，事后把领导的照片添补上就行了。
这时舞台上传出了领导严肃的画外音：你平时就
表态多，调门高。不作为，乱作为。你已经没位
置了……郝科长呆如木鸡。

央视能在一年一度的“欢歌忆过去，豪情寄
未来”的春晚文艺大餐桌上，推出《走过场》这样
的作品，并获得一致好评，足见我们上上下下有
着共同的心声：讽刺与批评的文艺作品不能缺。

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这是我们的
一贯共识。文艺作品应该接地气，这是时代的要
求。接地气地反映现实生活，就必须做到百花齐
放，对于现实中的真、善、美要全力讴歌，对其中
的假、恶、丑也要敢于批评。我们一再强调，要反

对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已成“过街老鼠”，但它并
没有销声匿迹。在一些地方，形式主义还很有市
场。比如，凡事都如《走过场》所批评的那样，都
要“立此存照”，许多镜头所向只是为领导摆好显
政绩。有的甚至事情根本没做，找来群众当陪衬
照张像摆摆样子就等于做了。形式主义败坏了
党的优良传统，疏远了干群关系，群众对此非常
厌烦。文艺批评应该对此猛击一掌。

小品小，台上时间短，但也要集中说故事，塑
人物，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才能以
最好的效应发挥启迪、教育、警示的作用。

《走过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一定的
水准。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性格分明，活灵活现。
王铁牛的憨厚，郝科长的油滑，都给观众留下深
刻的印象。尤其贯穿全剧的马主任，她不仅人物
鲜活，而且很有典型性。她本知道“绿山”事件的
全貌，她痛恨形式主义，却又搞起了形式主义。
小品开场，两位工人为迎接领导的到来正为两盆
鲜花发黄的叶子涂抹绿彩。马主任严厉批评了
他们，“你们这样做，和造林造假有什么两样，你
们是不是认为弄虚造假比搞形式主义厉害小！”
接下来她却不断为“领导没探望，病人就不能出
院”的笑话推波助澜，令人发笑，引人深思，也让
人心痛。

看《走过场》，让人想起曾经有人就漫画的讽
刺与批评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它应该如针
炙，一针入肌，不能不痛不痒，而是要让病人感到
酸、麻、胀，只这样才能收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走过场》是一根闪闪发亮的银针，是一幅藏
理笑间的漫画，也是一株美丽的小刺梅，我爱这
株小刺梅。

讽刺与批评的文艺作品不能缺
——浅析央视春晚小品《走过场》

◎鲁村

读香奴的散文诗集《伶仃岛上》（北京燕山出
版社 2017 年 1 月出版），不难发现其作品拥有个
性化的语境和表达方式，自然而不失雅致，厚重
而不失灵动，收放自如而又沉稳有力。

诗人少小离家，漂泊异乡，云游四方，阅历丰
富，视野开阔。从广袤无垠的科尔沁草原到处处
繁花锦绣的京城，从散着盐碱气息的海河两岸到
四季如春美如画的珠海，无不留下她或深或浅的
足迹。面对世俗生活和人情冷暖，她冷静客观、
恬静淡然，始终以明亮的诗行点亮生命的烛光。

阿多尼斯说“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散文诗
集《伶仃岛上》也深深弥漫着这样一种生命的孤
独意识。这种孤独，部分源于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部分源于诗人对于诗歌创作的探寻，更多的
也许源于这个时代。当今诗坛，喧嚣聒噪、追名
逐利者有之，自娱自乐者有之，而能坚守初心、保
持精神独立者实属难能可贵。在喧嚣熙攘中保
持思想的孤独，这是一个诗人应有的品格。多
年以来，香奴一直保持着高贵的孤独。坚持以
读者为中心，坚持自己的审美和价值，行走在创
作散文诗的道路上。她曾说过：“我不属于任何
流派……我属于民间。读者最重要。我的散文
诗不是写给评论家的也不是写给权威机构的，我
写给平凡的人……正因为此，她的散文诗在全国
比赛中频频获奖，深受读者青睐。

诗集中《今夜，只有甘南头举明月》《鹤归壁
兮淇水长》是其重要代表作品，分别荣获全国性
大赛的散文诗最高奖。

在甘南，诗人起笔写下“我写下甘南的时候，
多像一个失去了故乡的人，独立苍穹之下，不由
自主地爱上第二地名。”诗人以一种无以名状的
孤独行走在异乡。即便她带着“儿时的花冠”，一
步步走向“小镇”，心中仍缠绕着挥之不去的孤
独，不禁写下“我是来路孤单的过客”。

在鹤壁，诗人开篇写下“我踩过芦芽和冰河；
我抵达过远方和扎龙的春天；彩虹如桥之上，我
不想停歇翅膀；月华如练之下，我不能轻言途中
的忧伤。”“忧伤”一词，足以让读者捕捉到诗人的
情感走向。

总之，无论是流连于甘南这样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地方，还是徜徉在鹤壁淇水这样意蕴深厚的
文化景观，飘逸隽永的文字，都散发着诗人浓烈
的孤独感，正因为这份孤独感，让她的笔触更加
深刻透彻，表达出独有的人文关切。

作为科尔沁的女儿，香奴离不开对故乡家园
的书写。其对故乡的书写，无疑属于一种现代乡
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书写这一主题的诗歌，
亦可归入“乡愁诗歌”的范畴。然而，由于人生的
独特性，加上女性视角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方
式，她的作品不同于其他鲜明表现乡村文明与城
市文明二元对立的乡愁诗歌，而是表现为一种错
综复杂的情感形态和生命状态。

诗人对故乡的树情有独钟，以“我喜欢穿着
绿色，走到哪里，我都是故乡的树”（《故乡的
树》）开头并结束全文，做到首尾呼应。而语句的
反复，凸现出诗人对故乡树的无限热爱和念念不
忘。

对于诗人而言，“小草绿了，不算是春天；桃
花红了，不算春天；只有白杨的枝丫发出新芽，才
是春天来了。”白杨对诗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父亲下乡到步家街，是春天的白杨站着整齐的
队伍迎接他；是步家街的父老乡亲敲锣打鼓迎接
了他。”而“我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睁开眼睛，就
看到白杨，窗外的白杨、河沿的白杨、满山遍野的

白杨、无边无际的白杨林，是我最大的世界。”但
诗人并没有局限于美好的叙述和描写，而是以一
个游子含泪的审视，“村落消失之后，步家街的坟
茔荒芜之后”，写出故乡变迁的破碎，最终“白
杨，成为我无限乡愁的一味解药”“白杨，替我成
为一个执着的留守。”浓浓的乡愁悄无声息地在
诗行间蔓延，抵达心灵。

“我的马儿老了，在阳光里眯缝着眼，慢慢咀
嚼草料，曾经缎子一样的鬓毛，失去了光泽。我
抱着他的脖子安慰他。

他在腾空而起的时候，曾经摔伤过我的骨
头；他在下游畅饮的时候，曾经甩给我一身河水；
他也衔着大朵的桔梗花送给我；他老去的双眼总
是泛着泪花。

他将与科尔沁的草合葬于未来。”（《科尔沁
之秋》）

诗人表面写马，其实是对自我的内心观照。
“我的马儿老了”，诗人又何尝没有老去？人越老
越怀乡恋旧，诗人如同这故乡草原的老马，深爱
着故乡的一切。虽双眼泛着泪花，依然坚信归宿
的美好和生命的延续。

游走人世间，诗人饱受生活的磨难，她却从
不回避、不隐藏，字里行间亮出疼痛，但不仅仅是
简单的叙述亦或抒情，而是传达出一种对美好的
渴望、对生命的思考。诗集中有多首缅怀弟弟的
诗篇，读过令人潸然落泪。《不惑之词》浸透着诗
人无限的哀伤，她说，“最不敢放手的是，当年二
十九岁的弟弟。他留在我手心的凉，一直穿透脊
背，一直没有足够的温暖，让我复原。近日我用
他的水杯，培了一株滴水观音，竟然叶片碧绿，生
意盎然。而他，已离去九年！”诗人一直无法释怀
弟弟的离去，她保留着他用过的水杯，并种上绿
植，不仅表达出对弟弟的怀念，也让该诗有了一
抹生命的光亮。

《八月未央》中写道“在你离开后，我学会了，
多爱自己几分。因为别人的爱，我们都带不
走”。诗人由个体到一般，书写出对人世间的关
怀和体察，表达了一种对人类共同的生死命题的
高度关注和深度思考。

都是寻常字眼，都是普通语句，经过诗人巧
妙的组合，变幻出不一样的内涵意蕴并散发着人
性的慈悲和生活化的诗意表达。“妈/哪怕您所有
的头发都掉尽了/我还会用这十指，给您梳头。”
情感细腻而又浓烈，在不着痕迹中抒情感怀。
（《给妈梳头》）“妈妈，我的报答却小得像一粒忧
郁的丁香”（《妈妈，我只能送你丁香》）“父亲，是
个生疼的称谓，从青丝疼到白发里”（《苏堤怀
古》）。诗人善于遣词造句，更善于以独特的视角
观察、感受与思考生活，而后者恰恰是诗的本质。

在诗集中，有一些精湛隽永的语句，让人记
忆犹新，回味无穷。如“历史的任何一页，都是打
不开的。光阴只留下锁，而生命带走了它的钥
匙”（《雨中，秦淮河》）内涵丰富而语言灵动，让人
过目不忘又陷入深深的思索；“让过去的都过去
吧”“我们能带走什么？”“所有恩怨都会像黄昏，
一笔勾销。”（《天色已黄昏》）这是诗人历经沧桑、
看尽繁华之后的通透。“所有虚设都已空无，所有
繁枝末节都已删减，这一生变得言简意赅。”这也
许是诗人努力达到的人生最佳状态吧。这些富
有哲理的语句，是诗人对生命和世界本质长期体
认和沉思的智慧结晶。

散文诗集《伶仃岛上》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意象绵密，虽弥漫着生命的孤独和忧伤，但依然
跳跃着生命的烛光！

以明亮的诗行点亮生命的烛光以明亮的诗行点亮生命的烛光
——读香奴散文诗集《伶仃岛上》

◎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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