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毌庸赘言，小小说用取材于生活的一个瞬
间、一首插曲、一个场景、一个侧面……来反映
人物在事件中的行为，用高超而浓缩的笔触，勾
勒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鲜活、生
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丰富多彩的细节，支撑起
故事情节，并在情节的转换中，阐释作者的思
想。概括而言，小小说就是用社会的、道德的、
法治的、人伦的尺子去衡量和评判人们的行为，
一言以蔽之，小小说是审美视野里的道德观察与
真情守望。

纵观内蒙古小小说的创作发展轨迹，我们不
难看出，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内蒙
古小小说的创作已趋向成熟，在结构、情节、语
言等小小说要素的诸多方面，实现了整体提高。
作为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网络文学的新成员、大众
文化的新现象，内蒙古小小说目前发展势态向
好，近年来的创作成就，就是很好的证明，无论
是原创，还是转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令全国
小小说界刮目相看。

蒙古高原上的审美视野

内蒙古处在中国的正北方，内蒙古人心地善
良、性格豪爽、忠诚守信、乐观豁达，有一种

“蒙古马精神”。正是这样的地域元素和文化基
因，使得内蒙古的小小说作家、作者，敢用自己
手中的笔，阐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这
是他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浓缩反映。

收录在 《新中国七十年微小说精选》 里的
《姻缘》，作家马宝山创作了潘先生和玉秀这两个
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们婚姻解体，夫人出家做
尼姑，潘先生未娶。夫人的泪，潘先生的悔，让
读者看到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灵光和善良的道
德。《姻缘》用文明的视野进行观察，发现这是
一次精神的“救赎”，是一次道德的洗礼。

在以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申平的《红鬃
马》讴歌了马的旺盛生命力，流溢出浑厚、悲壮
的风格。作者舍得泼洒大量的笔墨去描绘草原，
对草原上的动植物进行讴歌、赞美。红鬃马“它
的身子如锦缎一样闪闪发光”“那顺着脖子拖下
来的长长的鬃毛一跳一跳，正如一团火焰在燃
烧”，红鬃马刚烈、倔强、顽强，是以极致的方
式加以表现的，它与狼激战，狂烈、生动、豪
气，它那大无畏的精神铸就了悲壮。同样，《头
羊》中那只头羊也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一只

“忠于职守”“勇猛无比”的头羊，其结局却是被
“瘸羊倌”算计害死了。“瘸羊倌”的狭隘心理与
一只羊的宿命结局，还有由羊推及到人的种种猜
想，构筑了这篇小小说的想象空间。文本的内涵
不限于悲叹头羊，“悲羊悯人”或许是作家的艺
术性暗喻。这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悲壮的
别样表达。红鬃马和头羊的形象塑造，都从一个
侧面表达了作家的审美判断：美与丑、真与假、
生与死、爱与恨、崇高与卑鄙、渺小与高大等诸
元素中，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从而引导和教育
人们，恪守善良和真诚，在道德的天平上，把握
尺度。

内蒙古小小说的这些特征，印证了冯骥才的
那句话：“小小说有它独特的不可取代的特征，
有它独特的取材、结构、表达的方式，有它文本
与审美的独特性，乃至评价体系。”

世态万象的道德观察

有人说，小小说有“七字要义”，即趣、
情、奇、讽、绝、妙、味，这七个字犹如小小说
之树的根须，盘根错节，纵横交织。妙中有味，
亦可生趣；绝中含妙，亦可融奇；情可激荡起故
事的趣与味，而讽可以妙趣横生，情味俱佳。归
结起来，小小说的这些写作“要义”，无外乎是
用这些形态，支撑起真切的观察，发出贴切的议
论。

内蒙古的小小说作者刘泷在《儿戏》里，写
了村长因为小姨子去城里打工而没人看守安装自
来水，找到村里的老实人陆贵，通过讨价还价，
以每天130元的工钱谈妥，而后陆贵看守了21
天。就在村里安装完自来水庆功唱戏的时候，陆
贵向村长讨工钱来了。村长赖账要把每天130元
工钱减为每天80元，即使这样，仍然不给陆贵
工钱。无奈之下，陆贵突然口吐白沫、栽倒在
地，这下，村长终于给了钱。小小说最后借用村
长孙子的话道出实情：“你该人家钱不还，逼得
人家用苦肉计讨回来的。你们大人都有病，告诉
我们诚实，自己却演戏！”这是多么深刻的讽喻
啊，一针见血。刘泷的 《赝品》《金佛手》《把
门》《狼来了》等作品，也都采用这种讽刺的笔
触，在结局“陡转”中，阐释人情冷暖与世间万
象，启发人性感悟，开掘深邃思想。

小小说作者周东明，对戏剧、古玩等领域题
材有独到的见解，“戏中有戏”是他的小小说风
格。在周东明笔下，锣鼓铿锵，梨园人物一个个
鲜活登场，刘爷、鲁三爷、九岁红、梁四爷……
生旦净丑，在舞台上下演绎着一个个悲欢离合的
故事。这些人物故事，正是作者对人生的感悟与
表达。《刘爷》中的刘爷，从票友到角儿，经历
了他人的推举，也经历过名角的鄙弃，这使他更
懂得一个唱戏的要想成角儿的难度。他仗义，宁
可自己放弃挂头牌，也给新来的小旦角儿一个机
会，成全他人。“角儿不是捧出来的，也不是傍
出来的，是唱出来的。”他一语道破了成功的真
谛。《一根筋老王》里的“老王”正是因为“一
根筋”，才对得起他的律师使命，他依法依规、
守正无私。当事人提出额外要求，他“一根
筋”；法官掺杂了意见，他依然“一根筋”，绝不
通融。“一根筋”，正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对当
事人权益的保护。这是作家大力弘扬的，是建立
在道德观察基础之上的无声评判。

小小说作者迟占勇出版了闪小说集《朦胧年
华》。《朦胧年华》贴近现实，题材广泛，或描写
人世间的各种真情与挚爱，或描写芸芸众生的悲
欢离合，或讲述形形色色的传奇故事，或管窥纷
纭繁杂的世相。这些闪小说，语言精炼，构思精
巧，内涵丰富，展现着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在
《带你去看海》这篇不足600字的闪小说里，作
家把自己带父亲看海的心情和心愿活脱脱地展现
出来，但欢乐却都转成了悲伤：父亲已经不在
了。“爸爸，看，海……”“我的脸颊，紧紧地贴
在父亲的照片上……”读到这里，人们的泪水
会潸然而下，忏悔、内疚、五味杂陈。这是自
我的反省、自我的“救赎”。在 《阴谋与爱情》
里，作家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胡色诱老朱，以图
免费学艺，老朱正中下怀。就在这时，一团松
脂掉了下来，“包裹住他俩一动也不能动了！”
原来说的不是人间事，而是采用拟人手法，讲
琥珀的形成过程。小胡与老朱实际是琥珀中的
苍蝇与蜘蛛，苍蝇与蜘蛛——美女与贪官、松
脂——法网、琥珀——蜡人，在本体和喻体
里，作家把爱憎用道德的笔墨轻轻地勾勒出来。

绿色家园的真情守望

“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具有一定影响力的40
篇小小说”之一的李富的《立冬》，写了一位少
女斯琴与灰鹤阿努的真情故事，这个故事写出了
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斯琴上大学想
家了，是想阿努了。“立冬开始了，这一天，一
群南迁的大雁，在空中呼唤。北方的严冬到来
了，阿努振了振翅膀，望了望蓝天。一场大雪过
后，草原水库的大坝上，没了阿努的踪影。小狗
在坝上孤独地走来走去。偶而一两声鸣叫从天上
传来，那是南迁鸟儿的呼唤！”这种呼唤，就是
作家对和谐生态和绿水青山的呼唤与守望。

何君华是一名擅长写人物心理的作家，他在
《群山之巅》 中，写乌热松接到父亲阿什库来
信、请假回去跟父亲上山学习打猎的故事。故事
看似平淡，实则不平淡，故事中原本的“打
猎”，却是“不打猎”，这就构筑了曲折的情节，
塑造了以阿什库为代表的鄂伦春人守望狩猎文化
的高尚精神品质，揭示了坚守传统文化与自然法
则、迎接新生活的主题，耐人寻味。

作家红桃在《笑脸》里，刻画了“光棍”刘
金的形象，他“胖胖的，头上戴个毡帽头，但脸
上却始终挂着笑，他的两间小草房的门前总是有
些物件摆上一堆，有东家的锄把，西家的镰刀，
有功夫他就帮助收拾一下，他的门前闲时总是聚
着一堆人在那里说说笑笑。”营子西头有个女
人，残疾，带俩孩子过，很苦，男人又死的早，
生产队就把她家当困难户照顾。人们常看到刘金
每天从河套边的泉井里担水给她送去，有时还帮
助她种种园子，女人很期待这样的男人，每当刘
金干完活，女人就倒一碗水递给他，眼睛放着
光，希望他留下住。可刘金只是笑笑，然后总是
找个借口走开。不少人都劝他说；“你们俩就乎
算了，也互相是个伴”，刘金也是笑笑借故走
开。刘金还是每天给生产队里做些木工，业余帮
助大家干些小活，每天还是帮助那个女人挑水干
活，那个女人好像习惯了他的存在，每当做好吃
的都哟呼孩子把他叫来，家里有什么事都让他拿
个注意。他有什么都舍地给她们，孩子们眼见着
一天天长大，这不是一家人的人反倒是一家人的
感觉了。刘金的笑脸还是那样一直挂着。小说仅
仅556个字，就把人间的真情守望传达和描写出
来了。原来，爱是一种铭心刻骨的关照、是一种
平平淡淡的奉献、是默默无语的给予和呵护。

“小小说”群落毡包点点

2018年 12月 16日，“内蒙古小小说沙龙”
在包头市成立。“内蒙古小小说沙龙”旨在全面
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本着“文艺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思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时代
主旋律，团结和组织全区各民族小小说作家积极
创作，培养、发现和推出写作人才，努力繁荣发
展内蒙古文学事业。“内蒙古小小说沙龙”的成
立标志着内蒙古小小说队伍融入到全国小小说协
会的大家庭，为全国小小说大花园播撒下新的种
子。之后，“内蒙古闪小说委员会”成立。2019
年 4月，“赤峰市小小说创作委员会”成立，该
市小小说创作迈上新台阶，吸收会员逾百人，小
小说作品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来，内蒙古仅
赤峰市范围内就有超过20多篇小小说作品入选
《小说选刊》、70 多篇小小说入选 《小小说选
刊》，有多人出版小小说作品集逾10多部。

以《草原》和《内蒙古日报》北国风光文学
副刊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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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为内蒙古小小说的培育和发展，搭建了
优越的环境平台。此外，《百花园》《小小说选
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物，也为内蒙古小小
说的发展和提高推波助澜。

审美视野里的道德观察与真情守望审美视野里的道德观察与真情守望
——内蒙古小小说创作一瞥

◎犁夫

2014 年冬天，我从天堂草原摄影网上看到
一组照片《消失的城中村》，照片的作者是内蒙
古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名叫巴雅苏
勒。我虽在美术系任教，因不给他们班上课，所
以并不认识他。看了这组照片，我被打动了，于
是通过学生找到了巴雅苏勒的电话号码，和他
通了电话。得到我的鼓励，巴雅苏勒很高兴。
几天之后，他带着他拍的一些东西来我家，我们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不但又一次被他的
照片所打动，也对他朴实、诚恳和内敛的性格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

巴雅苏勒的《消失的城中村》是一个纪实专
题摄影，拍摄地点是他上学的呼和浩特市。巴
雅苏勒敏锐地注意到了近些年在城市化的进程
中，呼和浩特周边的乡村被城市所包围、侵吞并
逐渐消失的现状，他用他朴素的影像记录了这
些。他不但记录了这些城中村消失的真实过
程，而且记录了生活在此的村民们的一种复杂
的情感和精神处境，从而使他的纪实摄影具有
了很强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具有了时代的气息
和一种精神的深度。

巴雅苏勒的镜头客观而冷静，他游走在杂乱
无章的拆迁环境中，寻找典型的画面和瞬间。他
深谙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意义，善于在平凡的
场景中捕捉富有典型意义的瞬间。他对一些细
节的发现和把握，对人物形象和表情的捕捉，都
显现了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良好潜质。

巴雅苏勒出生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一个普通
的农民家庭，生活的艰辛和父母的勤劳、朴实，
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好学上

进的品行。他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秀外慧
中。他大学二年级才开始接触摄影，但从一开
始就体现出了对影像的高度敏感。看得出，巴
雅苏勒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他平静、内敛的
外表下，有着对艺术、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敏锐
把握。

几年来，巴雅苏勒的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各
类摄影展览和比赛中获奖，并参加了第 80 届美
国慧明顿国际摄影展、德国 DVF国际摄影展、希
腊国际摄影艺术展等。他还在大理国际影会、内
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举办了两次个人作品展，在平
遥国际摄影节上举办了三人联展。他的作品还
发表在《中国摄影家》《摄影世界》《数码摄影》《咔
啪》《照相机》《摄影与摄像》等专业摄影杂志和美
国《GQ杂志》《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广州日
报》《北方新报》等新闻媒体。他现为法国 sipa图
片社、CFP（视觉中国）图片社供图。

巴雅苏勒还很年轻，他的摄影之路才刚刚开
始。我们有理由相信，凭着他对摄影的执著和热
爱，凭着他的勤奋和理想，凭着他对生活的敏锐
观察和不断思考，他在摄影的天地里一定会收获
更多的成果，达到新的高度。

巴雅苏勒和他的《消失的城中村》
◎王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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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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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
评论

双金的《民俗学视野下的<蒙古秘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出版）一书，由绪论、
正文四章、结语、主要参考文献、附录《成吉思汗
陵祭祀文化调查报告》等内容组成，共 21.8 万
字。该书概况及写作特点如下：

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学者专家对《蒙古秘
史》的研究情况，以及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界
定、选题意义、相关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方法与所
使用文献版本、所使用术语的说明、写作该著作
的缘由说明。第一章为《蒙古秘史》文献版本解
读，以《蒙古秘史》成书过程、《蒙古秘史》流传版
本、《蒙古秘史》相关文献等三节组成，就口承叙
事与史诗传统、文字创造与笔阇赤制、民族自信
与历史感等八个方面详细阐释；第二章为《蒙古
秘史》中的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由民间口头叙事
类型、民间传说与故事的意义分析、民间口头叙
事诗等三节组成，包括族源传说、恩仇相报故事、
象征寓意故事、抒情题材叙事诗等 12 种类民间
口头叙事传统；第三章为《蒙古秘史》中的日常生
产生活民俗，把《蒙古秘史》中出现的所有日常生
产生活民俗分类为狩猎民俗、游牧民俗、饮食民
俗、服饰民俗、娱乐宴会民俗等 10 个种类，并一
一详细介绍；第四章为《蒙古秘史》中的民俗信
仰。结语部分里笔者进一步说明该书的撰写基
于《蒙古秘史》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文献价
值的来由。

研究对象独特、范围界定清晰。本书以蒙古
民族的历史文化经典著作《蒙古秘史》为研究对
象，挖掘和整理《蒙古秘史》当中所记载的民俗事
象和民俗信息，以民俗学理论作为指导，梳理、解
释与研究这些民俗事象，力图较全面呈现 13 世
纪中叶蒙古帝国时期（《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蒙
古民族日常的“生活世界”。具体方法上，首先对
《蒙古秘史》文本进行梳理，将所有涉及民俗的词
汇、语句和段落选择出来；其次是根据民俗学分
类理论对《蒙古秘史》当中出现过的民俗事象进
行归类整合；最后是利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
间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理论阐释，以呈现《蒙古秘史》写作时代的蒙古民
族民俗生活。

选题意义深远、研究视角新颖。过去对《蒙
古秘史》的研究多集中在文献版本的校注与考
证、文字地理考证和哲学思想、军事理论方面，
相对来说文化学、民俗学的研究著作较少见
到。对于这样一部有着世界性影响力的重要文
献，进行专题性的民俗研究有重要意义。《蒙古
秘史》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作者在研究
中，遵循如下思路：理清历史上留给我们的民俗
文化财富、采集民众现实生活当中的民俗志调
查资料、诉说蒙古民族千百年来民俗文化所发
生的变化、追忆“蒙古秘史时代”以来蒙古民族
民俗生活的变迁。

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研究方法得
当。民俗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
说话。该书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
相结合。该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蒙古秘史》，
还有多部与《蒙古秘史》同时期著录完成的历史、
游记、札记、志书文献，所以也称之为“以蒙古秘
史为中心的民俗文献研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
变迁，受多种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这样的宏
观思考下，笔者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文献本身的记
载里，深入挖掘，力图全面展示文献写作者所思
所想。成吉思汗是《蒙古秘史》中的历史人物，成
吉思汗陵祭祀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性
遗产。笔者深入实地考察祭祀历史与文化，力图
呈现成吉思汗陵祭祀文化的传承脉络，从中了解
蒙古民族的祖先意识和民俗文化形成及演变的
内在规律。

民俗学视野下的《蒙古秘史》研究
◎杭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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