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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家乡的眷恋、热爱，作者饱蘸感情之笔，不吝
溢美之词，在《故乡》中抒发了自己对故乡的歌颂赞美。

作者在《故乡》中把家乡“礼仪之邦”的热情好客、
“特色特产”的靓丽品牌、“人文历史”的古老悲壮、让
人爱得疯狂的“如画风景”一一介绍给读者。诗中还
歌颂了母亲般的黄河、父亲般的“二狼山”（阴山山脉
河套段）⋯⋯家乡所有，尽数述出。

在《故乡》中，作者在对故乡景物赞美的同时，巧
妙地融入自己的感受，展现的是由景及人、见景生情
的艺术技巧。如，作者在第一节描写家乡“礼仪之邦”
时，艺术地由“河套王”酒而引出“酒不醉人人自醉”的
妙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者回到家乡、情感不能自
制的复杂心情，近而烂醉如泥，犹如倒在母亲怀抱里；
作者呼吸着家乡清新的空气、青草的芬芳，放松着疲
惫的身心，美美地睡到天亮，把回到家乡的惬意，描写
得入情入理，让人感同身受。

《故乡》第二节中，作者夸奖家乡特产，让你在品
尝麦香瓜甜味道的同时，感受家乡幸福生活的味道，
艺术地把家乡的幸福生活比喻为香瓜的味道，是“幸
福生活比蜜甜”的艺术写照。

《故乡》第三节中，作者把向日葵进行单章描写，
并未放入“特色、特产”里共述。这是因为家乡当地政
府把向日葵打造成靓丽的名片，它不仅能使家乡人致
富，更是摄影、观光、休闲度假的绝佳旅游胜景。万亩
葵田，金灿灿一片，好不讨人喜欢。在结尾处，作者以
咏叹的方式写到：“这向日葵啊，天天向着太阳，如同
家乡人民跟着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奔向

梦寐以求的小康”。由景入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如
太阳，家乡人民似向日葵向着太阳般跟着党。

《故乡》第四节中，作者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五原家
乡上的著名人物及历史事件，但却重笔描述了五原人
民的抗日战争。诗中引用了傅作义将军“誓与河套共
存亡”的誓言，描写了家乡人民奋起抗争并取得胜利
的悲壮历史。

《故乡》最后一节，作者一改前四节的写作风格，
直抒胸臆——为什么故乡是魂牵梦绕，做梦都想回去
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养育自己的黄土地，还有父老乡
亲、同学、发小，还有他真心爱过的姑娘，充分显现了
作者的率真，为诗歌增添了意境。

诗作最后，作者歌颂了母亲般的黄河：是我们的
血脉，是无私奉献并养育我们的伟大母亲；歌颂了父
亲般挺起脊梁的二狼山，为家乡人民遮风挡雨，是家
乡儿女的安全屏障，把黄河比作母亲，把二狼山比作
父亲，艺术上形象恰当。

读了王岗的《故乡》诗，无论你是外乡人，亦或是
离乡游子，一定会被他诗中描绘所感染，并立刻想去
他的家乡亲身体验一番。

浅谈王岗诗作《故乡》
◎徐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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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澜是 1999 年出生的内蒙古通辽市库
伦旗人，现就读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 2018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渡澜在
20 岁的年纪里收获了文坛的鲜花和掌声，从
2019 年《青年作家》第 5 期刊发渡澜处女作
始，她连续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

《青年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 10 篇作品，以
“魔幻与童话之间”的故事风格一炮打响，她
的《坏脾气的新邻居》入选《小说选刊》，《昧
火》又入选 2019 年短篇小说排行榜。渡澜作
品中丰富的情感、绮丽的想象、令人惊叹的文
字张力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顾建平、李西闽、
杨庆祥、安宁、赵卡等多位作家、评论家自发
为她代言，她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青年作家
中的一匹“黑马”。在一个奢谈“天才”的年代
里，20 岁的作家异军突起。在一个信息碎片
化的时代里，文坛几乎同一时间记住了渡
澜。“渡澜现象”提示我们，她所拥有的光彩，
一定是我们所缺少的。

非线性语言表达和奇特想象

首先，渡澜小说极其重视语言表达的特
异性，《三丹姐姐的羽毛》将冰箱喻为“盒子里
圈养了冬天”，用诗一般的语言将冰箱的概貌
及性能描述出来，既朦胧又形象；《去看乌嘎
跳舞》吉达被风化时明明是愈来愈小，渡澜却
将其形容为“贫乏加倍繁殖——他变厚了”，
从事物发展的相反方向加以描述，画面与真
实情况形成对比，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其次，
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绝伦的修辞以及超
拔的想象，《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中，房客乌尼
戈被烧成灰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掌心里的
玲珑的草、关节里蚂蚁的宫殿、胸膛上熟睡的
小动物”，这一切都在说明乌尼戈并没有消
失，他的生命获得了的永恒，他的消失是另一
种方式的存在；《去看乌嘎跳舞》借一颗鸭蛋
来延续巴图兆日歌对吉达无终点的痛打，吉
达的四肢被扯拽成跳舞的样子，“从高空被抛
下”，身体被打的变了形，全身伤痕累累，发出

“橡树的哀叹”；再次，渡澜注重词语的通感效
应，玩橡皮泥一般让词语肆意组合，《简阳》在
形容简阳的晚白桃清香四溢时，说这香气“为
我挂窗帘，领着我迈出森严的大楼”，她打破
了惯常的逻辑必然性，不服从于言语理性而
服从于心绪和情感生发。渡澜始终在用一种
非线性的诗歌语言讲述故事。换句话说，她
更专注于如何“讲”故事。

讲了“什么”与如何“讲”当然并非泾渭分
明，内容至上的俄苏作家也追求形式的精致
与奇巧，形式为王的英美现代主义作家也不
能枉顾伦理坚实的背影。渡澜的小说更看重
形式体验之上的快感，因此读者往往不能第
一时间获取小说的全貌。然而实际上，她的
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故事核。如
果还在纠缠于形式的迷宫，不防跳脱出来，看
看渡澜小说的题目：《谅宥》就是在写有关道
歉与被谅宥的故事；《昧火》就是无名之火，也
是语言误会之下的心火；《傻子乌尼戈消失
了》即在表达一个“不同”的人如何被“消失”；

《圆形与三角形》不就是在讲两个莫名入狱的
个体之异化吗？他们不需要有名字，符号即
存在；《美好的一天》并不怎么美好，关于哈鲁
娜惊人的生命意志对他人而言却是一种惊
吓，虚惊一场后，生活真的“美好”了；《三丹姐
姐的羽毛》就是讲大音如何保护三丹姐姐的
羽毛。至于《坏脾气的新邻居》《声音》《去看
乌嘎跳舞》不难望文生义，只需要期待渡澜如
何施展“坏”与“声音”的魔法即可。《简阳》虽
篇幅不长，但是在讨论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
系，“我”将热爱的不锈钢勺子也是“我”曾经
的“残疾支架”深深埋藏进泥土，人在自然的
感染下会成为真实的人。不必对这种充满着
奇幻色彩的写法太过于排斥，写作本身就是
在不断突破语言的壁垒从而设置意义的陷
阱，但渡澜小说的意义获知已经比较容易。
也就是说，读渡澜的作品，万不可缘木求鱼，
而应该像打开诗一样，先要弄清楚这是一个
写什么事件的小说，接着就把你所有的好奇
都交给渡澜去安排即可，无需在细节处纠缠。

很多人认为渡澜小说有一种马尔克斯的
味道，一方面自然是马尔克斯式的表达，另外
一方面则应该是“马尔克斯”式的孤独。渡澜
并不讳言马尔克斯对她的影响，她在看完《百
年孤独》后，就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的确，

在渡澜的一些漫不经心的描写中，不难看出
一个年轻作家对世界的警惕与惶恐。只是，
渡澜毕竟没有过于笃定的力量去消化民族传
统的重量，因此她的孤独更多时候是个体的
孤独，是缺乏安全感的孤独，当然同时也是向
往美好的孤独。

澄明心境下的童真书写

渡澜不仅只是一个魔幻写者，她的作品
因为传递一种童真式的悲悯而显得深刻。这
种悲悯如何形容？像一个孤独的人和不毛之
地的水洼相遇？像海洋里寻找同伴的一条鱼
在绝望时听到了远方的歌声？或者杰克勇敢
爬上通向未知天空的豆茎？或者不止于此。

渡澜的童真都体现在作品深处，以童真
之心观测世界，世界也必然到处开出奇幻的
花朵。她的童真有很多种刺激和奇幻式的表
达，但她的童真却是有层次的。在渡澜的作
品中，“救赎”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救赎”也
是渡澜童真之心的升华。在《谅宥》《傻子乌
尼戈消失了》《美好的一天》《坏脾气的新邻
居》《去看乌嘎跳舞》等作品中，我们总是能看
到那些生死的循环：或者生而赴死，或者死而
复生，或者死死生生。《坏脾气的新邻居》不仅
只是在描述一个个暴躁的人，其实也是在讲
述精神力的强大和高扬；《美好的一天》死去
的女人在汤里复活，是“记忆”让她无处不在；

《谅宥》所体现出的，又不仅是被原谅的道德
之境，其实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信
任；《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乌尼戈的消失使边
巴改变了自己“彻头彻尾的现代精神”——冷
漠、无视。在她那些通灵的世界中，一切都可
以发生，一切都让你看不透，但实际上，这个
世界不正是人类某种心绪幻化的产物吗？

渡澜的童真书写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
造上。在渡澜发表的小说里，叙事者或中心
人物多是孩子。以孩子的视角看来，世界就
是应该如此：《谅宥》其日麦拉图看到被自己
戳破的布特根变得皱巴巴、扁扁的时候，他

“开始了童年的第一次沉思”，开始等待成年
人的惩罚，他主动道歉想要寻得谅宥，得到赛
罕吉日嘎拉叔叔的原谅后，他轻松地飞起，眼
前开始明朗，还遇到了消失已久的莫德勒图，
他自由漂浮，接受风的洗礼，孩子的快乐有时
就是这么简单，这是只属于孩子的纯洁与美
好；《昧火》甘狄克从成年人的手中救出了嘎
乐，因为在孩子的眼中生命是平等的，但当她
的“孩子”嘎乐被熊叼走后，甘狄克也消失了，
母性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属性，一个小女孩的
母性会比成年人更伟大、更纯洁，甘狄克外婆
的愤怒是因为其他人的“交头接耳、低声讥
讽”，外婆的追赶导致了嘎乐和孙女的消失，
成年人总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有时会伤
害到孩子的心灵，但孩子却永葆纯洁，这就是
成年人与孩子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其实，渡
澜的创作思维之所以如此不同，重要的原因
在于蒙古族民俗文化给她带来的持续而不同
的养分。渡澜曾说，小时候的她经常看到她
的奶奶把剩下的饭粒喂给蚂蚁。

渡澜虽没有达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
须”的程度，但在写作每一篇小说前，她都要
为萦绕心头已久的主题买单，她较少阅读当
代作家的作品，她甚至并没有像有些评论家
推断的那样去大量阅读卡夫卡等现代大师作
品，她思想的储备粮是“杂书”，这也是另一种
旁观，也会滋生另一种味道。

渡澜的表达是既灵性而又朴拙的，灵
性是天赋，但也同时提醒我们只有高人一
等 的 写 作 水 平 ，才 是 评 判 作 品 高 下 的 标
尺。朴拙是态度，渡澜似乎“世事洞明”但
却 不 以 此 为 荣 ，而 是 秉 持 着 童 心 与 谦 逊 。
从一个孩子身上，我们不应只欣赏还应反
思，哪些钥匙应该被重新拾起。自然，无需

“捧杀”渡澜，尽管她已经足够优秀。但凭
借着独特的表达、天才的想象以及赤诚、透
明的心灵，她确实已经一跃而起，并将持续
带给文坛以希望。

从“渡澜现象”看希望——

那些丢失的那些丢失的““钥匙钥匙””正被拾起正被拾起
◎郭锦蓉 鄢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新军李新军

摄摄

近年间，老中青三代寓言作家，都有别出心裁的
创见、别具匠心的创造、别开生面的创新。他们在不
同地域所进行的寓言创作实践中，构建了新时代新寓
言别有洞天的新景象。

居于中原的资深老作家凡夫，一向崇尚传统而又
关注现代。他的寓言，政治鲜明，思想鲜亮，布局鲜
灵，语言鲜活，自觉维护寓言的理性文化传承和中华
民族的道德自律传统，既囊括各种现实问题，又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外突出，表现出民族意识的觉
醒、爱国精神的张扬。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包容
进一篇篇短小的寓言作品里，很不容易。美妙的是，
凡夫新书《智慧心灯》，自始至终把读者引入当下的新
时代，以实事和哲思提炼而成的智慧心灯一直照亮，
一心致志，一往无前。如开卷首篇《远山》，点明抵达
远大目标需要远志，心怀远志方能远征。奇妙的是，
凡夫摒弃了从古到今一般化的编故事讲道理的程式，
把“古希腊三贤”、全世界公认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约请到作品里来；把苏格拉底对
学生们的引导、教导写出来，营造轻松而庄重的氛围，
表现日常而睿智的内涵，昭示浅显而深邃的底蕴，令
人倍觉生动。那篇《苹果的味道》写得很简单，苏格拉
底手捏一个苹果，从学生座位旁走过，然后询问谁闻
到了苹果的味道。几百字的篇幅，竟写出了不同学生
的不同表现，写明了个别学生的动作表情，写出了所
有学生的内心状态，然后，由事情本身揭示题旨。作
品因苏格拉底的出场，对人心、人性的揭露、揭示更为
恳切、深切。凡夫运用请真实哲人亮相的艺术方式，
非常适合读者崇拜、敬仰大家的审美心理，看似“老
套”，其实给人以新鲜、新颖的愉悦感——以众人神往
而又蓦然出现的圣者之言之行，表达人们应具之道之
徳；以出其不意而又赫然眼前的哲人之思之情，表现
人们之品性之行为。

凡夫寓言，语言平易平常，却是深刻深沉。近近
读进去，实实在在，知性之辉耀耀昭昭；远远想开去，
高高凸凸，理性之光熠熠闪闪。由此看到寓言语言的
一种新的发展状态——不求华丽唯美，而是尽力求得
犀利尖锐而深入浅出，活力洋溢而生趣盎然。这是寓
言文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凡夫艺术个性的伸展和新
展。启示我们的是，寓言语言的提撷、提炼、提升，任
何时候都源自生活、浸渍于情感、生发在心灵，是思想
的凝聚、艺术的结晶、风格的呈现。

寓言文学是更为简捷的语言艺术，在新时代，表
现得更为明显、明朗。新时代生活节奏加快，寓言家
必得有更为敏捷的思维、更加简练的表达，与时俱进，
深思为常。可见，今日寓言家非思想家不可！

长居广东的童话作家饶远，将童话幻想嫁接于寓
言创作，使寓言创作之树结出另类美妙之果：《与时间
夜聊》。时间，看似抽象的概念，其实是具象的存在。
生命，在分分秒秒中度过，在年年月月中实现其价值
和意义。生活，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现，在光阴的流程
中显示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古今
中外，伟人们、百姓们，不知道说过多少关于珍惜爱惜
时间的话语，不知道有过多少关于抓紧抓住时间的故
事。看似一个老少皆知的题目，恰正是创造新时代、
建设新中华最当紧的新话题。饶远把“时间”拟人化，
为“时间”塑像，与“时间”面对面地真挚对视、真诚谈
话，并将刹那间的只言片语、真情实感写下来。饶远
对此看得很重。在《时间永恒》中，他写道，石头盯着
时间说：我“千年万载把自己的生命钉在一个位置上”

“你信吗？”时间回答：“我不会停留不动，走过了便留
下历史，向前走去便进入未来。”水傲慢地说：“我可以
循环往复，蒸发⋯⋯成雨。”“你能吗？”时间笑一笑，
说：“我不会重复自己，我会一直向前，展示一天一天，
一周一周，一月一月，一年一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
雷电⋯⋯大声地说“我可以威严地震慑四方，响彻天
空和大地⋯⋯”，时间谦虚地说：“我不动声色，也不会
消失，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设定，走向永恒。”

短短二三百字，把“时间”的品格、性情、气度、状
态都写了出来，而且写得具体、形象、生动、传神。这，
是观念更新，思想革新，是风格衍新，艺术创新，应该
说是缺一不可！以往，历史前进、时代演变，比较缓
慢。如今，科技时刻变异，社会迅猛变化，时代急速变
迁！新的时代精神，赋予寓言家以新的历史使命！饶
远让“时间”自我表现、自己表白，让历史证明，在激流
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谁赢得时间，谁才可能成为胜利
者！但是，“时间”是人人认识、个个熟悉的，创作中，
艺术构思的从新，艺术方式的求新，艺术语言的嬗新，
才能使寓言因门道全新而使读者耳目一新。

饶远作品，形式上是悬疑，内容上是寓言，更是人
类未来的预言。它充分挖掘新时代人心中的进取和

奋发，把“时间”的秉性描写得淋漓尽致。他，总是在
写全新的门道，总是在写“时间”的自白，不作比喻，不
是讽刺，不去训诫，而是融合其诙谐、宽容和想象力丰
富的文风，造就一种有灵气、接地气、显锐气的气氛和
气场；以性情胜，有性情而有活色，有活色必能生香，
活色生香，老少咸宜，就会对读者产生一种别样的艺
术魅力。这就使寓言语言在寓言思想呈现、艺术布局
中的作用更为突出。显然，寓言语言的新，就在于它
是寓言思想新、艺术新的统一体。

来自僻远大西北的金雷泉，独辟蹊径，别树一
帜。他的新书《行者寓言》，无论是思想宗旨，艺术结
构，语言运用，都无一丝效仿，无一缕模拟，无一点守
旧，是一部伴随着时代旋律前行着、迅行着的寓言
集。他变讽喻为尽情描述生活里的美德故事，改讥刺
为快乐描写人世间的美妙情意，转嘲弄为善意描绘现
实中的美好景象。以正面叙述宣示正道理，传播正能
量；颂扬正气，弘扬正义。他的寓言，就如散文一般，
真切写人，活泛状物，生动叙事。一篇篇都活泼泼的，
一副新面孔，一种新派头，说这是中国寓言文学中的
一股新潮流，也不为过。以《谄言者》为例，作品写“冰
天雪地的北极，北极熊是真正的王者。”黄色的北极狐
向他敬献“五彩王服”，黑白相间的企鹅劝他“今后别
在海里游泳了”，三趾鸥更劝他“学习人类那样减肥”，
北极熊却缓缓说道：“我们适应了天时，白色是我们的
保护色，善游泳增强了我们的防御本领，肥胖的身躯
使我们能够御寒度冬。改变时间、自然的选择，违逆
天时，北极熊将自取灭亡！”作品结尾写道：掌声雷
动！谄媚者羞得没了头脑！

金雷泉没有专门描绘谄言者的嘴脸，也没有直接戳
穿谄言者的用心，只写了他们与北极熊之间的对话，却
使谄言者的内心暴露无遗，也使王者的气度展示无限。
反事正说，使正理更显正大光明。作家从正面阐释阐
发，依循正理，践行正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
容，从正向引导，对于各民族青少年读者更有意义！

又如《微笑者》，写一个在意外事故中失去双亲的
孤儿，孤独的痛苦，孤零的哭泣，是一定有的。但是，
面对所有关心关怀他的人，面对这个充满爱充满同情
的世界，他的微笑是那样的甜，那样的有信心。作者
写了孤儿所说：“每个白天，我见到的都是关心我的
人，帮助我的人，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要让大家看到
希望，只能用微笑面对这个世界。”作品结尾写着：微
笑，是他面对所有关心她的人时的唯一回报。

作品里，微笑，是一个表象，更是一个意象。用微
笑，面对友爱的人们，面对友好的世界；用微笑，面向
美气的日子，面向美善的现实；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诚
信、友善，使我们的社会洋溢幸福、欢乐。金雷泉就这
样朴朴实实、认认真真地把周围日常生活中的美仑美
奂写出来给大家看，就这样自自然然、明明白白地把
人们经常感受到的美德美行讲出来给大家听；看的是
现象，听的是故事，内蕴正是事理、道理、哲理。作家
从真的视角观察观照，以真的心情体验体悟这种真的
表现和呈现，增强了寓言作品的气势和力量。

从金雷泉的这本寓言集，可以看到中国寓言创作
中一种新的衍变和嬗变。作家以理为纲，展示个人的
阅历，在哲理与常理之间，带出现代人内心的真善美，
以及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见解，并从更广泛的角
度显示人的道德情操、品性情感，勾勒寓言的品位和
品格——任周遭再多变迁，初心不忘；任岁月再多暗
涌，使命不变。

金雷泉的《行者寓言》，篇篇美妙感人，或以平淡的
文字，记下百姓的普遍情感，让人领略现代社会中的大
众情思；或以周详的记述，录下一时一地的此人此事，笔
力纵横，让人领会现实生活中的哲思和智慧；或以瞬间
的灵感，写下民族民间的文化风情和古今积淀，涉笔成
趣，意味深长，使人身临其境。这本书更像是一部丰富
多彩的新时代民间故事集。在这个故事天地里，屏蔽了
现实生活中的喧嚣浮躁，抹去了老式寓言里的故弄玄
虚，有的是，说东道西，谈古论今，传神出奇，证史明理。
寓言语言也如此：明白晓畅，隽永灵动。时代精神，艺术
方式，语言风格，天然地交汇，自然地交融，融铸成一种
温厚大气的新寓言。可以看到，这样的新寓意，比任何
现实都更加厚重，也比任何寓言都更加温暖。

寓言世界的创新，还在继续。创作无尽，创新无垠。

论当下寓言的创新之美
◎张锦贻


